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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题目（四号加粗） 
（空一行） 

□□□
1，□□□

2，□□□
3，……，□□□

1* 

（作者姓名，单位编号按照 1、2、3 顺序依次出现，五宋） 

（1.作者单位 1 官方正式全称，省名 市名 邮编；  

  2.作者单位 2 官方正式全称，省名 市名 邮编； 

  3.作者单位 3 官方正式全称，省名 市名 邮编） 

（空一行） 

（摘要中的五部分各标题五宋，篇幅 300-450 字） 

摘要: 【研究背景】（内容包括研究意义、主要进展、技术难点、待解决的科学问题。这

几部分内容不是全部需要写出来，需要综合进行考虑展示出作者本文研究的意义和必要性）

□□□□□□□□□。【研究目的】□□□□□□□□□□□。【研究方法】□□□□□□□□□。

【研究结果】□□□□□□□□□□□□。【结论】□□□□□□□□□□□□□□□□□□。 

关键词: □□□□□； □□□□□； □□□□□（五宋，少于 7 个） 

要点：（标题五宋，3 条，各条要点在 30 字以内） 

（1）□□□□□□□□□□□□□□□。 

（2）□□□□□□□□□□□□□□□。 

（3）□□□□□□□□□□□□□□□。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空一行） 

（以下正文，五宋，英文字体 Times New Roman，文献、图表的编号用红色） 

（前言，通常三个段落）□□□□□□□□□□□□□□□□□□□□□□□□□□□

□□□□□□□□□□□□□□□□□□□□□□□□□[1-5]，……□□□□□□□□。 

（空一行） 

1 一级标题（小四宋加粗） 

1.1 二级标题（五宋加粗） 

1.1.1 三级标题（五宋不加粗）     

□□□□□□□□□□□□□□□（图 1），□□□□□□□□□□□（正文五宋）。 

1.1.2 三级标题（五宋不加粗）     

□□□□□□□□□□□□□□□（表 1），□□□□□□□□□□□（正文五宋）。 

1.2 二级标题（五宋加粗） 

（空一行） 

2 一级标题（小四宋加粗） 

2.1 二级标题（五宋加粗） 

2.1.1 三级标题（五宋不加粗） 

2.1.2 三级标题（五宋不加粗）        

（空一行） 

3 结论（小四宋加粗） 

（空一行） 

4 参考文献（小四宋加粗） 

                                                        

（五宋，Times New Roman） 

收稿日期：202X-XX-XX；修回日期：202X-XX-XX；接受日期：202X-XX-XX 

基金项目：基金 1 名称（编号）；基金 2 名称（编号）；基金 3 名称（编号） 

（基金数 5 个以内，重点基金考虑置前） 

第一作者：AAA，学位，职称，主要从事的研究工作方向。E-mail：□□□□□□□□。 

通信作者：BBB，学位，职称，主要从事的研究工作方向。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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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格依次编号，安排在正文中叙述内容之下，居中） 

表 1  □□□□□□（小五宋，加粗） 

Table 1 □□□□□□（小五，Times New Roman） 

（表格为三线表，通常无竖线，表下注释为小五宋） 

中文（小五 

Times New Roman） 

    

     

     

     

注：□□□□□□（小五 Times New Roman） 

 

 

 

 

a—□□□；b—□□□；c—□□□；d—□□□。（图下为图例说明，小五，Times New Roman） 

图 1  □□□□□□（小五宋，加粗） 

Fig.1 □□□□□□（小五，Times New Roman） 

 

参考文献详见以下范例，五号，Times New Roman。 

期刊：标识符 [J] 

[序号] 作者姓名 1，作者姓名 2，作者姓名 3，等. 文章题目. 期刊名称, 出版年, 卷（期）: 

起始页码–终止页码. 

[1] 万丹，陈玖斌，张婷，等. 镉同位素分馏及其在示踪土壤镉来源和迁移转化过程中的应

用进展[J]. 岩矿测试, 2022, 41(3): 341-352. 

Wan D, Chen J B, Zhang T, et al. Cadmium isotope fraction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tracing 

the source and fate of cadmium in the soil: A review[J]. Rock and Mineral Analysis, 2022, 41(3): 

341-352.  

[2] Eduardo B F,Ana R I,Martin R,et al.To shift,or not to shift: Adequate selection of an internal 

standard in mass-shift approaches using tandem ICP-mass spectrometry (ICP-MS/MS)[J].Journal 

of Analytical Atomic Spectrometry,2021,36(6):1135-1149. 

专著：标识符 [M] 

[序号] 作者姓名 1，作者姓名 2，作者姓名 3，等. 书名.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起始页码

-终止页码. 

[3] 迟清华，鄢明才.应用地球化学元素丰度数据手册[M].北京:地质出版社,2007:140-142. 

Chi Q H（第一位作者第一个姓，与中文的姓对齐）,Yan M C.Handbook of elemental 

abundance for applied geochemistry[M].Beijing:Geological Publishing House,2007:140-142.  

[4] Rudnick R L,Gao S.Composition of the continental crust[M].Oxford:Pergamon,2003:1-64. 

 

图中文字用中文 

（小五，Times New 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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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集：标识符 [C] 

[序号] 作者姓名 1，作者姓名 2，作者姓名 3，等. 文章题目[C]//编者姓名. 论文集名称. 出

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始页码–终止页码. 

[5] Sisk C,Diaz E,Walls J,et al.3D visualiz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pore structure and pore filling 

in gas shale[C]//SPE Annual Technical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Florence.Italy：Society of 

Petroleum Engineers,2010:1-4. 

学位论文：标识符 [D] 

[序号] 作者姓名 1，作者姓名 2，作者姓名 3，等. 论文题目. 学位授予学校, 年份.起始页码

-终止页码. 

[6] 曾维主.松辽盆地青山口组页岩孔隙结构与页岩油潜力研究[D].北京：中国科学院大学，

2020. 

Zeng W Z.Pore structure and shale oil potential of Qingshankou Formation shale in Songliao 

Basin[D].Beijing: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2020. 

 

关于卷号和期号著录的注意事项： 

期刊名称和出版年份后，卷号和期号的著录请按以下原则。当中国期刊不确定属于哪一

类时，请不要草率删去期号。另外，非英文文献需保留语种注释。 

1.国外正式出版的期刊一般都是每卷连续编页，因此省略期号，只写年、卷、起止页。 

2. 中国期刊情况比较复杂，分以下 4 种： 

（1）部分学术期刊，如《岩矿测试》，自创刊就是每卷（年）连续编页，可按国外刊处

理。如 2022，41（1）:100-105。 

（2）部分学术期刊，早年出版是每期独立编页，但近年改为每卷连续编页，在引用其早

年文献时，年、卷、期、页要写全，引用近年文献时按国外刊规范。 

（3）有些期刊如一些大学学报，至今仍是每期独立编页，年、卷、期、起止页要写全。 

（4）技术类期刊很多没有卷号，应在年份后写期号，并加括号。如 2022（1）：100-105。 

************************************************************************************************************* 

研究性论文的主体结构一般主要由以下 9 个部分组成： 

中文摘要 

中文要点 

（前言） 

1 实验部分 

2 结果与讨论 

3 结论 

4 参考文献 

英文要点 

英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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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题目（四号，Times New Roman加粗） 

（空一行） 

□□□1
, □□□2

, □□□3
, ……, □□□1* 

（作者姓名 e.g. ZHAO Linghao，五号，Times New Roman） 

（1.作者单位从小到大，省名 市名 邮编, China;  

  2.作者单位从小到大，省名 市名 邮编, China; 

   3.作者单位从小到大，省名 市名 邮编, China）  

（空一行） 

HIGHLIGHTS （标题五黑，Times New Roman） 

(1) □□□□□□□□□□□□□□□□□□□□□□□□. 

(2) □□□□□□□□□□□□□□□□□□□□□□□□. 

(3) □□□□□□□□□□□□□□□□□□□□□□□□. 

（空一行） 

ABSTRACT（标题五黑，Times New Roman，以下五部分内容上与中文摘要基本一一对应） 

BACKGROUND: □□□□□□□□□□□□□□□□□□□□□□□□□□□□□□□□.  

OBJECTIVES: □□□□□□□□□□□□□□□□□□□□□□□□□□□□□□□□□. 

METHODS: □□□□□□□□□□□□□□□□□□□□□□□□□□□□□□□□□□. 

RESULTS:  □□□□□□□□□□□□□□□□□□□□□□□□□□□□□□□□□□. 

CONCLUSIONS: □□□□□□□□□□□□□□□□□□□□□□□□□□□□□□□□. 

（空一行） 

KEY WORDS: □□□; □□□; □□□; □□□……□□□（与中文关键词完全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