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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小二号宋体，字数尽量控制在 25 个汉字以内。力求简洁明了，主旨突出，
准确贴切，货真价实。
作者：四号楷体，不同单位的作者用上标数字表示。如果作者太单一，发表后关
注你们文章的人也较少。建议将合作单位、合作过的教授、老师等加上（三四个单位，
六七位作者最好，当然得征得对方同意）
。
作者单位：五号仿宋体，分别写清楚作者单位，所在地及邮编。

摘要：以上饶市幅 1:250 000 区域地质调查资料为基础,通过野外地质调查和室内综

摘要：小五号宋体，概括地陈述论文研究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即为什

合研究，探讨江西灵山大型环状花岗岩的地貌景观特征及成因，并与黄山、三清山、天

么做（目的）怎么做（方法）、取得了什么成果（结果，重点阐述创新成果）以及根据

柱山花岗岩地貌景观进行对比。灵山花岗岩地貌景观主要分布在环形构造东南外环，海

结果得出的结论（突出成果的意义和价值）。应排除本学科领域已成为常识的内容，不

拔 1 000～1 400 m，岩性为中粗粒黑云母碱长花岗岩，为世界罕见的大型环状花岗岩地

要把应在引言、结束语中出现的内容写入摘要，不引用参考文献。不要对论文内容作诠

貌景观，控制地貌形成的主要因素为构造作用、岩浆活动、风化侵蚀和重力崩塌作用。

释和评论。用第三人称，不适用“我们、本文、作者、笔者”等作为主语。

黄山、三清山是锥状峰林地貌景观的典型代表，天柱山以崩塌堆积地貌景观为特色，灵
山以大型环状花岗岩峰林地貌景观为特色。天柱山、灵山锥状峰林和石锥地貌景观不如

一般格式为：通过…………（手段，方法）
，研究…………（目的）
。结果发现…………
（结果）
。表明…………（结论）
。

黄山和三清山发育，主要原因是天柱山、灵山比黄山、三清山海拔低 400 m 左右，冰川、
融冻侵蚀作用不如黄山和三清山强烈。

关键词：给出 4～6 个关键词，建议补充“地质调查工程—项目”关键词（突出

关键词：花岗岩；地貌景观； 大型环状构造； 江西灵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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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正文：
所有标题号均左顶格排，
内标题层次原则上不超过 3 级，一级标题用 1

引言

2

3……；二级标题用 1.1

1.2 1.3……；三级标题用 1.1.1

1.1.2 1.1.3……

引言：重点阐述与本文研究内容相关的前人工作和研究程度（这里需要有大量
参考文献支撑），指出前人工作存在的问题，本文要解决的问题和解决思路，最后点出

………………（正文略）

本文的重要意义。“引言”即阐明立题的背景（通过引用参考文献阐明前人研究现状与存
在的问题），进而引出本文要解决的问题、解决的思路和预期效果，从而为本文的研究
做好铺垫。
具体思路：总结相关研究成果→找出研究中的未解问题→提出论文要解决的问题→
阐明解决问题的思路→简述研究问题的方法→点出本文意义。

1 标题（研究区概况或区域地质背景……）
重点阐述与论文研究内容相关的研究区地质或地理概况，不要长篇大论。配一张

………………（正文略）
1.1 小标题
………………（正文略）
1.2 小标题
………………（正文略）………………如表 1 所示。
表1

与研究区概况文字论述相对应的地质图（或地质构造图或地理概况图……）

表格要求：

****表

（1）表格要有自明性,且重点突出,内容简洁。

Table.1 **********
****

速度/（m·s-1）

重量/kg

长度/m

**/*

**

**

**

**

**

**

**

**

**

**

**

**

**

**

**

（2）中、英文表名放在表的正上方居中，文章表格统一编号：表 1、表 2、表 3……。
（3）表头（项目栏）量的名称或符号与单位符号采用“量/单位”的形式，例如，
“速度/（m·s-1）”

或“v/（m·s-1）
”
。

（4）原则上要求三线表，,但可根据表格的繁简适当加线。

1.2.1 小标题
………………（正文略）

2

所有图请统一编号：图 1、图 2、图 3……

2 标题
………………（正文略）
2.1 小标题
………………如图 2 所示。

坐标图：
纵坐标、横坐标及其单位均请写清楚，图中变量用斜体,把变量和单位用/隔开,分别
放在横坐标下面的中间位置和纵坐标左边的中间位置。每个数据都要对准刻度线的位置
（刻度线放在坐标轴内），图上要有图例。

图 2 …………曲线图
Fig.2 **********

地质图:

2.2 小标题
………………如图 3 所示。

（1）地质图请提供 coreldraw 格式矢量图，线条要均匀，符号要清晰；不同性质线条的
粗细应有区别（图边框和一般线型为 0.2mm，断层线为 0.3mm）。
（2）图上中文为 8 磅宋体，英文和数字为 7 磅 Times New Norman 字体；文字层次较
多时，可采用不同字体或字号区分（字的大小以清晰美观为原则）。
（3）涉及国界的图要使用国家正式出版的蓝图作底图；图上河流湖泊名称注记为左斜
体，山体名称注记为右斜体。
（4）图要有图例、线化比例尺和指北针。图例根据图件特征放置在图上或图外，以美
观和谐为主。
（5）使用他人的研究成果，请注明文献来源。
（6）所有插图需认真检查图面内容，确保图面清晰简洁、图上注记正斜体的规范性、
[1]

图 3 ………… 地质图

与图例的一致性等。

Fig.3 **********[1]

（7）总之，图件以清晰、美观、简洁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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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结论：针对研究目的和取得的成果，完整、准确地指出以下内容：

（1）……
（2）……
（3）……

（1）本研究说明了什么问题，得出了什么规律性的认识。
（2）解决了什么理论或实际问题，取得了哪些效益。
（3）指出本研究的不足或遗留问题，提出今后研究的方向或工作建议。
以上 3 条供参考，也可简要总结 2-3 条主要的规律性认识。
致谢：并不是论文的必要组成部分，一般对给予本研究的选题、构思或论文撰

致谢：……

写指导，对实验作出贡献的人员或给予资料帮助的团体或个人致以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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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题名：与中文题名相对应，以最少数量的单词来充分表述论文的内容，要准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safety study of the

确，简洁。首字母大写，其他出了专有名词外，首字母均小写，专有名词大写。

inkstone slate deposit in Shexian County,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REN Ming-jun1, ZHOU Jun-lan2, QIN Wei1, SHI Jian-bin3 YANG Xiao-yong 2

作者姓名：与中文姓名相对应，姓全部大写，名的第一个首字母大写，名字
之间用“-”分割。

（1.332 Geology Team, Anhui Geological & Mineral Resources Exploration Bureau,
Huangshan 245000, China；2. School of Earth and Space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作者单位英文名称：英文名称必须与官网或公开发表的一致，请勿自行翻译，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26, China；3. No.5 Geological Brigade, Jiangsu Geological

可在网上查询。格式为：
（1. 英文单位名称，所在地

& Mineral Exploration Bureau, Xuzhou 221004, China）

邮编，China）

英文摘要：英文摘要尽量与中文摘要相对应，但内容可以更详细。

Abstract: Through a detailed field geological survey,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strata and
minerogenetic conditions of the inkstone slate mine in Shuanghekou district of Shexian in
southern Anhui province.……………………………………………………（略）

英文关键词：与中文关键词相对应，除专有名词外，首字母小写。

Key words: inkstone mine resources; mineral composition; petrochemistry; radioactive
measurement; Shexian, An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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