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球学报》投稿须知(2014 版) 

《地球学报》是中国地质科学院主办、科学出

版社出版的地球科学综合性双月学术期刊, 力求及

时快捷地反映地球科学领域内的新理论、新成果、

新发现、新方法、新进展。刊登地球科学各分支学

科及边缘学科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具有较高水

平和重要意义的学术论文。 
《地球学报》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全国自然

科学核心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

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期刊精品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库来源期刊、首批中国精

品科技期刊、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地球学报》为 EI(The Engineering Index，或

称工程索引)来源期刊、美国 GeoRef 评论数据库

(GeoRef)来源期刊、波兰哥白尼索引(IC)来源期刊、

俄罗斯文摘杂志(AJ)来源期刊、美国化学文摘(CA) 
来源期刊、美国剑桥科学文摘网站(CSA) 来源期刊、

美国 ISI Web of Knowledge 引文期刊、日本科学技

术文献数据库(JST)来源期刊、美国乌利希期刊指南

(UPD) 来源期刊、英国动物学记录(ZR)来源期刊。 
 
栏目设置包括综述与进展、争鸣与探讨、研究

与调查、技术与方法、快报与短文、地质遗迹与地

质公园、信息与动态等。一般论文篇幅以 6~10 个印

刷页(5 号宋体字, 每页 45 行×44 字=1980 字)为宜。

快报与短文旨在及时报道首发性成果和最新进展 , 
以 4~6 个印刷页为宜, 可优先发表。 

 

对具有重要创新成果的论文, 可酬情减、免版

面费和彩版制版费。 
 

1 投稿约定 
1.1 作者应对所投稿件 拥有无可争 议的著作

权。作者须保证稿件不一稿两投。 
1.2 作者须提供详细、快捷的联系方式。手机及住

址电话只为方便编辑部与作者联系, 不会对外公开。 
1.3 版面费: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 为了维护科

技期刊的生存, 本着刊物和作者共同承担出版费用

的原则, 本刊对刊用的稿件收取论文版面费。彩色

图版, 向作者加收费用。 
1.4 稿酬 : 来稿一经发表 , 即按国家有关标准

一次性支付给作者稿酬(含印刷版、光盘版、网络版

等的稿费), 并赠送样刊 1~3 册和单行本 30 份。 
1.5 版权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 作

者具有原作著作权, 期刊具有汇编著作权。为了高

效、快捷、非赢利地扩大学术交流和影响, 稿件一

经录用, 所有版本的版权即由作者转让给本刊。 
 

2 投稿注意事项 
2.1 投 稿 : 请 使 用 网 上 投 稿 系 统 。 网 址 : 

www.cagsbulletin.com。 
2.2 投稿须提交的文件: ①稿件 word(2003)版

本; ②图件; ③参考文献。 
2.3 稿件状态: 作者可通过投稿系统中的“稿件

查询”栏目自行查阅当前稿件状态。在未明确稿件

是否录用之前, 请勿将该稿投往他处。自投稿之日

起, 超过 20 个工作日稿件状态没有改变的, 作者可

自行处理。 
2.4 审稿: 来稿经有关专家 2~3 人(初审、复审

和终审)审定后才能录用。作者在投稿时可推荐相关

专业的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审稿人 3~5 名。作者还

可提出可能影响审稿公正性的回避专家名单。 
2.5 修改: 稿件格式按照本刊各项要求定稿后, 

才可刊用。作者应根据编辑部提出的修改意见及时

修改。编辑部有权对来稿作技术性和文字性修改 , 
作者有异议请预先声明。 

2.6 采用: 稿件采用后将在我刊网站首页的“最

新录用”栏目中滚动显示。采用的稿件不能做大幅

修改。稿件刊发后, 编辑部会将“版面费缴费通知”

连同样刊和单行本一并寄给作者, 作者收到“版面

费缴费通知”后须及时缴纳版面费。编辑部收到版

面费后会及时发放稿费。 
 

3 稿件编写格式 
3.1 论文题目: 简明扼要、概括主题, 一般不超

过 20 个字。中、英文对照。 
3.2 论文作者: 只列出主要参加者 , 多单位作

者时, 分别按单位用 1)、2)、3)……序号在作者姓名

后右上角标注。中、英文对照。在稿件审查、编辑、

出版过程中, 编辑部一般只与第一作者联系, 必要

时可注明通讯作者。 
3.3 作者单位: 写明作者单位全称、所在省区市

城镇名、邮政编码。中、英文对照。多单位作者用

1)、2)、3)……序号按单位依序列出。 
3.4 首页脚注: ①须列出论文资助项目来源及

项目编号。②列出第一作者简介(姓名、出生年份、

性别、学位职称、主要从事专业、通讯地址、邮编、



 
  

办公电话、电子邮件)。③如第一作者为硕士研究生

或博士研究生时，请将导师列为通讯作者。 
3.5 摘要: 包括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 4

要素 , 尤其要突出其创新性的成果。中文摘要以

200～400 字为宜。鉴于本刊被多家国外网站收录, 
为方便非中文读者, 英文摘要可增加到 600～1200
字(须提供中、英文对照稿以便译审)。 

3.6 关键词: 3～8 个。中、英文对照。 
3.7 分类号: 为便于检索和编制索引, 按《中国

图书资料分类法》(第四版)编印分类号。涉及多学

科的论文, 可给出多个分类号。 
3.8 正文的引言或概述部分不设序号和标题。

各级标题分别用 1、1.1、1.1.1 格式书写, 四级以下

不设专门序号和标题, 可用⑴、①等划分层次。使

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GB 3100-3002—1993), 能用

字母表示的单位不要用汉字，不使用废弃的单位。

注意符号的文种、大小写、正斜体、上下角标、组

合规则。文中所有物理量须斜体。 
3.9 插图、表格中的数据, 要在文中注明测试

者、引用来源、方法、仪器设备名称、实验条件、

精度、误差范围、年份等。如插图、表格表示的信

息重复, 只保留一种形式。 
3.10 插图、表格尺寸双栏排≤8 cm, 通栏排≤   

17 cm×24 cm。①图、表名称及图例说明为中、英文

对照, 图例为专有名词, 英文首字母大写, 其余均小

写; ②在论文的首次展示平面区域的图件中, 须在

“研究区示意图”(可在我刊网站上下载)上标注出本

文研究区在中国地图上的位置, 同时须标明经纬度

(涉及保密问题作者可自行处理))、比例尺和指北针; 
③插图请用 CorelDRAW X4 软件(即 14.0 版本)绘制, 
并提供矢量文件; ④如图件中带有坐标轴, 须标明横

纵坐标的物理量和单位; ⑤图例的填充图案须与图

中填充图案完全一致; ⑥图件字号请用 6～9 pt, 汉

字字体请用方正书宋简体, 英文和阿拉伯数字请用

Times New Roman; ⑦图件外框宽度请用 0.2 mm 或

0.5 pt, 其余线条相应调整, 不宜太粗或太细; ⑧表

格采用三线表, 只保留顶、底线(粗)和栏目线。 
3.11 图版、照片名称为中、英文对照。请提供

原件或 600 dpi 以上的 TIF 格式文件。 
3.12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依照 GB/T 7714—2005

规则。 
3.13 本刊采用“著者-出版年制”标注参考文献, 

数量一般不少于 10 篇, 以 15~35 篇为宜。参考文献

在文后按先中文(依拼音顺序)、后英文(依字母顺序)
列出。中文参考文献均须译成英文, 与英文参考文

献一起按字母顺序排列, 并在该文献后用括号注明

(in Chinese)或(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著

者一律先姓后名, 应著录所有作者的姓名。汉语姓

氏拼音全部用大写字母。英语名后不加缩写点, 空 
1 个字母的间隔, 书名和论文名中首字母一律大写。

作者应对所引文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负责。 
3.14 投稿时请提供所有参考文献的 PDF 或复

印扫描件全文(专著提供封面)。编辑部的这项要求, 
意在准确完整地提取该文献的中、英文题目、作者、

摘要、刊名/出版单位等信息。请将参考文献以第一

作者及出版年命名, 统一放到一个文件夹中, 打包

上传至系统。 
参考文献命名: 第一作者(等)+出版年 
例如： 

储雪蕾, 霍卫国, 张巽. 2002. 内蒙古林西县大井铜多金属矿

床 的 硫 、 碳 和 铅 同 位 素 及 成 矿 物 质 来 源 [J]. 岩 石 学 报 , 18(4): 
566-574. 

该文献的 pdf 命名为: 储雪蕾等 2002 
 
沈渭洲. 1997. 同位素地质学教程[M]. 北京: 原子能出版社. 
该文献的 pdf 命名为: 沈渭洲 1997 
 

4 其他注意事项 

作者投稿时经常出现的一些问题, 本刊已制作

了“论文模板”、“参考文献著录格式”和“研究区

示意图”等针对性的“作者投稿须知”内容, 可从

本刊网站浏览和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