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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东 地 质》征 稿 简 则

《华东地质》创办于1980年,季刊,是由中国地质调查局主管、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主办的地学

类学术期刊。主要刊载地质调查、地质科研及其相关领域中具有基础性、创新性和前瞻性的研究新成果,报道华

东地区及国内外其他地区基础地质、矿产地质、水文/工程/环境地质、城市地质、物化遥地质、境外地质、油气地

质、生态地质、旅游地质、实验测试、地质信息和地质调查项目成果进展。本刊已被“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

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全文收录,在“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及“中国地学期

刊网”全文上网,是“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来源期刊。
1.《华东地质》对稿件内容的要求

1.1 题目:标题要求精炼、准确,一般在25个汉字以内。
1.2 作者:署名及署名顺序由作者确定,每位作者应是文章真正的著作权人,对文章负责。
1.3 单位:请提供作者完成本文时所在单位的全称,注明所在城市及邮政编码。
1.4 摘要:应交代清楚论文的目的、方法、证据、结果和结论等。
1.5 关键词:选取能准确反映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及研究地点的词语。
1.6 引言:简要介绍本文研究领域的研究历史、现状、存在问题,以及本文研究的特点和创新之处。
1.7 正文:一般应包括地质背景、研究方法、研究结果、讨论、结论等几个部分。
1.8 图表:只附必要的图和表。首次发表的原始数据一定要附表,引用数据则不必。
1.9 参考文献:采用顺序编码制。被引用文献作者超过3人或以上,只著录3人,后加“,等”或“,etal”。
期刊论文:[序号]作者.题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引文页码.
普通图书:[序号]作者.书名[M].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页码.
科技报告:[序号]主要责任者.报告名[R].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页码.
论 文 集:[序号]作者.论文集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页码.
学位论文:[序号]作者.题名[D].保存地或出版地:保存单位或出版者,出版年:引文页码.
国家标准:[序号]责任者.标准代号 标准顺序号———发布年 标准名称[S].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
网络文献:[序号]主要责任者.题名[文献类型标志/OL].更新或修改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
1.10 注释:引用内部资料,引用处加上角标阴圈码标注,文后单列注释,格式为:著者.资料名称.出版年.
1.11 英文摘要:在《华东地质》发表的论文必须提交英文摘要和关键词。
1.12 第一作者简介:作者姓名,XXXX年生,性别,职称,主要从事的专业研究。
1.13 基金项目:注明基金(项目)的来源,具体名称及编号。
2.《华东地质》编辑部与作者的约定

2.1 作者投稿时应保证投稿我刊之前未投给任何其他期刊,或虽曾投给其他期刊,但已被拒绝刊用。投稿

我刊之日起60日内,不要再投给任何其他期刊,除非收到我刊拒稿信息。
2.2 稿件一旦被本刊录用,作者即将论文整体及附属于论文的图、表等可许可使用的著作权转交本刊。许

可期限为论文著作权的法定保护期为限,许可地域范围为全世界。作者依著作权法行使上述权利,或向第三方转

让上述权利时,不得损害本刊利益。
2.3 本刊除具有印刷版外,还具有网络版。稿件一经录用,所有版本的版权即由作者转让给本刊,同时许可

本刊转授第三方使用。凡不愿文章以网络版发表者,请在来稿时声明,本刊将作适当处理。来稿刊用后,一次性

支付稿酬(包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等收录单位的

作者著作权费),并向作者免费赠送当期刊物2册。
2.4 编辑部承诺在60日内给出刊用与否的通知。在60日内未收到退稿通知时不应将稿件另投他刊,否则

视为一稿多投。对一稿多投的稿件,本刊无条件弃用;对其作者及其所在团队,编辑部保留有关权利。
2.5 稿件文责自负。编辑部有权对来稿进行文字和技术性删改,如不可修改,作者应事先声明。
2.6 编辑部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534号《华东地质》编辑部;邮政编码:210016。

网 址:www.hddz.cgsnjzx.cn;邮 箱:hddzbjb@163.com;QQ 群:155383569;电 话:025-84602261;
025-84897762。

2.7 作者投稿:请登录本刊网站,点击“作者投稿”注册后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