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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纪研究》２０２３年 １～６期主题建议及征稿启事

《第四纪研究》是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共同主办的第四纪研究

综合性刊物。它的主要任务是报道国内外第四纪和全球变化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趋势，促进学术交

流，提高第四纪科学的基础和应用研究水平。

《第四纪研究》是国内外第四纪科学家发表和交流新成果的理想平台，有良好的国际影响，已成为国际

第四纪领域了解中国第四纪研究进展的一个重要信息源。

经初步研究，２０２３年 １～６期的主题建议如下：
第 １期：自由投稿
第 ２期：地球系统碳循环与碳中和
第 ３期：新生代生物演化与环境
第 ４期：古气候模拟研究
第 ５期：自由投稿
第 ６期：旋回地层学
为促进第四纪科学前沿问题的深入讨论，《第四纪研究》鼓励作者按照建议主题投稿，但也鼓励主题以

外的自由投稿。编辑部将快速处理全部稿件，并根据作者投稿情况及时调整主题和内容。

《第四纪研究》为双月刊，每年 ６期，出版日期为单月 ３０日。希望作者在刊物出版日之前三个月把投稿
论文（具体书写格式要求请见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ｓｊｙｊ．ｃｏｍ．ｃｎ《第四纪研究》征稿细则）交至编辑部，以便能及
时对论文进行审核和编辑，最终出版。

热忱欢迎广大第四纪工作者就最新研究成果踊跃投稿，编辑部将以最快的速度和优质的服务，把您的成

果报道给学术界。

第　四　纪　研　究
（双月刊，１９５８年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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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纪研究》征稿细则

一、办刊宗旨

《第四纪研究》是由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主办的第四纪研究综合性学术刊物。它

的任务是：反映国内外第四纪和全球变化研究发展趋势，刊登最新成果，促进学术交流。涵盖第四纪有关的地球科学、环境

科学和人文科学各分支学科。其宗旨是贯彻“双百”方针，开展学术讨论，提高第四纪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水平。

二、来稿要求

１　来稿要求论点明确、数据可靠、逻辑严密、文字简练。论文必须包括：１）题目、作者姓名、作者单位、单位所在的
省市（或县）和邮政编码；２）文首的中文摘要及关键词；３）首页页脚处的第一作者简介（姓名、性别、年龄、职称、从事专业
和 Ｅｍａｉｌ地址）、资助来源（注明批准号）；４）文末的参考文献；５）英文摘要包括：研究地区，研究对象或内容（什么样品等）
和研究方法，以及正文所得的详细研究结果（主要的数据）或研究结论。中、英文摘要内容和相关数据应与正文所得结果一

致，尤其是在文章中没有得到或叙述的数据或结果在摘要中不要出现。

２　文中的计量单位一律使用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非许用单位符号务必换算成许用单位符号。有关
地层名称和地质时代，须按全国地层委员会最新《中国地层指南》的规定处理。外国人名用原文全称。本国地名以地图出版

社最新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为准，外国地名按《世界地名译名手册》，手册上查不到的请加注原文。

３　文稿请尽可能使用电子文本，其中外文字母，符号必须分清大小写，正斜体，黑白体；上下角标的字母、字符和符
号，其位置高低应区别明显，容易混淆的外文字母、符号请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

４　正文中的各级标题一律左起顶格写，层次划分形式用：１；１１；１１１等表示，后边空一字距再写标题。引言和结
论也按序编号。

５　文稿中的图、表应放在第一次提到该图、表的自然段末，图表中的文字应为中文；图、表名应附相应的英文题名。
附图力求简明清晰，线条要匀，图中文字、符号、量（横纵坐标）及其单位必须写清，并与正文一致。凡涉及国界线的图件必

须绘制在地图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最新地理底图上。柱状图应标明深度，剖面图应标明方向和深度。彩色图版长×宽不超过
２５ｃｍ×１７ｃｍ。照片要求图像清晰，层次分明。

６　本刊参考文献选用顺序编码制，按文中出现先后顺序连续编号，所引文献必须是作者直接阅读过的并发表在正式
出版物上的文献；未公开发表的资料或写作成果，应征得有关方面同意，以脚注方式顺序标明。在正文中引用文献的序号应

置于方括号中，引文如提及作者，序号应置于作者姓名的右上方；如引用文献序号作为文句中的组成部分，则不作角标标

示；如引用未提及作者姓名，其序号应置于引文中适当位置的右上方。要求正文中的引用文献与文末的参考文献序号和内

容严格一致。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如下：１）专著：作者（或编者）．书名［Ｍ］．版次（第一版不著录）．出版地：出版社，出版
年：起止页码；２）文集析出文章：作者．题目［Ｃ］／／编者．文集名．版次．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起止页码；３）连续出版物：
作者．题目［Ｊ］．期刊名，出版年，卷号（期号）：起止页码。

参考文献中的作者、编者、译者不超过３人时全部写出，超过者只写前３名，后加“，等”或“，ｅｔａｌ．”，人名之间用“，”分
开；外文作者或编者书写时，姓前名后，名用缩写，不加缩写点；外文书名、文集名中的实词第一个字母均大写；文集和连

续出版物中的题目，除篇首第一个字母、地名、专有名词外，其余均小写。

文末所有的中文参考文献需要中英对照，必须按原发期刊英文形式标注（包括中文文献中的英文作者姓名、英文题目、

英文期刊名等）。如原发刊物不含英文题目，请正确翻译。

具体要求详见《第四纪研究》网站 ｗｗｗ．ｄｓｊｙｊ．ｃｏｍ．ｃｎ期刊文献格式。
三、审稿

本刊遵循公平公正、符合本刊宗旨、择优选用的原则。采取编辑部初审、同行专家评审、主编终审的三审制度。

投稿者可建议 ３～５名审稿者（请注明学位、职称、研究领域、单位、通信地址、邮编和电话），供编辑部参考。要求回避
的审稿者不得超过 １～２人。

四、投稿约定

１　文稿不得一稿多投。凡在国内外发表过的文稿，本刊不再接受。
２　来稿经编辑部送有关专家审阅和主编、编委会讨论，原则上将在 ３个月内决定采用与否。超过 ３个月后作者未收

到编辑部的信函提出延期，可自行处理，此期间内收到复函和录用通知者，不得另投它刊。

３　可通过网站投稿系统投稿（ｗｗｗ．ｄｓｊｙｊ．ｃｏｍ．ｃｎ）或者直接将稿件发送至编辑部邮箱（ｄｓｊ＠ｍａｉｌ．ｉｇｇｃａｓ．ａｃ．ｃｎ或 ｄｓｊｓ＠ｍａｉｌ．
ｉｇｇｃａｓ．ａｃ．ｃｎ），如不符合上述要求则退还作者修改后再投，达到要求后再接受送审，并以收到符合要求稿件时间为收稿日期。

４　稿件文责自负。编辑部对来稿有权作技术性和文字性修改，实质性内容修改须征得作者同意。
５　来稿一经发表，需按规定交纳版面费，编辑部酌致稿酬，并赠送抽印本 ２０份及样刊 ２册。
五、编辑部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 １９号，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第四纪研究》编辑部，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２９；
电话：０１０－８２９９８１１９０１０－８２９９８１２２；Ｅｍａｉｌ：ｄｓｊ＠ｍａｉｌ．ｉｇｃａｓ．ａｃ．ｃｎ，ｄｓｊｓ＠ｍａｉｌ．ｉｇｃａｓ．ａｃ．ｃ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