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学报（英文版）》投稿须知及论文格式说明
（2018 年 12 月修订）

Acta Oceanologica Sinica publishes the most recent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and results as well as papers in the field of ocean sciences, which
includes physical oceanography, marine meteorology, marine physics, marine
chemistry, marine geology, marine biology, ocean engineering, marine
technology and marine information science, etc. Progress reports on research
projects are also included.
Website: http://www.hyxb.org.cn/aosen/ch/index.aspx
一、《海洋学报（英文版）》投稿须知
来稿要求
(1)稿件须是海洋科学技术领域中自然科学方面的稿件,文章重点反映海洋学某学
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进展。
(2)要求来稿选题新颖，具有开拓性或创新性，属于国际或国内海洋科学技术领域
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方面的前沿课题。
(3)所报道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或应用价值，能够引起本学科同行的关
注。
(4)文章中的方法合理数据可靠、推理严谨、结论明确、写作规范。
(5)文章不涉及保密问题及一稿多投问题。
来稿方式
采用在线投稿的方法：访问《海洋学报（英文版）》ScholarOne 投稿系统

http://mc03.manuscriptcentral.com/actaos
敬请按照提示进行投稿，投稿时至少提交以下四个文件：
1. Main

document， 即文章正文，注意学报英文版采用双盲送审制，故正文中

不出现作者及单位信息。
2. Title Page 包含英文的作者及单位信息。
3. 中文摘要含对应的中文标题、摘要及关键词等信息。
4. 对文章语言水平的说明。如已找专业润色机构润色过，请提供润色证明；如已
请本专业英语较好的专家润色过，请作出说明，并提供润色专家的姓名、单位、邮箱、

英语水平等信息。
投稿时建议作者提供 3－5 名审稿专家（注明其研究领域、单位、E-mail 信箱、联
系电话、职称），至少 1-2 位为外国籍评审专家，如有要求回避的评审者也请注明，
供编辑部送审稿件时参考。投稿请提供 Word 格式文本。
来稿注意事项
本刊对所刊登的文章收取版面费。文章发表后，本刊将一次性支付稿酬，并赠单
行本 10 份。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701 室
电话：010-62179976

邮编：100081

邮箱: ocean2@hyxb.org.cn, ocean4@hyxb.org.cn

二、《海洋学报（英文版）》论文格式说明
正式发表论文的内容包括题名、作者姓名及其工作单位、首页脚注处的基金项目
（有此内容时）和通讯作者邮箱、摘要及关键词、正文、致谢（有此内容时）、参考
文献。
(1)题名
题名须精练概括、凝炼、清晰、准确，文题相符，醒目、发人深省。一般不超过
30 个单词，尽量不用句子做标题，尽量避免单词重复。必要时可加副标题。不要使用
缩写。题目首字母大写，专有名词和地名首字母大写，其它均小写。具体如下：

(2)作者姓名及其工作单位
按英语国家习惯，名前姓后，首字母大写，如“Guoqing Zhang”；
作者单位：单位全称、城市 邮编，国别。
注意: 单位中逗号前后级别由低到高，避免写成“XXX 实验室，教育部，XXXX 大
学/研究所”的形式；城市与邮编之间为空格，不含英文逗号。
作者右上角标的数字表示所属单位，通讯作者加标“*”。
例子如下：

(3) 首页地脚处的基金项目和通讯作者邮箱
基金资助项目的全称（确保英文名称是标准用法）和批准号，项目名与批准号之
间用“under contract”连接，如“under contract No. PE12345”或“under contract
Nos PE12345 and PE54321”,含多个资助项目的请依次排列,每个项目之间用英文分号
“；”分隔。
基金项目下另起一段，左上标“*”，接通讯作者邮箱。例子如下：

常见基金翻译参考见本文文末附 2.
（4）摘要和关键词
摘要一般不超过 300 个单词，采用报道性文摘方式，即包括目的、方法、结果、
结论或讨论 4 部分内容。摘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简洁而充分地表述论
文内容。摘要中不使用缩略语、简称、代号，如果确有必要，首次出现时应加以说明，
摘要中不含图、表、公式、化学结构式及参考文献，不应有评价性用词。
关键词通常为 3－8 个，用英文逗号分隔开，专有名词和地名首字母大写，其它均
小写。例子如下：

（5）正文标题
正文标题结构层次应适宜，一般分为二级或三级，各级标题用 1，2，3……；1.1，
1.2，1.3……表示，依次类推，一律顶格书写，序号后空一字距再写标题文字(不含英
文句点)，每个标题一般不超过 15 个单词。
一级、二级序号均为正黑体，三级序号为正白体；一级标题文字为英文正黑体，
二级标题文字为英文斜黑体，三级标题文字为斜白体。
（6）前言（Introduction）
介绍学科发展史、研究意义、前人代表性成果、本作者已发表成果。正面评述、

摆明本研究与前人工作的衔接与继承关系，引出本文框架。长度应适当（一般小于全
文 20％）。不要出现图表、公式等。
（7）图表
文稿中只附必要的图表，切勿过大或过多，图片要求清晰、层次分明，所有图表
均应在文中留出位置，并写明图序和图题、表序和表题。图表一般放在正文中第一次
提到该图表的自然段末，即应先见文字，后见图表，以方便读者阅度。附图力求内容
准确、清晰,大小、繁简适宜,图面结构合理，线条疏密、粗细合适，精度足够高 (线
条圆滑、流畅,不出现锯齿状，精度在 600 像素/ 厘米以上)。图中含分图的，用 a,b,c,d
等在图中注明，不用加括号。定稿之后请提供能编辑图中文字的矢量源图，如 eps，ai，
wmf，gmf，srf，emf 等格式，如无法提供矢量源图，请尽量提供高分辨率图。
图中含经纬度坐标的，纬度坐标置于图片左侧，经度置于图片上侧。图中标注的
地名为英文正体，山脉和水（海，湖，江、河、潮、流、海峡）为英文斜体（右斜）。
地图上标注的城市须用○标明其位置。图中文字、符号、纵横坐标及其量和单位必须
写清，并与正文的叙述一致。变量与单位中间用“/”分隔，如“
“

℃”、

”。图中的数值（年份除外）应 3 位一空，如“1 000 hPa”,注意

坐标轴上的标注数字也需要三位一空。图名应置于图的下方，图序正确格式为“Fig.1.”。
具体如下：

附表请使用三线纵表，列于正文中第一次引用出现的段落后，表的结构要简明。
表内各栏目中参量符号之后注明单位，变量与单位中间用“/”分隔，例子如下：

在正文中表述图表，一般格式为“Fig. 2a”和“Table 1”（中间空一字距），若
图表的表述在句子的开头，则不缩写，全写成“Figure 2a”。
（8）单位、数字与公式
计量单位严格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废止的计量单位应换算
成法定计量单位。正文中的单位与前面的数字之间空 1 格，如“10 m”、“10 cm/s”、
“10 mol/L”，但若单位为℃，则不空格。正文中表示数值的数字（非年份）应 3 位
一空，如“1 000 hPa”。正文中年的单位用“a”表示。
量符只能出现在公式、图及表的表头，并且需要对每个量符代表什么物理意义加
以说明。公式中的物理量，一般用斜体表示（如 x，y）。对于物理量含上下标的情况，
若上下标为变量，则英文的斜体的；若上下标表示说明性文字的缩写，则用英文小写
正体。在不会产生混淆的情况下，取单词前面几个字母坐下表的个数应尽量少（如例 2）。
例 1． 以下公式中物理量 X,x 用斜体，下标 i 是一个变化的量（从 1 到 N），应
用斜体

例 2．下面的公式中起说明性作用的 s,total 等下标用正体

在正文中表述公式，格式为“Eq. (2)”，但若在句首，则全写为“Equation (2)”。
介绍公式须连成句子，要在公式后加“,”或“.”。例子如下：

用单位符号和代表物质的符号作下标用正体，例如 W3h,cB,如果有两个以上的下标
或下标代表物质的符号比较复杂（为分子式或带有下标等），可在这些下标符号置于
量符号之后的圆括号中，例如 W(5h,-35℃)表示 5 小时放电的蓄电池在-35 摄氏度温度
下的电能容量，一般不写成 W5h,-35℃；二氧化碳的分压力 p（CO2）；硫酸的浓度 c（H2SO4）.
（9）正文中引用的文献
本刊标注参考文献采用“著者-出版年”制。若作者为一人，则用（作者姓氏,出
版年份）表示，如（Wang, 2006）; 若作者为两人，用（第一作者姓氏 and 第二作者
姓氏，出版年份）表示，如（Wang and Liu, 2012）；若作者数大于两人，用（第一
作者姓氏 et al., 出版年份）表示，如（Wang et al.,2006）。一处引用多篇文献请
用英文分号“;”分开。请特别注意核对引用文献的发表年份，不要弄错。
若有第一作者相同，发表年份相同的文献，在正文中引用时在年份后面用 a,b 顺
序标注，引用时写为“A et al., 2013a; A et al., 2013b”;若文献只有两位作者且
作者相同、发表年份相同，写为“A and B, 2006a; A and B, 2006b”;若文献只有一
位作者且作者相同、发表年份相同，写为“A, 2008a; A, 2008b”。
（10）致谢
标题“Acknowlegements”与二级标题一致，用黑斜体。内容一般为：向调查船（飞
机）的全体人员、参加调查的人员，科研辅助人员、实习生，资料来源致谢。
注意：向个人致谢仅列姓名，不列职称、学位
致谢中的人名姓前名后，中国人名写全称，姓和名首字母大写，如“Zhang Guoqing”,
外国人名可用简写。
（11）文末参考文献
文末参考文献只列出作者阅读过且本文引用的最主要的公开发表的文献，并且要

与正文中引用的文献相对应，即正文中引用的文献须在文末列出，文末所列参考文献
要在文中有明确引用。对尚未公开发表的资料或研究成果，应征得有关方面同意，在
正文中以脚注表示，不能放入参考文献列表里。
对于参考文献中作者姓名顺序应姓前名后，中国作者的姓名写全称，姓和名的首
字母大写，如“Zhang Guoqing”,外国作者名可用缩写，注意不加缩写点。各文献作
者之间以首字母顺序排列，A,B,C……Z，第一作者相同的文献，按第二作者名字排列，
以此类推。作者全相同的文献，年份早的在前。
注意：外国人名缩写无需加缩写点，参考文献最末不需加句点。
各类参考文献的格式如下：
期刊论文：
作者姓名（不超过 3 人全部写出，超过者只写前 3 名，后加“et al”，作者之间
用英文逗号隔开）．出版年. 文章题名．刊名，卷（期）：起始页码-结束页码
Li Li, Gan Zijun. 2014. Ventilation of the Sulu Sea retrieved from historical data. Acta Oceanologica Sinica,
33(9):1－11
Sui Cuijuan, Zhang Zhanhai, Liu Jiping, et al. 2008. Variation of Arctic runoff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climate
factors. Haiyang Xuebao (in Chinese), 30(4): 39–47

注意：《海洋学报》中文版的英文名称已经改为 Haiyang Xuebao。作者与年份之
间, 年份与题名，题名与刊名之间均为英文句点。刊名需用全拼。文章名除第一个字
母和专有名词等本应大写的外，其它单词首字母小写。对于非英文刊物要在刊名后注
上语种，如（in Chinese）.

专著：
作者姓名．出版年. 书名．版本（第 1 版略）．出版地：出版者，本文参考起始页码结束页码
Wood S N. 2006. 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s: An Introduction with R. Boca Raton: CRC Press, 7–15
Holton J R. 2004. An Introduction to Dynamic Meteorology. 4th ed.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70–73

注意：书名实词首字母要大写。对于非英文专著文献，需将题目翻译为英文，并
在书名后注明语种。
论文集等析出文献：
作者姓名．出版年.析出文章题名.In: 编者, eds. 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起始
页码-结束页码
Munk W H. 1981. Internal waves and small-scale processes. In: Warren B A, Wunsch C, eds. Evolution of
Physical Oceanography. Cambridge: MIT Press, 264－291

注：析出文献所在的书或论文集的名称单词的首字母要大写，若编者只有一人,则
为“ed.”。
学位论文：
作者姓名．年份．题名 （如果是中文版，需加（in Chinese））[dissertation]．保
存地点：保存单位

专利文献：
专利申请者或所有者．公告日期．题名：专利国别，专利号
国际、国家标准：
标准制定者.出版年．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出版地：出版者（出版者即出版社或出版
公司），页码
电子文献：
主要责任者．出版年. 题名．出版地：出版者，获取和访问路径[刊载日期（如：2012-5-1）
/下载日期（如：2013-6-1）]

各种未定义类型的文献：
主要责任者．出版年．文献题名．出版地：出版者
（11）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
1.文中介绍范围时，纬度在前,经度在后，如：“The study areas include the seas
off China in an area of 23°－41°N, 117°－130°E”

2. 数值范围的表达方式：如“(0.050±0.014) ℃/a”
3.单位 Sv 已经弃用，改用 106m3/s;单位 dbar 已经弃用，需要换算为 Pa
4. 凡是测量数据必须具备均值和方差两部分；计算结果的有效数字必须合理；相
关、对比分析要给出相关系数；谱分析要给出置信度曲线。

附 1：英文表达建议（整理自郑全安研究员英语论文撰写讲座）
1. 冠词用法。
定冠词：The，江河湖海前加 the。
不定冠词：a,an.可数名词第一次出现加。
2.语态。近 10 年趋势为主动语态
3.动词时态。若无特定时间状语，基本用一般现在时。
4.量化描述。不用虚词（如许多、大概、某些、等人、等等）。
5. 常见误用单词
1) research, discussion, circulation 无复数
2) data 为 datum 的复数，其谓语也要用复数形式
3) variability, anomaly 少用复数
4) 不用 etc., ‘s, it’s, don’t, doesn’t … 即不可缩写
（..‘s.. 改为..of ..）
5) Coast(从海上往陆地看)/shore（从陆地往海上看），offshore 是形容词，意为‘近
岸的’
6) show/demonstrate/illustrate 有差异
7) 名词复数作定语用单数形式（如 student book），但 data, sports 除外（如 sports
ground）
8) Observation( 测 量 的 动 作 )/observations （ 观 测 资 料 ） , measurement 动 作
/measurements（资料） 意义不同
9) locate, distribute 几乎全用被动式
10) 不用 and 开头造句，选用 meanwhile, on the other hand, in other words, moreover,
as above mentioned,…
11) 表达观点：I suggest/ I propose/I believe
12) 回避 obviously,well known

附 2：常见基金翻译参考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the National Basic Research Program (973 Program ) of China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the National High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863 Program) of China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863）
the Publ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Funds Projects of Ocean 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资助
the China National Funds for Distinguished Young Scientists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the Funds for Creative Research Groups of China 国家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the Major International (Regional) Joint Research Program of China 国家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the National Key Basic Research Special Foundation of China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特别基金资助的课题
the Special Foundation for State Major Basic Research Program of China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专项基金资助的课题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for Post-doctoral Scientists of China 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
the National High Technology Joint Research Program of China 国家高技术项目联合资助的课题 Knowledge Innovative
Program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
the Program of “One Hundred Talented Peopl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研究项目
the Major Program for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中国科学院基础研究重大项目
the New Century Excellent Talents in University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the Important Project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大项目
the Cheung Kong Scholars Programme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Foundation of the State Human Resource Ministry and the Education Ministry for Returned Chinese
Scholars, China 教育部和国家人事部留学回国人员基金
the Found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for Outstanding Young Teachers in University 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
青年教师研究基金
the Found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for Returned Scholars 教育部归国学者基金
the Research Foundation from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教育部重大项目基金
the Trans-Century Training Program Foundation for Talents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教育部跨世纪人才
训练基金
the Science Foundation for Post Doctorate Research from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科技部博士后
基金
the Special Prophase Project on Basic Research of The National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科技部基础研究
重大项目前期研究专项
the Grant for Key Research Items No.2 in “Climbing” Program from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科
技部攀登计划二号重点项目基金
the Specialized Research Fund for the Doctoral Program of Higher Education 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