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闽化会字第 007 号 

关于召开福建省科协第十五届学术年会 

        化学分会场的第一轮通知 

福建省化学会定于2015年10月在厦门召开福建省科协第十五届

学术年会化学分会场暨福建省化学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现开始论

文征集。 

一、年会主题：创新驱动先行 

二、会议内容：大会邀请报告；学术论文报告；教学论文报告；

研究生论坛；优秀论文评选等。欢迎广大化学科技工作者、教师、研

究生积极投稿，参加会议。 

三、征文内容：研究论文、教学论文。征文要求见附件，入选论

文将编入会议论文集。论文提交的电子信箱为：fjcs@xmu.edu.cn。征

文截稿日期：2015年7月30日。联系电话：0592-2180027 

会议具体日期及有关事项待第二轮通知。 

 

附件：投稿样式细则 

 

 

                                        福建省化学会 

                                        2015 年 6 月 8 日 

 

 

 



附件：投稿样式细则 

 

中文题目 
中文题目规范：2 号宋体，文章中文题目应明确简洁地反映研究成果的实质和特点，20 字以

内为宜，不使用不规范的缩略语、符号和代号，不常见的外文名词和化合物应写全称。 

 

作者姓名 1，作者姓名 2， ….. 

中文作者姓名规范：4 号宋体，作者隶属不同单位时，加上标予以区别。 

 

(1 作者单位标准全称，省市(直辖市)， 邮政编码 ;  2 作者单位标准全称， 省市(直辖市)，  

邮政编码; …….) 

作者单位规范：5 号宋体，如果在投稿后欲增删或修改作者及单位署名，应由联系人提供情

况书面说明并经全体作者签名同意。文章排版后不再接受修改。 

 

摘要：中文摘要内容. 

中文摘要规范：5 号宋体，“摘要”两字要加黑，具体注意事项如下： 

（1）摘要应客观充分地反映文章的新意和主要内容，并与正文相符。 

（2）中文摘要采用报道性摘要， 应按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的顺序撰写，详略得当，

字数以 250 字左右为宜.研究背景和目的请用 1~2 句话概括即可；研究方法应给出足够的信

息，新方法应略为详细；重要的结果应给出具体数据。 

（3）摘要中不应引用图表和参考文献. 

（4）缩写词在第一次出现时先给出全称，然后在括号中注明缩写. 

 

关键词：中文关键词 1；中文关键词 2；中文关键词 3；……. 

中文关键词规范：5 号宋体，“关键词”三字要加黑，具体关键词之间用分号分隔，一般列

出 3~5 个主题词或自然词，不宜用句子。 

 

文章正文内容：前言 

前言规范：5 号宋体，不加标题，直接介绍研究背景和进展。 

 

1 第一段落标题 
第一段落标题规范：3 号宋体加黑。 

 

1．1 第一小节标题 

第一小节标题规范：4 号宋体加黑。 

 

第一小节内容. 

内容规范：5 号宋体。 

 

1．2 第二小节标题 



内容略。 

 

2 第二段落标题 
内容略。 

 

3 第三段落标题 
内容略。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规范：“参考文献”四字 4 号宋体加黑，参考文献具体内容为 5 号宋体，参考文献

的标引采用顺序编码制. 按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编号（勿引用未发表的资料）。文献的著录

格式： 

（1）专著：作者. 书名[M]. 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 

（2）期刊：作者. 题名[J]. 刊名，出版年，卷(期)：起止页码. 

（3）论文集：作者. 论文集名[C]. 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起止页码. 

     论文集：作者. 论文题名[C]//论文集编者.论文集名. 出版地： 出版社， 出版年：起

止页码. 

（4）学位论文：作者. 题名[D]. 保存地点： 保存单位， 年. 

（5）专利文献：专利所有者. 题名：专利国别，专利号[P]. 公告或公开日期. 

（6）电子文献：责任者. 电子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志]. 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文献作者 3 名以内的全部列出；3 名以上则列出前 3 名， 后加“等”(英文加“et al”). 

 

英文题目 
文章英文题目规范：2 号 Times New Roman，文章英文题目应明确简洁地反映研究成果的实

质和特点，长短适宜，不使用不规范的缩略语、符号和代号，不常见的外文名词和化合物应

写全称。 

 

作者姓名 1，作者姓名 2， ….. 

英文作者姓名规范：4 号 Times New Roman，作者隶属不同单位时，加上标予以区别。 

 

(1 作者单位标准全称，省市(直辖市)， 邮政编码；  2 作者单位标准全称， 省市(直辖市)，  

邮政编码; …….) 

作者单位规范：5 号 Times New Roman，如果在投稿后欲增删或修改作者及单位署名，应由

联系人提供情况书面说明并经全体作者签名同意.文章排版后不再接受修改。 

 

Abstract：英文摘要内容. 

英文摘要规范：5 号 Times New Roman，“Abstract”两词要加黑，行间距采用 1.5 倍。具体



注意事项如下： 

（1）摘要应客观充分地反映文章的新意和主要内容，并与正文相符。 

（2）英文摘要的内容与中文摘要要基本一致， 也可以写得略详细些，英文摘要以 150 词为

宜。 

英文摘要应采用第三人称写法；避免出现图表、公式和参考文献的序号；用过去时态叙述作

者的工作和研究方法，用现在时态叙述结论，不要用将来时态；尽量避免使用长句，多用短

句。 

（3）摘要中不应引用图表和参考文献。 

（4）缩写词在第一次出现时先给出全称，然后在括号中注明缩写。 

 

Key words：英文关键词 1；英文关键词 2；英文关键词 3；……. 

英文关键词规范：5 号 Times New Roman，“Key words”要加黑，具体关键词之间用分号分

隔，一般列出 3~5 个关键词。 

 

文中图表规范： 

表格采用三线表，必要时可加辅助线。 

表 1 中文表题 

Tab.1  英文标题 

表头 表头 
表头 表头 

表头 表头 

内容 内容 内容 内容 

内容 内容 内容 内容 

内容 内容 内容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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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文图题                              图 2 中文图题 

Fig.1 英文图题                             Fig.2 英文图题 

                                         （1）图注内容（2）图注内容（3）图注内容                  

（4）图注内容（5）图注内容 

 



 

图表插入到正文中提及该图表的段落后。 

如果是照片图，请提供层次分明的黑白照片，或者未经作者修改（如修改图片大小、分辨率、

添加文字、裁切等等）的由电镜等仪器直接生成的照片的电子版文件，由编辑部按照作者修

改稿中的照片图进行制作。 

如果是用 Origin 或 Excel 软件制作的图，请提供该图的图文件（.org 或.opj 或.xls 文件)。 

如果已将图插入在正文中并可以在正文中通过双击进入相应软件窗口对图进行修改时不必

单独提供图文件。 

关于图表的说明： 

1. 图表要避免重复，数目尽量精简，同一来源的数据只需用图或用表表达一次，能合并的

图尽量合并，能用文字叙述时 (如仅 3～5 个数据) 尽量不使用图表。 

2. 图题和表题中英文对照。 

3. 图表应具有自明性，即不看正文，仅从图表及其标题和注释等内容就可获知有关实验对

象、方法、条件及结果等信息.为提高图表的自明性， 应注意如下几点： 

(1) 图题和表题应详细完整。 

(2) 在图注和表注中给出主要的实验条件。 

(3) 图表中若有缩写词或代号，应在第一次出现时在图注或表注中给出全称或解释。 

(4) 图表中的非专有名词不用缩写，如 Conversion，不要写成 Con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