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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5号方正书宋；250字左右；概括研究的问题、方法和过程、结果或结论] 对于科技期刊的文章,摘要为全文的

浓缩，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研究的问题（目的）、方法（过程）和结果和结论。摘要只有写得正确、写得好,才能起到帮助读者

了解原文的作用。因此必须对文献进行认真的主题分析，找出文献的主题概念，正确地组织好这些主题内容，简明准确完整地写

出摘要来。摘要长度一般以150～300字为宜。少数情况下允许例外，视原始文献而定。在不遗漏主题概念的前提下，文摘应尽量

简洁。编写摘要注意事项：（1）应突出文章中创新之点，切忌把"引言"中的内容写入摘要；（2）不得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

不得出现图表、数学式和引文；（3）应是一篇完整的短文；（4）用第三人称，不使用"本文"、"作者"等作为主语；（5）不做评

论。 

关键词 [4～7 个,空 1 个汉字，小 5 号方正书宋] （1）第 1个关键词请从以下主词中选取：铁路隧道(railway tunnel)、

公路隧道(highway tunnel)、地铁(subway)、铁路路基(railway subgrade)、高速铁路(high speed railway)、客运专线(passenger 

dedicated railway)、客货共线铁路(mixed passenger and freight railway)、重载铁路(heavy haul railway)、工程材料

(engineering material)等；（2）第 2 个关键词为研究成果主词；（3）第 3 个关键词为研究方法主词，请从下列名词中选取：

理论分析(theoretical analysis )、试验研究(experimental research/experimental study)、模型试验(model test)、数值计

算(numerical calculation)、统计分析(statistical analysis)、现场试验（field test/site test）等；（4）第 4 个关键词

为主要研究对象；（5）第 5～8个关键词为有利于检索的其他名词。 

中图分类号：  [请查阅后认真填写]    文献标识码：A        

［正文，5 号方正书宋，每行 22 字；引言不加标题］ 

投给《现代隧道技术》的稿件全文（包括中英文

摘要和参考文献）原则上不超过 1 万字。稿件必须严

格遵循本模板的格式和要求，以利于稿件审理和编辑

加工。否则会导致初审阶段即被退稿。即使是学术水

平较高的文章，如果在写作方面问题过多，编辑起来

难度极大，也不会被编辑部接纳。 

撰写科技论文需要投入作者大量时间和精力，务

求稿件在形式和内容上尽善尽美，符合《现代隧道技

术》期刊的要求。千万不能操之过急，应付了事，这

样的文章本编辑部概不接受。作者是否认真对待自己

的文章，有经验的编辑一眼就能看出。仓促投稿会直

接导致退稿。 

作者写完文章投稿前，需确认文章整体质量和格

式，要站在编辑的角度阅读自己的文章，杜绝浅显的

错误，力求避免较深层的错误。 

作者在投稿给《现代隧道技术》前，除了应认真

阅读本模板内容之外，最好参考本刊最近发表的相关

技术领域的文章仔细阅读。 

1  正文层次编排[一级标题，4 号方正小标

宋] 

1.1  二级标题［5 号方正黑体］ 

1.1.1  三级标题［5 号方正书宋］ 



 

（1） ①②③ 

（2） 

（3） 

2  正文中的图片和表格 

图表是展示数据、作出分析和论证的重要工具。

图表的基本要求是要有自明性，便于读者理解。 

图名置于插图下方，表名置于表格上方。文章的

图名和表名需要翻译成英文。 

图表原则上排半栏，若图表较大则排通栏。 

科技论文不是试验报告，图片不宜过多，一般不

超过 10 幅。图表内容相同的，只能择一使用。 

2.1  图  片 

    正文中所有图片均要求提供彩色图，并满足以下

要求： 

（1）图片的线条或字迹清楚，像素清晰；若使用

设计或施工图，应适当简化，突出研究重点。 

（2）图应在全文内依序编号，即图 1、图 2，依

此类推；不能按照章节编号，如图 1.1、图 2.1 等；

图应精选，必要时合并；图名须含义确切，与内容相

符，且布置于相应文字下方；由几幅分图组成的总图，

分图和总图都要有图名，总图名必须是各分图名的准

确概况。 

（3）图必须先在正文中先引用，再出现。引用时

采用“见图 1”、“如图 2”这样的说法，不采用“见上

图”、“如下图”这样的说法。 

(4）图片不能过多，需根据论证需要予以精选；

组织应合理。 

（5）曲线图中应灵活采用空心圆、空心三角形、

空心方形、实心圆、实心三角形、实心方形等图例符

号，并配合使用实线、虚线、点划线等线型，使得图

中线条易于区分。 

(6）在选择图例符号和线型时要注意其在全文各

图中的一致性、系统性和对比性。 

（7）图中的单位符号应标注清楚。 

范例如下： 

 

 

 

图 1 大拱段不同阶段开挖拱环竖向位移曲线 

Fig.1  Vertical displacement curves of large arch 

sec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2.2  表 格 

正文中的表格要满足以下要求： 

（1） 表格结构合理，表述清晰。 

（2）表格应尽量采用三线表。 

（3）表应在全文内依序编号，即表 1、表 2，依

此类推；表名须含义确切，与内容相符，且布置于相

应文字下方。 

范例如下： 

 

 

 

3 量、单位、公式和符号 

3.1  量与单位 

量与单位方面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1）物理量的概念要确切，在文章中说法需统一。

例如：不能一会用“荷载”，一会用“载荷”。 

（2）物理概念要完整。 

（3）单位要采用国际单位制的标准写法，不能中

文或中文和符号混用，如“m/s”写为“米/秒”。 

(4）不能用禁止使用的量的名称，如“重量”“比

重”“比热”均为废弃名称，标准化名称分别为“质量” 

“相对[质量]密度”“质量热容[比热容]”。 

3.2  公式与符号 

公式与符号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1）根据文章具体情况，公式可以编号也可以不



  

用编号。如果公式较多，前后关联，推导过程中相互

引用，则须逐一编号。 

（2）公式中的符号在首次出现时需给出解释。 

（3）文章中不同的物理量要用不同的符号表示。 

（4）物理量的符号需采用常用符号。如质量的符

号应为 m,力的符号应为 F，重力的符号应为 W，P 或

G，压力或压强的符号为 p。 

    除公式中的符号外，凡文章中用符号表示的物理

量，首次出现时均要解释其物理含义。 

4  语  言 

语言的基本要求是便于作者阅读和理解，要通顺、

简练，含义确切无歧义。常见的问题如下： 

（1）错别字较多，特别是采用拼音输入法引起的

同音字误用和采用五笔字形输入法造成的形近字误

用。 

（2）语句内语法错误多，句群之间的逻辑关系不

清晰。 

（3）标点符号使用不当，如一逗到底。 

5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科技论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参

考文献或文献数量不足会让审稿专家感到作者在闭门

造车，文章可能缺乏新意。参考文献不能只有图书和

规范，必须要引用期刊论文。 

参考文献在正文中一定要采用上角标标注，要按照

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进行排序。 

参考文献为中英文对照，英文翻译部分须与原作

者译文一致，如无英文翻译的，须自行翻译并确保译

文准确！ 

参考文献来源分类及示例:  

期刊文章——［J］ 

普通图书、专著——［M］ 

论文集、会议录——［C］ 

学位论文——［D］ 

规范、标准——［S］ 

报告——［R］ 

专利——[P] 

电子文献——[J/OL]、 [EB/OL] 

未说明文献类型或资料类——［Z］ 

为保证参考文献的写法规范、完整，重点强调以下

问题： 

（1）对于3个以上的作者，要列出3个作者，其余

用“等”代替。 

（2）学报类期刊文献要有刊名、年份、卷号、期

次和页码，如“中国铁道科学，2010，31（3）：80-86.”

其中的卷号“31”不能缺。 

（3）规范、标准类文献要求发布单位、编号、出

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 

（4）英文期刊论文的作者姓名书写格式：姓前名

后，姓用全拼大写，名字只取每个单词的首字母。 

（5）参考文献范文附于文后，请参阅并严格执行。 

6  英文摘要 

（1）英文摘要放在参考文献之后，通栏排版。 

（2）英文摘要部分包括题名、作者、作者单位、

摘要、关键词。 

（3） 英文摘要翻译务求准确、无明显语法错误，

概不授受翻译软件直接生成的译文。 

7  结  语 

正文最后的部分一般是“结论”“结论与建议”“结

语”等。对于理论研究型的文章，要给出明确的几点

结论；侧重解决具体工程问题的文章，可以用“结论”

或“结语”收尾。 

投给《现代隧道技术》的稿件须严格遵循本模板

的格式和要求，否则会导致退回修改，不愿配合者作

退稿处理。 

本刊编辑部会不定期完善本模板，给作者提供更

多编辑规范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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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4 号，黑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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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partment, City ZP; 2. Department, City ZP; 3. Department, City ZP;）[小 5 号，Times New Roman] 

Abstract  [5 号 Times New Roman] 翻译要求：英文摘要翻译务求准确、无明显语法错误，概不授受翻译软件

直接生成的译文。①与中文对应；②术语准确；③用过去时态叙述作者工作，用现在时态叙述作者结论；④语

言简洁。 

Keywords  [与中文关键词一一对应；5 号 Times New 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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