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 报 投 稿 说 明

通报投稿说明
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通报 (AAPG Bulletin) 旨在传播关于石油、天

然气和其它能源矿物资源的地质和相关技术信息。

投稿
首次投稿：稿件格式使用双倍行距和12磅字号，按照“稿件准备”的说

明整理。可按照下列说明，选择在线投稿（推荐）、纸质投稿或同时

使用两者。确保图表都有编号。如有可能，投稿采用行编号。

在线：通过Rapid Review跟踪系统(www.rapidreview.com)提交完整

稿件。

纸质：打印和/或复制稿件内容，只使用纸张单面。将纸质稿件（正

文和图表）与以CD保存的电脑文件发给AAPG Bulletin编辑，地址：

MS Submission, AAPG, 1444 S. Boulder Ave., Tulsa, Oklahoma 
74119-3604。总部员工将您的投稿信息输入 Rapid Review 并上传您

的文件。 
在线和纸质：通过Rapid Review (www.rapidreview.com)填写投稿表

单，但按照纸质提交投稿说明邮寄稿件。 

审稿
AAPG编辑 终决定是否接受论文。由两名或以上裁判对稿件的技术

水平、科技含量和研究结果对于实践地质学家的功用性进行审核。 

投稿类型
提交文章为主要涉及和包括支持原始解释或方法的详细地质数据论

文。提交的文章（包括双倍行距的文本和图表）长度不得超过50页
稿件或PDF。 
探勘与生产记录论文应简短及时，符合大众兴趣，专注于当前勘探作

用和实用领域说明以改进采收率。提交的文章（包括图表）长度不得

超过20页稿件或PDF。 
地质记录应简短及时，符合大众兴趣。地质记录（包括图片）不得超

过20页稿件或PDF。 
地平线论文专注于当前的技术方法论。地平线论文（包括图表）不得

超过20页稿件或PDF。 
讨论和回复与在AAPG通报中发表的文章有关。应简短切题，包括图

表不得超过4页稿件。 
记录不得超过 800 字。超出长度的文字须经过 AAPG 编辑的批准。

发送邮件至apinkey@aapg.org或致电(919) 560-2624了解详细信息。 

稿件准备
章节：稿件结构如下： • 标题 • 作者和地址 • 致谢 • 摘要 • 文本 • 
附录 • 引用文献 • 图片说明（单页） • 图表（与文本分开） 

稿件要求
• 使用公制测量单位，以括号标注英制单位，或者使用英制单位，以 

 括号标注公制单位。实验室测量值不需要转换。 
• 请勿使用缩写，测量单位除外。 
• 限制使用首字母缩略词。请在每个图片说明和不过脚注中定义图表 

 中使用的所有首字母缩略和非标准缩写。 
• 以数字顺序引用图片。 
• 引用所有参考文献，并在“引用文献”部分中提供每个引用的完整 

 信息。 
• 摘要长度不得超过250字。 
• 遵循北美地层规范（North American Stratigraphic Code，参见AAPG  
 通报第89卷11号1547–1591页或在线访问   

 http://ngmdb.usgs.gov/Info/NACSN/Code2/code2.html）。

参考文献格式
• 按字母顺序排列参考文献。同一作者的文献按日期排列（先排列较 

 早文章）。 
• 单一作者的期刊文章：作者姓氏, 名字首字母，年份，论文标题: 期 

 刊全名，卷号 x，起止页码 xx–xx。
• 单一作者书籍中的章节或论文：作者姓氏，名字首字母，年，章节 

 标题，编辑或编者名字首字母，姓氏，书名: 出版城市，出版社，起 

 止页码 xx–xx。

• 单一作者的书籍：作者姓氏，名字首字母，年份，书名: 出版城市， 

 出版社，起止页码。

• 多个作者：第一作者的姓氏，名字首字母，第二作者的姓氏和名字 

 首字母，第三作者等，年份，等等。 
• 地图：作者或编者姓氏，名字首字母，年份，地图标题: 出版城市， 

 地图出版社，地图比例，页数。

• 磁盘上的电脑程序：组织名称，年份，程序名，版本号: 发行城市， 

 发行者名称。

• 互联网：作者姓名，发表或 后修订年份（如了解），文档标题， 

 标题或全文（如适用），URL，访问日期。

• 已提交或正在准备的作品：作为个人通讯引用。 
• 请为所有参考文献提供DOI号（如有）。

授权/版权
作者必须取得使用之前发表过插图的授权。在编辑开始前，随稿件

一起提交版权持有人的授权函。AAPG出版物网站提供请求授权的

表格。 

图片准备
• 对于数码图片指南，请参阅“电子投稿指南”部分。 
• 用数字标识所有图片。 
• 以CD、碟片或高质量激光打印品提交 终图片。 
• 以照片CD 提交彩色照片（以300dpi 扫描）。 
• 黑白照片以 300 dpi 扫描成图片后提交。 
• 超出大小或彩色图片由作者自费发表；本刊给作者开发票。 

比例/轴
图片必须包括比例。必须在图表上标注轴。 

地图、截面和地震线
只有美国认可的国家(请参见www.un.org/Overview/unmember.html)
才可显示在此通报发布的地图中。每张地图应包括一个比例尺、指北

针和足够数量（至少在每个端点或周围设立一个）的坐标（经纬度）

点来对其进行定位、定向和测量，除非它的目的只是笼统地定位更大

比例的地图。 

在专有考虑允许的情况下，应在具有上述基本信息的地图中标明每个

横截面和地震线。如了解投影和大地基准信息，也应包括在内。卫星

图、正色照片和类似测量摄影也应作为地图处理。建议作者使用地理

资讯系统 (GIS) 以广泛使用的地理编码文件格式（例如 Arc Info、
GEOTIFF）准备的原始地图作为补充文件提交。

AAPG Datashare
AAPG通报文章或书籍章节的作者可分享与文章相关但不一定包括在

文章中的数据文件。可在Datashare页面在线放置较大的数据集、电

子 表 格 和 超 出 尺 寸 的 图 片 或 动 图 ， 可 通 过 
//www.aapg.org/datashare/index.html访问。材料将在纸质文章

中引用，并在线版本中提供链接。 

毛条校样
在毛条校样阶段不允许更改内容。 

印刷赞助
由于不断提高的出版成本，作者对通报的财政赞助会非常有帮助。但

是，对于不提供赞助的作者，本刊也将在编辑处理或出版文章过程中

一视同仁。如果有组织资助，本刊鼓励作者按照每页150美元为通报

提供赞助。印刷一页通报的实际成本约为400美元。

封面照片
通报封面需要高质量的数码图片或8x10照片，或者与地质相关的数

码图片。图片应约为300ppi；通报封面为8英寸乘以10½英寸。希望

大家踊跃投稿。 

再版
向作者提供PDF版本来代替再版。 



参考文献样式清单

请以AAPG格式提交参考文献来帮助我们降低期刊成本。以下清单可帮助您调整参考文献的格式。

正文引用

稿件中引用的所有参考都列在“引用文献”中。 

正文与“引用文献”的名称、拼写和日期保持一致。 

未发表的参考作为个人通讯引用（例如：C. J. Rockfall, 1998, personal communication），不在
“引用文献”中列出。 

引用姓氏相同的两名或以上作者时，使用名字首字母。（例如：W. F. Brooks, 1995; L. N. Brooks, 
1995）。 

引用具有两名作者或编辑的文章或书籍时要包括两名作者的姓名（例如：Baker and Jones, 2001）。 

引用具有三名或以上作者或编辑的文章或书籍时要注明主要作者的姓名加上“et al.”（例如：Baker 
et al., 1995）。 

作品先以时间顺序引用，再按照字母顺序（例如：Harvey et al., 1989, 1992; Smithers, 1990, Zink 
et al., 1990, 2000; Jordan et al., 1993; Abercrombie, 1994, Fernandez, 2001）。 

使用直接引用时，注明页码（例如：Smith, 1991, p. 1492）。

引用文献列表

参考文献完整准确。

已接受出版的作品作为“in press;”引用，不注明年份。（例如：Jones, R. B., in press, Fluvial and 
lacustrine rocks . . . p. 91–121）。

对于列出一年内有多次出版的一名作者、两名作者或一组作者的作品，在年份后加a、b、c 等进行
区分（例如：1991a）。 

引用信息顺序

参考文献信息排列顺序如下。 

期刊文章：作者姓名，出版年份，文章标题，期刊名，卷号，版本号（可选），页码。

Example: Carstens, H., 1978, Origin of abnormal formation pressures in central North Sea Lower 
Tertiary clastics: The Log Analyst, v. 129, no. 1, p. 24–28. 

书籍文章：作者姓名，出版年份，文章标题，书籍编辑，书名，出版城市，出版社，序号和任何
编号，卷号，页码范围。

Example: Posamentier, H. W., and P. R. Vail, 1988, Eustatic controls on clastic deposition 
II—sequence and systems tract models, in C. K. Wilgus, B. S. Hastings C. G. St. C. Kendall, H. W. 
Posamentier, C. A. Ross, and J. C. Van Wagoner, eds., Sea-level chang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SEPM Special Publication 42, p. 125–154.

书籍：作者姓名，出版年份，文章标题，书籍编辑，书名，出版城市，出版社，页码范围。

Example: Riley, J. P., and R. Chester, 1971, Introduction to marine chemist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465 p.

地图：作者姓名，出版年份，作品标题，出版城市，出版社，序号和任何编号，比例，页数。

Example: Harris, A. G., L. D. Harris, and J. B. Epstein, 1978, Oil and gas data from Paleozoic rocks 
in the Appalachian basin: U.S. Geological Survey Miscellaneous Investigations Map I- 917-E, scale 
1:2,500,000, 4 sheets.



论文：作者姓名，出版年份，作品标题，学位名称，大学，城市位置，论文页数。

Example: “. . . Master’s thesis, Rice University, Houston, Texas, 200 p.”

互联网：作者姓名，发表或 后修订年份（如了解），文档标题,全文标题（如适用），URL（用
尖括号括起），访问日期。

Example: Rocky, I. M., 1998, Oil patch, <http://www.geology@oilpatch.edu/article.html> Accessed 
January 5, 1998.

格式 

在作者姓名的两个名字首字母之间保留一个空格。 
先列出主要作者的姓氏，再列出名字首字母；然后列出另一名作者的名字首字母，再列出姓氏（例
如：Walter, L. M., A. M. Stueber, and T. J. Huston）。 
写出所有期刊的全名，AAPG 和 SEPM 除外。 
列出所有作者或编辑姓名；在姓名中不得使用长破折号。 
列出所有作者或编辑；如果作品的作者或编辑超过 10 个，则列出第一作者或编辑，加上“et al.”。 
使用论文和书籍标题的原始文字大小写。 
在摘要标题后，以“(abs.)”标注摘要。 

引用文献顺序

一名作者：按照字母顺序排序。如果作者有多个作品，按日期排序，先排时间较早者。 
两名作者：按照字母顺序列出。如果两名作者有多个作品，按日期排序，先排时间较早者。

三名或以上作者：按日期排序，先排时间较早者。 



AAPG 通 报 电 子 投 稿 指 南

作者需通过Rapid Review (www.rapidreview.com)在线提交

新稿件，在该网站可跟踪稿件从投稿到接受的过程。 

使用首选电脑应用程序准备电脑文件可提高正确渲染图片的

可能性。转换成功率取决于文档的复杂性。如果通过邮寄投

稿，请随附高质量的激光扫描印刷件，以备转换出错的情况。

请勿在文字处理程序中提供图片。 

可提交低分辨率的文件用于审稿，但印刷的 终文件必须是

高分辨率文件。 好创建高质量的图形，然后再生成供Web 
审稿的低分辨率版本，因为低分辨率的图形传输速度更快。

记住，一旦创建插图后，就只能减少分辨率，而不能增加。

投稿格式
如需详细信息，请参见http://www.rapidreview.com/AAPG2/
GUIs/moreaboutfileformats.htm 

文字和表格

Microsoft Word

WordPerfect

来自TeX或LaTex的PostScript或PDF 

RTF

图形

使用以下支持应用程序创建的TIFF或EPS 

Adobe Illustrator 

Adobe PhotoShop 

Corel Photo-Paint

Corel Draw

Claris Draw

Deneba Canvas

Macromedia Freehand

Powerpoint

审稿用途

所有上述应用程序，及 

PDF

PostScript

文件准备

文本

在原始应用程序中保存文本文件。 

表格

保存表格，但不使用规则和边框。请勿在文本文件中创建或

嵌入表。将每个表格作为一个单独文件保存。

图形

• 如有可能，将图形文件以具有Macintosh预览（彩色文件 

 的色彩预览）的EPS格式保存。否则，使用TIFF格式（色 

 彩文件为 CMYKTIFF）。随附本地应用程序文件。 

• 按照印刷可接受质量的推荐分辨率来保存图形。图形文件 

 分辨率必须至少为 

线条稿1200 dpi 

灰阶300 dpi 

组合（线条和灰阶）600 dpi 

四色300 dpi 

• 请勿使用字体在图片中创建图案。

• 将图形文件放入其它图形文件中时，这两个文件都必须 

 提交用于进行印刷和编辑。请随附 终组合图片和每个放 

 置图形的单独文件。 

• 发送使用四色 (CMYK) 印刷的插图的色彩校样。 

• 请勿在 TeachText 或 SimpleText 应用程序中保存彩色图 

 形文件。

• 建议压缩文件。使用Winzip (Windows)或Stuffit (Mac)， 

 请勿使用 JPEG 或 LZW 压缩。 

图形备注/提示 
所有图形文件会转换成Photoshop TIFF或Illustrator EPS格式

以在期刊出版。一旦转换后，文本和图案可能发生变化或消

失。由于印刷图案的软件可用性差异，可能会替换字体，

CorelDraw、Canvas或FreeHand的图案可能在转换后与原图

不匹配。在印刷校样阶段，作者必须仔细检查图片，指出可

能会更改图片涵义的任何差异之处，以便改为扫描图片。

介质要求
给磁盘标注您自己的姓名、内容和所用应用程序和平台的名

称。我们可使用（按优先顺序）

• Iomega ZIP 磁盘 

• CD（光盘）

• 格式化的 Macintosh 磁盘（400KB、800KB 和 1.4MB） 

• PC兼容的磁盘（3英寸）（DD，720KB和HD，1.44MB） 

不要提交超高密度的磁盘 (EHD，2.88MB)。

如对提交数字文本和图形有任何问题，请访问 Cadmus 网站 
(www.rapidreview.com/AAPG2/GUIs/moreaboutfileform
ats. htm) 或通过以下地址联系 Anne Pinkey：Anne Pinkey, 
AAPG Editorial Assistant, P.O.Box 979,Tulsa, OK 74105。
电话：(918) 560-2624；传真：(918) 560-2632；电子邮箱：

apinkey@aapg.org。 



图片准备清单

投稿图片的质量会直接影响论文的 终印刷质量。图片可通过电子、照相就绪或同时以这两种方式提
交。请将此清单用作准备 终图片的指导。 

图片以电子文件提交
提交在磁盘或CD上创建的电子图片（请参见附附“电子投稿指南”）。如需关于准备电子文件的其
它信息，请访问Cadmus网站 <www.rapidreview.com/AAPG2/GUIs/moreaboutfileformats.htm>
或通过电子邮箱<apinkey@aapg.org>或918-560-2624联系Anne Pinkey。使用Adobe Illustrator 
或 Adobe Photoshop 制作的图片可获得 佳效果。 
提供所有电子图片的高质量激光印刷品；如果发生转换问题，将扫描图片。 

图片作为原作提交
将黑白线条稿以原作（应要求可返回）或激光印刷品提交。 
将照片以高质量印刷品提交。彩色照片（在通报中以彩色重现）还可以原始幻灯片（不是复制品）
提交。 
请勿发送照片的照相底片或网目板副本。 

图案、网目板和线条
如有可能，使用图案而不是点状网目板。 
如果使用点状网目板，使用具有粗点的网目板（比 65 行精细）。 
点状网目板必须介于20%和70%黑色。低于20%黑色的网目板会重现为白色，而高于70%的网目
板会重现为黑色。 
同一插图代表不同值的点状网目板必须有至少20%的差异，因为 终印刷中看不到细微色差明暗。 
使用超过三个图案时， 好结合使用点和线条图案。

仔细检查线条粗细；线条宽度必须为0.6或以上。激光打印机可能会给您造成错觉，因为不管线
条分辨率如何精细，它都会打印，但印刷机使用的高分辨率设备能渲染出非常精细以致看不见的
线条。 

定向
在图片右下角放置图号来标记图片方向。 

外观
根据图片其余部分的大小设定文本的字号，从而缩小图片时，文本仍然清晰。 
在图案或纹理区域放置白底标签。 
请勿在图片上放置标题；将此信息并入图片说明。 
在地图和图表上标注比例；在图片上标注轴。 
确保任何边框与图片一致。 
纠正模糊不清的线条和字母。

检查整体外观和拼写。 

大小
根据以下的表调整图片大小： 

我们可印刷跨页的大图或作为折页印刷（折页印刷费用由作者承担）。 

编辑保留调整图片大小的权利。可应要求返回原始图片或照片。 

列

一列
一又二分之一列
两列
宽边

宽度

3英寸（8厘米）
5英寸（13厘米）
7英寸（17厘米）
9英寸（23厘米）

长度

9英寸（23厘米）
9英寸（23厘米）
9英寸（23厘米） 
7英寸（17厘米）



— 彩色 —

— 折页 —

AAPG通报 
由作者支付的印刷费用 

AAPG通报出版的彩色图片和折页费用由作者承担。以下费用可能有变动。 

页数

1-4
费用

1900美元 

加页出版每页300美元

尺寸为纸张尺寸，在制造时可能有细微差异。 

折页
大小

4页
（10.5 x 16 英寸）

6页 
（10.5 x 24 英寸）

8页
（10.5 x 33 英寸）

3100美元

3200美元 

3400美元

4000美元

4200美元 

4500美元

5000美元

5500美元 

5900美元

仅黑色印刷
1面或2面

彩色/1面
黑色或反面

空白 
彩色
2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