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TP稿 件 排版 注 意 事项 

 

以下是整个排版的流程： 

 
首先调整页面布局-页面设置： 

上 2.5 厘米 下 1.5 厘米 左 2 厘米  右 2 厘米 页眉 1.75 厘米    页脚 1.5 厘米    顶端对齐 水平   

无网格 

 

文章标题：Arial 四号， 居中，  段前 0，  段后 6 磅 ， 单倍行距  

作者姓名：Arial 四号， 居中 ， 段前 6 磅 ，  段后 0 ， 单倍行距  

eg：Xiao-Ling WANG a, Li-Li ZHAO b,* and Lei ZHANG c  

所属单位：Arial 11 号 ，居中 ， 段前 6 磅 ，  段后 0 ， 单倍行距  

不同的单位用 123 标记 

eg：1Full address 

2Full address 

作者邮箱：Arial 11 号， 居中，  段前 6 磅， 段后 0， 单倍行距 

 eg：axiaolingwang@126.com, blilizhao@163.com, cleizhang@sina.com  

通讯作者：Arial 11 号， 居中，段前 6 磅 ，  段后 0 ，单倍行距 

eg: *Corresponding author 

关键词：Arial 11 号， 两端对齐 ， 段前 18 磅 ， 段后 0 ，单倍行距 ， 

Keywords 加粗，首字母大写，并列的词用“,” 隔开 

 

不要标记页码 

文章其余部分字体大小均为新罗马 12 号 不要使用 macros （宏） 

 

摘要：Abstract. 加粗 新罗马 12 号，两端对齐， 正文文本 ，段前 18 磅，段后 0 磅，  单倍行距 

 

mailto:eg：axiaolingwang@126.com
mailto:eg：axiaolingwang@126.com
mailto:cleizhang@sina.com


一级标题：加粗 新罗马 12 号，两端对齐， 正文文本， 单倍行距， 段前 18 磅， 段后 6 磅 段

落：新罗马 12 号，两端对齐， 正文文本， 单倍行距 

第一段首行不缩进，其它段首行缩进 1 字符。 

 

二级标题：加粗 新罗马 12 号，两端对齐， 正文文本， 单倍行距， 段前 6 磅， 段后 6 磅 段

落：新罗马 12 号，两端对齐， 正文文本， 单倍行距 

第一段首行不缩进，其它段首行缩进 1 字符。 

 

三级标题：加粗 新罗马 12 号，两端对齐， 正文文本， 首行缩进 0.98 字符，段前 6 磅，  段后 6

磅，单 倍行距 

段落：新罗马 12 号，两端对齐， 正文文本， 单倍行距 

第一段首行不缩进，其它段首行缩进 1 字符。 

 

表格：eg：Table 1；标题居中，新罗马 12 号，居中， 正文文本，段前 12 磅，段后 6 磅。 表格

内容：新罗马 12 号，左对齐，行距 11 磅，单位用（）[] {}都可以,eg：[meV] {meV}(meV)。 图

片格式：  图片和段落之间空一行 ，居中，单倍行距。 

图注 Fig. 1 ，新罗马 12 号，居中，段前 6 磅，段后 12 磅 

公式：Eq. 1，左对齐，正文文本，左缩进 0.5 厘米，右-0.2 厘米，段前段后距离均为 12 磅（若

下面接 的是标题则只在段前 12 磅，段后 0），序号(1) 

参考文献序号：正文当中的参考文献序号格式：[1] ，中标，一次引用多个，格式如[3,4]。 

 

Summary /Acknowledgement 新罗马小四，两端对齐，正文文本，段前 18 磅，段后 6 磅，单倍

行距 段落：新罗马 12 号，两端对齐， 正文文本， 单倍行距 

第一段首行不缩进，其它段首行缩进 1 字符 

 

References 新罗马小四，两端对齐，正文文本，段前 18 磅，段后 6 磅，行距固定值 14 磅 序号

格式[1]，新罗马 12 号，两端对齐， 正文文本， 段前 0，段后 6 磅，行距最小值 14.4 磅。 

 

 



其他细节注意事项： 
 

1.  中国作者的名写在前，姓写在后。例如“张三民”，应为“San-Min ZHANG”（非常重要） 

 

2.  文中必须列出参考文献，无参考文献的论文不会出版。 

 

3. 文章页数至少为 4 页。3 页或少于 3 页的文章不会出版。 

 

4. （非常重要）文中任何地方均不能出现任何中文字符，图片中也不能出现有中文标识，否则

无法正常出版。中文软件界面截图、中文地图截图、作者自开发中文软件截图等等均无法出版。 

 

5.（非常重要）插图中任何单词应作为整体出现，严禁中断成多行显示，影响阅读。错误示例如

下： 

 

 

6.（非常重要）全文必须单栏排版，双栏排版将不予接受。 

7.（非常重要）任何一个图和表，均需在文字阐述中提及。如只列出图和表，但是在正文中没有

相关的文字对其进行阐述，将不予接受。因为这样会导致读者通读了全部文字，缺漏掉了相应

的图表。要避免使用“is shown as follow”，而应使用 is shown in Fig. 1/Table 1。因为图标和文

字段的相对位置在排版过程中会发生变化。 

 

 



 
 

8.（非常重要）很多作者在缩减论文版面的时候，会删除一些不重要的图和表，此时要对图和表

的序号重新调整，并且必须修改文字描述中出现的与图和表有关的文字。避免出现诸如： 

 

(a)文字描述中出现如下文字： 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the production is shown in Fig. 7, 

但是实际上，Fig. 7 已经被作者删除了。 

 

(b) 很多作者的文章中，出现了 Fig. 1, Fig. 2, Fig. 4, Fig. 5，但是没有 Fig. 3,  因为 Fig. 3 在精简 

过程中删除了，此时，应该重新调整全部图表的序号。文字描述中也要做相应的改变。 

 

 

9. 稿件中的图片的排版只能采用单行嵌入式，不能采用环绕、浮动等其他格式。如要节省版

面，可以一行中并排放置多个图片，但不能超过页边距。 

 

10.  论文致谢或基金标注，请在文末增加 Acknowledgements 小节，不要采用星标或脚注等其他

方式。 

 

11.  参考文献如需要中文文献，请翻译成英文，并注明“In Chin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