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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内容

1. 学术论文概述

2. 学术论文的批判性阅读

3. 学术论文结构及各部分写作要点

4. 参考文献著录

5. 学术规范



1.学术论文概述

学术论文内涵、特点，好论文的标准



学术论文的内涵

通常也称为科技论文/研究论文。

“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
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
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
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
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为其他用途的书面文
件。”

（国家标准 GB7713-87）



• 科研论文

根据论文的用途可分为：期刊会议论文、学位论文

期刊、会议论文（小论文）

主要报道最新的科研进展和成果，获得优先发表权。

学位论文（大论文）

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

• 综述论文 开题报告

学术论文的种类



学术论文的特点——学术性

学术论文是学术成果的载体，是学术研究所形成的
产品，学术性是其基本特征。

学术是指专门而有系统的学问，学术论文应遵循一
定的理论依据，运用科学研究方法进行论证或论辩，
应对大量的事实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使感性认识上
升到理性认识。



学术论文的特点——科学性

指内容客观、表达全面、格式规范。

科学性内容包括：

（一）结论的科学性

（二）数据材料的真实可靠

（三）表述及思想方法的科学性

科学性的表现：

真实性、准确性、可重复性、逻辑性

2016年河北科技大学韩春雨在国际顶级期刊 Nature Biotechnology

发表“利用NgAgo进行DNA引导的基因组编辑技术”论文



学术论文的特点——独创性

独创性（创新性）是学术论文的重要特征，

也是科技期刊选用论文的首要条件。

包括：开拓人所未至的领域

深化前人已研究的课题

校正旧说通说之误

期刊名称 对创新的定义

Nature 成果新颖，引人注意，研究具有广泛意义，
使其他领域的科学家感兴趣

Science 提出新见解，内容激动人心并富有启发性，
具有广泛的科学兴趣



学术论文的特点——可读性

论文是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方式，帮助读者弄清

楚阅读的内容是作者的责任。

“写文章的目的不是去测试读者的阅读能力，而

是考验作者的表达能力，不能怪人没看懂，只能

怪自己没写清楚”

论文作者须了解读者的心理,满足读者的阅读习惯。



满足读者的阅读习惯

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重要的信息。

标题  摘要  图表  其他感兴趣的地方

“The best English is that which gives  the sense in the 

fewest short words”

• 用尽全身解数写好标题和摘要；

• 尽量用标准的论文结构；

• 千方百计让图表表达更多信息；

• 力求每段第一句为主题句；

• 文章力求简单到可以被学生理解；

• 同时深刻到可以引起专家的兴趣。



学术论文内容及质量要求

“学术论文应提供新的科技信息，其内容应有
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而
不是重复、模仿、抄袭前任的工作。”

（国家标准 GB7713-87）



学术论文的灵魂：创新性



信息量

论文会有工作量要求

• 在有限的篇幅内尽可能提供较多的相关信息；

• 选择最重要的素材；

• 采用最恰当的表述方式；

• 主题鲜明、内容充实。



文献排版是对一些标点符号、字体、标号的统
一化、规范化过程，是学术表达的一种形式，承载
了学术成果的内容。

• 格式排版过程是一种心思缜密，追求统一化和标
准化、追求极致和完美的过程，可看出思维是否
缜密、观察力是否强、意志力是否坚定。

• 格式排版考察了一个人的模仿能力，对细节的精
确把控与表达能力，表现出做研究的细致和用心，
是工匠精神在学术上的体现。

• 参考文献是否具有代表性、标注是否规范反映了
作者的学风是否严谨。

格式排版



好文章的标准

露：观点明确、主题突出

透：分析透彻，让读者明白你做的一切

瘦：内容充实，但应言简意赅，避免长篇大论

秀：图、表、格式、文字表达规范



2.学术论文的批判性阅读
人类思想和认识发展的破冰船

“批判性”（critical）来自希腊文“kritikos”，意思是辨别力、
洞察力、判断力，引申为敏锐、精明的意思。

在信息时代，批判性思维是一种评估、比较、分析、探索和综
合信息的能力（ Coon ＆ Mitterer，1995 ）。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388872



批判性思维的发展历程



苏格拉底问答法

批判性思维起源于苏格拉底的思想和讨论方式——

「苏格拉底问答法」

采用对话、讨论、启发式教育，通过辩论、提问、质疑、提出

反例等方式引入更深入的思考。

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怀疑和批判精神，不人云亦云。



杜威的反省性思维（Reflective Thinking）

提出现代意义上批判性思维概念：大

胆质疑、谨慎断言。

强调对某个观点、假说、论证需要采

取谨慎的态度，即采取主动、持续、

仔细的思考探究其具备什么样的支撑，

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延迟判断 美国哲学家、教育家



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Critical Rationalism）

认为科学的精神就是批判 ,不断

推翻旧有理论,不断做出新发现。

提出著名的四阶段图式：

问题→尝试性解决→反思、质疑、

排除错误→新的问题

英国科学哲学家



Delphi报告

兰德公司（RandCorporation）开发的Delphimethod研究项目

1990年发表了《批判性思维：一份专家一致同意的关于教育

评估的目标和指示的声明》，即Delphi报告

指出“批判性思维是有目的的（purposeful）、通过自我校

准（self-regulatory）的思维判断。”



Delphi报告

将批判性思维分为认知技能和感知倾向。

认知技能包括：阐述、分析、评估、推论、解释和自我校

准六个方面



目前学术界被广泛引用的是罗伯特-恩尼斯（Robert Ennis）给

出的定义：批判性思维是合理的、反思性的思维，其目的在

于决定该相信什么或做什么（ Reasonable reflective thinking 

focused on deciding what to believe or do ）。

批判性思维

注意：反思的主体和对象是自己，是

对自己和自身思维的反思完善，而非

批判他人，发现他人的错误。



批判性阅读
——将批判性思维应用于阅读活动中

• 阅读本质是捕捉作者的意图，但批判性阅读还会对作者

的说法进行质疑；

• 批判性阅读是“理解-思考-超越”的过程。



学术论文的批判性阅读

• 第一阶段：忠实读，读出是什么，为什么。

追随作者的思考和论证过程，要从作者观点和立场出发找出推理

和论证的全貌。

• 第二阶段：批判读，质疑作者是否对

跳出作者视角，运用自己的经验挑战作者，质疑提问，看作者理

由是否充分，推理是否严谨，是否有例外或不同的观点等，最后形成

自己的观点。



选择什么样的论文阅读
——站的高，看的远

阅读优秀的文献，不仅能使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得
更远，还能使你得到越来越多产生idea的机会。

• 相似性：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所依据的理论等

• 新颖性：优先选择最近的研究成果

• 权威性：研究者在该领域的影响力

该领域主要研究单位或课题组

文献信息源的权威性



期刊评价——核心期刊、影响因子、期刊分区

• 某学科领域的核心期刊，指那些发表该学科（或该领
域）论文较多、使用率（含被引率、摘转率和流通率）较

高、学术影响较大的期刊。

• Impact Factor(IF) , 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

JCR期刊引证报告——SCI、SSCI收录期刊影响因子

中国引文数据库：复合影响因子、综合影响因子

H指数(H index)，替代计量(Altmetrics)

• 期刊分区（中科院分区、JCR分区）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ESI)



利用文摘索引数据库把握课题脉络

快速锁定高影响力的论文——被引频次（降序）
追踪最新的研究进展与成果——日期（降序）、施引文献
追溯研究的起源与理论依据——参考文献
了解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相关文献共同引用的参考文献



索引(Index)将某种信息集合(如目录、题录、文摘)中的一组相关信息，按照某种顺序组织

并指引给用户的一种指南。它具有便于检索，揭示文信息深入、详细的优点。通常，索引
从属于特定的信息集合，为其提供多种不同的检索途径(入口)，在检索系统中占有重要地

位。索引条目一般由检索标识和存贮地址组成。标识是索引目所指示的文献信息某方面的
特征，如主题词、著者姓名、分类号等；存贮地址是指明标识所表达的特定信息在信息集

合中的地址，它通常是文献存取号(文摘号)。

中文文摘索引数据库

CSCD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

CSSCI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俗称“南大核心”或“C刊”, 分来源期刊、扩展版来源期刊、收录集刊）

中国引文数据库（CNKI）

“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俗称“北大核心”，2008年后每3年一版）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俗称“社科院核心”）



索引(Index)将某种信息集合(如目录、题录、文摘)中的一组相关信息，按照某种顺序组织

并指引给用户的一种指南。它具有便于检索，揭示文献信息深入、详细的优点。通常，索
引从属于特定的信息集合，为其提供多种不同的检索途径(入口)，在检索系统中占有重要

地位。索引条目一般由检索标识和存贮地址组成。标识是索引条目所指示的文献信息某方
面的特征，如主题词、著者姓名、分类号等；存贮地址是指明标识所表达的特定信息在信

息集合中的地址，它通常是文献存取号(文摘号)。

常用外文文摘数据库

著名三大检索工具

•EI 工程索引 Engineering Index

•SCI 科学引文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  （我校1997年至今）

•CPCI-S (原ISTP) 科技会议录引文索引（我校2004年至今）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Science

是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其收录论文状况

是评价国家、单位和科研人员的成绩、水平及进行奖励的重要依据之一。

SCOPUS 最大的学术论文文摘索引数据库

INSPEC 科学文摘 (  又称为SA :  SCIENCE ABSTRACT)

CA 化学文摘 CHEMICAL ABSTRACTS

CSA 剑桥科学文摘 CAMBRIDGE SCIENTIFIC ABSTRACTS



WOS 核心合集引文索引

将引用与收录整合在一起，在web of Knowledge平台上可同时检索。

SCI 科学引文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  （我校1997年至今）

CPCI-S (原ISTP) 科技会议录引文索引（我校2004年至今）

SSCI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我校2007年至今)

A&HCI 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ISSHP 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会议录索引 Index to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Proceeding

ESCI 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 2015年至今

BKCI-S 科技图书引文索引 Book Citation Index to Science 

BkCI-SSH 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图书索引 Book Citation Index to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CCR 化学索引 Current Chemical Reactions -- 1985年至今

IC Index Chemicus --1993年至今



图书馆主页-信息资源-数据库导航-检索工具
https://lib.bupt.edu.cn https://libvpn.bupt.edu.cn https://libcon.bupt.edu.cn

https://lib.bupt.edu.cn/
https://libvpn.bupt.edu.cn/
https://libcon.bupt.edu.cn/


综合性中文全文库



Elsevier ScienceDirect

Springer Nature           SpringerLink平台

Wiley-Blackwell Wiley online平台

Taylor & Francis            Taylor& Francis Online平台

Cambridge    Cambridge core

ProQuest                       ProQuest 平台

综合性外文全文库



• IEL（IEEE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

• ACM （美国计算机学会）

• APS (美国物理学会)

• AIP（美国物理联合会）

• IOP (英国物理学会)

• OSA（美国光学学会）

• SPIE（国际光学工程学会）

• ACS （美国化学学会）

• RSC（英国皇家化学会）

• AMS （美国数学学会）

• EMS（欧洲数学学会）

• SIAM（工业和应用数学学会）

• AMSE（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

• IFAC（国际自动化联合会）

专业全文数据库

• Emerald

• SAGE Premier

• LexisNexis

• HeinOnline

• Project Muse

• ABSCO 

• JSTOR

经管、人文社科

科学及工程技术



阅读顺序

 标题、摘要

 图表

 结论

 正文（引言、材料与方法、结果与讨论）

 附录

 参考文献



阅读论文背后的含义

• 进入你的研究方向；

• 理解你的研究方向；

• 深入你的研究方向。

• 提高论文写作能力和水平

选择适合的论文阅读是最好的方式。



3. 学术论文写作

论文写作步骤、论文结构及各部分写作要点



科技论文写作与发表的意义

 是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有利于科学积累

 促进学术交流

 人才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 …

 也是各位毕业前一个不得不完成的神圣使命



• 定题

指选择论文的论题，即确定所要论证的问题，要兼顾创新性
和可行性。

• 准备素材

根据选题内容筛选相关文献资料，数据整理分析，从论题及
希望得出的结论入手。

• 执笔写作

拟定提纲、生成标题目录确定文章的结构框架、论文写作及
修改

论文写作步骤



写作前需再次确认的信息

• 研究查重

进行一次比较系统的文献检索，确认你的研究结果与他人

已经报道的工作是否完全重复？

是：停止你的工作； 否：继续下一步

• 研究意义和价值

分析研究结果中的新发现是否可以提炼并上升到一个比较

高的高度？

是：继续下一步； 否：暂停你的工作



写作准备-数据处理

把研究过程中的数据和所得的结果重新检查核对，并
尽可能用图表表达出来。

– 剔除无可比性、有明显逻辑错误等不符合要求的资料。

– 结论:分析研究图、表和观察数据记录，找出各因素间的
关系，对所得数据给出解释，得出暂时性结论。

– 例外和异常数据：对异常数据或结果需做进一步核对并
给出适当解释，有时从异常结果会得到启发，甚至会有
新发现。

– 补充实验:如果需要而且时间许可，重复或补充一些实验。

– 修正结论:反复核对数据，看暂时性结论是否恰当，注意
结论的使用范围。

–



–根据拟定提纲写作，一气呵成

–初稿中把所有想表达的话全写出来，要使用脑海

中第一次想到的词

–初稿中需标注参考文献

–初稿不追求完美，初稿完成后再进行修改

–如有可能，暂时把工作放一边，以保证不受干扰

写作过程



学术论文的核心问题

Introduction • What was your problem？

Materials 
and 

Methods

• How did you study the problem？

Results • What did you find?

Discussion

• What do your findings mean?



论文初稿应具备的特征

• 层次分明、思路清晰，概念清晰、表述清楚

Clear

• 结构和内容完整，切忌虎头蛇尾

Complete

• 科学内容正确、资料数据正确、语言正确、
研究方法合理

Correct

• 论述深刻、充分揭示其科学内涵

Concise



学术论文的结构

依据国家《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
（GB7713-87）
1、题名（title）
2、作者及工作单位（author and affiliation）
3、摘要（abstract）
4、关键词（keywords）
5、引言（introduction）
6、正文：材料与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

结果与讨论（ results and discussion ）
7、结论（conclusion）
8、致谢（acknowledgement）
9、参考文献（reference）

10、附录 Supporting Information（Appendix，Supplementary data）



题名（title）

即论文标题，是论文内容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选取原则：

• 准确：应能够准确表达论文的中心内容，反映研究的范围和达到的深
度。尽量使用名词、名词短语和动名词。

• 醒目：引起所有想了解该主题的读者注意。

• 精炼：便于读者记忆和引用。忌文字过多，在能准确反映论文特定内
容的前提下，字数越少越好，一般不超过20字，可使用sub-title。

• 方便检索：所用词语应有助于选定关键词和编制题录、索引等二次文
献，避免使用非共知共用的缩略词、字符、代号等。

目标：多一个字太长，少一个字太短



作者和单位（author and affiliation）

• 署名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仅限于直接参与研究工作
并作出贡献的人。

• 多人署名，按对论文的贡献大小排序。

• 对于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过帮助的人可在致谢中写明。

• 期刊论文不宜排列很多作者，考核一般仅承认第一作者
或责任作者（通信作者）。

• 单位需给出详细的通信地址，便于读者联系。

• 署名通常置于题名下方，采用如下格式：
作者姓名

（作者工作单位名称及地址）



摘要（abstract）

“是对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
（GB7713-87）

• 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是一篇完整独立的短文。

读者不用阅读论文全文即能获得论文的必要信息。

• 要有实质内容，要反映论文三个方面的要点：

①研究的目的（要解决的问题，引言的要点）；

②主要研究内容及方法（正文的要点）；

③结果与结论（结论的要点）。



摘要写作要求

• 用第三人称反映客观内容，不使用“本文”、
“作者”字样。

• 简短精炼，开门见山，不讲研究过程、例证，忽
略实验细节和背景知识说明，不做自我评价。

• 格式规范，一般不出现数学公式、化学结构式、
插图、表格及参考文献序号。

• 不分段，一般置于作者及单位之后，关键词之前。

• 中文摘要一般不超过300字，英文摘要一般不超过
250实词。





关键词（keyword）

• 关键词是为了满足文献标引或检索需要而从论文
中选取的词或词组。

• 一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关键词。

• 应反映论文的主题，研究范围。

• 不一定是文中高频词，忌生僻词。

• 排列顺序最好按范围，先大后小。

• 关键词置于摘要之后



引言（Introduction）

引言也叫前言、绪论。

回答：研究什么?为什么研究？如何研究？

内容包括：

• 研究概况：简要介绍论文写作的背景、目的、相关
领域前人所做的工作和研究概况。

• 提出问题：找出相关领域研究中存在的未解决问题，
阐明解决该问题的作用和意义。

• 给出理论依据、实验基础和研究方法。



引言

• 文献综述不是综述文献，是去找到问题，不要为
了综述而述。

• 无需对所有相关文献做详尽描述和总结，应该是
对相关研究现状的高度概括。

• 需交代清楚研究的来龙去脉，使读者对论文有一
个总体了解。

• 明确研究问题、研究目标、研究方法。



正文（main body）

• 正文是论文的主体，介于引言与结论之间。

• 正文可根据论文性质和内容进行段落划分，并拟定
小标题以突出重点。

①材料与方法
• 理论分析需详细说明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和计算方法等基本情况和使用该

方法的依据。

• 说明试验方案计划、试验方法及仪器设备、原材料和辅材料的选择依据、
以及试验过程、测试和数据处理方法等，并指出与其它试验的不同点。

②结果与讨论

要把现有数据汇总后分析，在这篇文章里表达什么观点，主要结论是什

么，然后围绕着中心论点阐述。



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

要求具体真实，便于别人重复操作。

内容包括：

• 材料或数据的来源、性质、数量及选取处理方法；

• 说明实验目的、使用的仪器设备、测定的方法与过
程以及出现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只写关键的，代表本研究工作特点的仪器、设备、观察手段和操作方法，

记述那些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有其独特之处的细节，以使研究结果的规律
性更明显、更突出，提供的信息足够完备和详尽。

• 方法如果是采用前人的，需注明出处，如果是改进
和自己提出的需要详细说明。方法的描述必须遵循
可重复的原则



结果与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

是论文的关键部分，包括给出结果并对结果进行定量
或定性分析。

写作要点：

• 以绘图或列表等手段整理实验数据结果。

优点：直观简洁；

便于显示变化规律，对不同变化条件进行对比

• 仅对重要结果进行描述，不需对所有结果进行分析。



• 图表均应编排序号并有简短确切的题名；

• 图或表头中的名称、代号和单位应于正文一致；

• 表格一般采用三线表，表头置于表上部，说明
细节在表下加注。

• 图题置于图下部，必要时可将图上符号、标记、
代码及实验条件等作为图例说明横排图题下方。

• 曲线图纵横坐标必须标注“量、标准规定符号、
单位”，坐标上标注的量符号及缩略词应与正
文一致。

图表注意事项



图表示例



图表示例



• 提取有效数据，避免把所有数据和盘托出。

• 不能只选取符号自己预期的数据，而随意舍弃
与自己预期不符或相反的数据。有些结果异常
无法解释也不要轻易舍去，应加以说明。

• 图表应具有“自明性”，即只看图表，不阅读
正文就可理解图表含意。

数据整理注意事项



总结说明数据事实之间的关系。

• 给出结果所揭示出的原理、联系和普遍性；

• 指出未解决的问题，包括例外或缺乏相关性
的地方；如发现实验设计、方案或方法的不
足，应加以说明，供借鉴。

• 与前人成果的比较，说明与前人结果一致或
相反的原因；

• 说明研究成果的意义。

结果与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 以理论为基础，以事实数据为依据。

用材料（事实或数据）说明观点，形成材料与观点的统一。
观点不是作者头脑中固有的，而是来自客观实际，是对客
观事物特征的归纳、概括和总结。

• 突出创新性，说明研究结果的必然性或偶然性。

• 科学性：即注重准确性，绝不弄虚作假，避免
粗心大意。

结果讨论注意事项



• 针对得出结果做横向或纵向对比和讨论；

• 如果结果存在差异性，需讨论分析差异性成因；

• Results强调清楚地陈述研究结果；

• Discussion强调提出最值得讨论和有意义的结果，
是对结果的进一步概括总结。

结果讨论注意事项



结论（conclusion）

又称结束语、结语。

与引言相呼应，从正文部分的全部内容出发，而不
仅仅局限于研究结果总结。

①研究中发现的规律性东西，解决了什么理论或实
际问题；

②与前人对本问题的看法有哪些相同与不同，做了
哪些修正、补充，发展或否定；

③研究结果的局限或不足，今后努力方向及建议。

• 数据的有限性和方法的不完备性所导致的局限性

• 在某研究范围内研究结论是成立的，有效的



致谢（acknowledgement）

通常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 对你的研究工作提供方便和帮助的人，提供了特
殊实验设备或相关材料的个人或组织。

如：感谢…对实验给予的协助，感谢…给予的宝贵意见。

• 感谢接受的经费资助，比如基金、奖学金等。



说服审稿人-可信度

注重实验的可重复性、可操作性，数据的重现性等

− 与他人结果相比较：间接材料的可信度是最高的，指出

你的研究结果与前人报道结果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并分

析导致“不同”的原因。

− 说明你对实验数据的处理原则：严密的数学处理可获得

较高的可信度。

− 尽量用常规方法：用已有的模型或理论对新现象做分析，

必要时可对已有的模型或理论做一些改进。

− 对实验方法的描述要尽可能详细：标准的实验方法加上

精确的测量可提高可信度。让读者相信你的实验设计是

合理的，实验数据是可信的。



4. 参考文献著录

参考文献选择及不同类型文献的著录格式



参考文献（reference）

文后参考文献是为撰写或编辑论著而引用的文献资料。

凡是引用前人，包括自己过去已发表的文献中的观点、
数据和材料等，都要对它们在文中出现的地方予以标明
[1]，并在文末参考文献表中列出。

目的：尊重他人成果

提供阅读线索

NoteExpress、endnote、Mendeley等文献管理软件

参考文献

[1]高景德, 王祥珩. 交流电机的多回路理论[J]. 清华大学学报, 1987, 27(1):1-8

http://www.inoteexpress.com/support/cgi-bin/download_sch.cgi?code=BeiYou
https://www.mendeley.com/
http://www.inoteexpress.com/support/cgi-bin/download_sch.cgi?code=BeiYou


国内参考文献标注参照国家标准《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
则》（GB/T 7714-2005）

基本原则：一致性（ consistent）

• 参考文献列表和标注一致；

• 与刊物格式要求一致；

• 自己论文格式前后一致。

参考文献基本信息：作者、篇名及出处，这个格式也称
为题录格式，是目前公认的最常见的参考文献编写格式。

参考文献的标注



相关性：引用文献必须与论文主题相关

公开性：引用文献应为公开发表文献

如资料来源于网络，需提供网址及访问时间。

时效性：原则上使用最新版本，应能反映最新研究状况。

准确性：不得改变或歪曲被引内容原义，避免断章取义。

适当性：避免过度引用，但参考文献数量也不可过少。

规范性：认真阅读引用文献，保证文献出处等基本信息准确

无误。保证论文中引用参考文献与参考文献列表

一一对应。

参考文献选择与引用



① 顺序编码制：依在正文中被首次引用的先后顺序连续编码；

同一文献只编1个序号，同一文献被多次引用标注首次引用的文

献序号。

② 正文中参考文献标引通常将序号置于方括号中[3]，或用上

标形式[3] ，方括号和数字不必用粗体。

③ 同一处引用多篇文献时，可将各篇文献序号在方括号内全部

列出，各序号间用“，” [30,83]；连续序号可标注起讫序号

[255-258]。

④ 3位及3位以内作者，其姓名全部列上，一律姓前名后。3位

以上作者只列前3位，其后加“等”或“et al”；

⑤ 起止页码用“-”相隔，不同页码引用范围间用“，”相隔。

⑥ 外文文献的题名首字母及各个实词的首字母应大写

著录注意事项



根据GB3469 规定，对参考文献类型在文献题名后应该用方
括号加以标引，以单字母方式标志以下各种参考文献类型：

参考文献类型及其标志

参考文
献类型

期刊
文章

专著 论文集
学位
论文

专利 标准
报纸
文章

报告
资料
汇编

其他
文献

类型
标志

J M C D P S N R G Z



对于数据库（database）、计算机程序(computer program)及
电子公告(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等电子文献类型的参考文
献，以下列字母作为标志：

电子文献类型标志

电子参考文献类型 数据库 计算机程序 电子公告

电子文献类型标志 DB CP EB

电子文献被引用为参考文献时需同时标明其载体类型，
即采用双字母表示电子文献载体类型：
磁带（magnetic tape）——MT；磁盘（disk）——DK；
光盘（CD-ROM）——CD； 联机网络（online）——OL。



[电子文献类型标示/载体类型标示]，如：

[DB/OL]——联机网上数据库（database online）；

[DB/MT]——磁带数据库（database on magnetic tape）

[M/CD]——光盘图书 (monograph  on  CD-ROM)

[CP/DK]——磁盘软件 (computer  program  on  disk)

[J/OL]——网上期刊 (journal serial online)

[EB/OL]——网上电子公告 (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 

online)

纸本文献在引作参考文献时可不必注明其载体类型。

双字母电子文献载体类型



[序号]作者．题名．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
起页-止页. (共著录8项)

[1]高景德，王祥珩．交流电机的多回路理论[J]．清华大学学
报，1987，27(1)：1-8.(完整的)

[2]高景德，王祥珩．交流电机的多回路理论[J]．清华大学学
报，1987(1)：1-8.(缺卷的)

[3]Chen S，Billing S A，Cowan C F，et al．Practical 

identification of MARMAX model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rol ，1990，52  (6)：1327-1350.(完整的) 

期刊著录格式及示例



[序号]作者．书名．版次(首版免注)．翻译者．出版
地：出版社，出版年．起页-止页. (至少著录7项) 

[4]竺可桢．物理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73．1-3.

[5]霍夫斯基主编．禽病学[M]：下册．第7版．胡祥
壁等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7-9.

[6]Aho A V，Sethi R，Ulhman J D．Compilers 

Principles[M]. New York: Addison Wesley,1986．277-

308.

著作著录格式及示例



指有ISBN号的论文集(共著录10项)  

[序号]作者．题名．见:(In:)主编.(,eds.)论文集名．出
版地：出版社，出版年．起页-止页.

[7]张全福，王里青．“百家争鸣”与理工科学报编辑工作
[C]．见：郑福寿主编．学报编论丛：第2集． 南京：河海大学
出版社，1991．1-4.

[8]Dupont B．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in severe combined 

inmunodeficiency[C]．In：White H J，Smith R，eds．Proc. of 

the 3rd Annual Meeting of Int Soc for Experimental Hematology 

(ISEH)．Houston：ISEH，1974．44-46.

论文集著录格式及示例



[序号]作者．题名：[学位论文]．保存地点：保存单
位，年份. (共著录7项)

[9]张竹生．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D]：［博士学
位论文］．北京：北京大学数学系，1983.

[10]余勇.劲性混凝土柱抗震性能的试验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南京：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1998..

学位论文著录格式及示例



[序号]专利申请者．题名．国别，专利文献种类，
专利号．出版日期. (共著录7项) 

[11]姜锡洲．一种温热外敷药制备方法[P]．中国
专利，881056073.1989-07-26.

专利著录格式及示例



[序号]起草责任者．标准代号． 标准顺序号—发布
年．标准名称．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

(共著录8项) 

[12]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六分委员
会．CB6447-S6文摘编写规则[S]．北京：中国标准
出版社，1986.

标准著录格式及示例



[序号]作者．文献题名．报纸名，出版日期（版
面次序）. (共著录6项) 

[13]谢希德．创新学习的新思路[N]．人民日报，
1998-12-25(10).

报纸著录格式及示例



[序号]作者．文献题名．电子文献类型标示/载体类型
标示．文献网址或出处，更新/引用日期. (共著录6项) 

[14]王明亮．标准化数据库系统工程新进展[EB／
OL]．http://www.cajcd.edu.cn/pub/980810-2.html, 

1998-08-16.

[15]万锦坤．中国大学学报论文文摘(1983-1993)(英文
版)[DB／CD]．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电子文献著录格式及示例



页首空2行 宋体三号，
加粗，居中

空1行

文献主体部分
宋体，小四号

参考文献

[1]谢希德．创新学习的新思路[N]．人民日报，1998-12-25(10).

[2]张志建.严复思想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4、56-57.

[3]高景德，王祥珩．交流电机的多回路理论[J]．清华大学学报，1987，27(1)：
1-8.

[4]Chen S，Billing S A，Cowan C F，et al．Practical identification of MARMAX

models[J]．Int J Control，1990，52(6)：1327-1350.

[5]张全福，王里青．“百家争鸣”与理工科学报编辑工作[C]．见：郑福寿主
编．学报编论丛：第2集．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1．1-4.

[6]王明亮．标准化数据库系统工程新进展[EB／
OL]． http://www.cajcd.edu.cn/pub/980810-2.html, 1998-08-16.
…………



建议写作顺序：

Method     Data    Results     Introduction 

Discussion     Conclusion      Abstract 

References

从哪部分开始写？？



论文格式要求？



论文修改

一、总体结构，是否在结构上存在不合理的现象，
如虎头蛇尾，或者把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放在一起
来讨论。

二、逻辑梳理，是否存在逻辑上的不连贯性。

三、文句斟酌，表达是否存在问题

四、文献查证，是否存在着文献的错误

五、数据核对，是否存在数据的错误

六、注释核对，是否存在差错



从审稿人角度审视论文

尽量寻找文章的毛病，自己鸡蛋里面挑骨头。

满足审稿人的方法:

（1）遵循科学道德

（2）一篇文章，一个中心命题

（3）用一个迷人的标题

（4）方法描述详细，能够重复

（5）围绕中心命题，论证充分，要有说服力

（6）文献检索全面，引用恰当



“文献综述是对一定时间段

内某一特定学科或主题相关文

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研究形

成的书面报告，包括学科或主

题的研究现状、动态及未来发

展趋势。”

文献综述

综述论文的结构通常包括前言、主体、结论和参考文献。



综述撰写的注意事项

1）搜集文献应尽量全面，并代表不同的学术观点

收集全面的文献资料是写好文献综述的前提。所选用的
文献应具有代表性，要涵盖研究主题的重要学术观点，要挑
选出代表不同的观点及见解的文献。

2）文献阅读要深入，不能“综”而不“述”

撰写综述必须充分理解已有文献的观点，并清晰地将这
些观点准确无误地表述出来，要按一定的线索对文献进行再
“加工” ，比较不同学者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及其理论依据，
进一步阐明问题的来龙去脉和作者自己的见解。可根据专题
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趋势，按年代顺序纵向叙述，或根
据专题的内容进行国内外横向比较和分类评述。



综述撰写注意事项

3）忠实于原始文献

撰写综述时提炼的观点必须忠实于原始文献，不能把自
己的观点强加给原作者。如果有不同的观点，可对原作者的
观点进行评议，但论据必须充分，让读者能分清哪些是论述
者的观点，哪些是原作者的观点，不能混淆在一起。

4）标注参考文献

必须著录所引用的参考文献，所著录的参考文献应该是
能够反映文献综述主题且作者直接阅读过的文献。



图1  博士论文《机械手的神经网络稳定自适应控制》摘录

根据专题的历史背景
、现状和发展趋势，
按年代顺序纵向叙述



图2 博士论文《输气管网调峰方案仿真与优化研究》摘录

根据专题的内容进行国内外横向比较和分类评述



5. 学术道德规范

学术不端、论文查重



《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

• 2016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明确剽窃、抄袭、

侵占他人学术成果，不当署名、买卖或代写论
文等6种学术不端情形。

• 若判定为学术不端行为可能面临撤职、开除、
依法撤销学位等处理。

翟天临事件、饶毅实名举报



学术不端表现

• 抄袭剽窃；
• 强行在他人成果上署名；
• 有偿发表、买卖论文、由他人代写或为他人代写论文；
• 伪造、篡改科研数据、故意断章取义；
• 一稿多投，有的甚至是略作

“乔装”后再投；
• 在申报课题、成果、奖励和职务评定

等过程中提供虚假学术信息；
• 低水平重复性研究；
• 只引证自己的论文，自我吹嘘；



论文查重
（1）CNKI科研诚信管理系统 http://check.cnki.net；

http://check.cnki.net/


（2）维普论文检测系统

http://vpcs.cqvip.com

http://vpcs.cqvip.com/


（3）万方检测

http://check.wanfangdata.com.cn



（4）大雅相似性分析

http://dsa.dayainfo.com/dsa/show/upload?allowReg=true&unitId=9083



谢 谢！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图书馆一层咨询部125室

Tel：010-62283502/1790/1933

E-mail: libconsult@bupt.edu.cn，serlib@bupt.edu.cn

mailto:libconsult@bupt.edu.cn
mailto:serlib@bup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