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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要内容应概括地陈述论文研究的目的、方法、结果、结论，要求 200～300 字. 应排除本学科

领域已成为常识的内容；不要把应在引言中出现的内容写入摘要，不引用参考文献；不要对论文内容作诠释和
评论. 不得简单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 用第三人称，不使用“本文”、“作者”等作为主语. 使用规范化的名
词术语，新术语或尚无合适的汉文术语的，可用原文或译出后加括号注明. 除了无法变通之外，一般不用数学
公式和化学结构式，不出现插图、表格. 缩略语、略称、代号，除了相邻专业的读者也能清楚理解的以外，在
首次出现时必须加括号说明. 结构严谨，表达简明，语义确切.

应选取 3 ~8 个词作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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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层次标题，
以 1，2，…，

引言作为论文的开场白，应以简短的篇幅

1 正文写作的基本要求

介绍论文的写作背景和目的，以及相关领域内
前人所做的工作和研究概况，说明本研究与前

排序

正文是科技论文的核心部分，占全文的主
要篇幅. 如果说引言是提出问题，正文则是分

人工作的关系、目前研究的热点、存在的问题
及作者工作的意义. 引言的写作要求如下：a.
开门见山，不绕圈子，避免大篇幅地讲述历史
渊源和立题研究过程. b. 言简意赅，突出重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这部分是作者研究成果的
学术性和创造性的集中体现，它决定着论文写
作的成败和学术水平的高低. 由于研究对象、

点，不应过多叙述同行熟知的及教科书中的常

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不同，以及学科的不同，

识性内容；确有必要提及他人的研究成果和基

对正文的写作和编排不能做出统一的规定，但

本原理时，只需以引用参考文献的形式标出即

一般的正文部分都应包括研究的对象、方法、

可. 在引言中提示本文的工作和观点时，意思

结果和讨论这几个部分.

应明确，语言应简练. c. 引言的内容不要与摘
要雷同，也不是摘要的注释. d. 引言要简短，
最好不要分段论述，不要插图、列表和数学公
式.

试验与观察、数据处理与分析、实验研究
结果的得出是正文的主要部分，应该给予有重
点的详细论述. 要尊重事实，在资料的取舍上
不应掺入主观成分，或妄加猜测，也不应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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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三级层次标题，以
2.1.1，2.1.2,…，
排序

偶发性现象和数据.

2.1.3

量的符号为单个拉丁字母或希腊字母；

论文不讲求辞藻华丽，但要求思路清晰、

2.1.4

不能把量符号作为纯数使用；

合乎逻辑，用语简明准确、明快流畅，内容务

2.1.5

不能把化学符号作为量符号使用，代表

求客观、科学、完备，应尽量利用事实和数据

物质的符号表示成右下标，具体物质的符号及

说理. 凡是用简要语言能够讲述清楚的内容应

其状态等置于与主符号齐线的圆括号中；

用文字陈述，用文字不容易说明白或说起来比

2.1.6

较繁琐的，可用图或表来说明. 图或表要具有

符号和代表变动性数字及坐标轴的字母作下

自明性，即图表本身给出的信息就能够表达清

标，采用斜体字母.

楚要说明的问题，避免用图和表反映相同的数

2.2 单位的书写规则

据. 图和表要精心选择和设计，删去可有可无
的或重复表达同一内容的图和表.
正文中引用参考文献的标注方法如下：在

注意区分量的下标字母的正斜体：凡量

单位符号无例外地采用正体字母. 注意区
分单位符号的大小写：一般单位符号为小写体，
来源于人名的单位，其符号的首字母大写. 体

引用处对引用的文献，按它们在论著中出现的

积单位升的符号为大写 L.

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字连续排序，将序号置于

3 表格的规范化

方括号内，并视具体情况把序号作为上角标或
作为语句的组成部分.
正文撰写中涉及到量和单位、插图、表格、
数学式、化学式、数字用法、语言文字和标点
符号、参考文献等，都应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
要求. 以下简要介绍量和单位、表格、插图的
规范表达方法.

2 量和单位符号的书写规则

表格的设计应该科学、明确、简洁，具有
自明性. 表格宜采用三线表，项目栏不宜过繁，
小表宽度小于 7. 5 cm，大表宽度为 12～15 cm.
表必须有表序、表题. 表中顶线与栏目线之间
的部分叫项目栏，底线与栏目线之间的部分叫
表身,见表 1. 表身中数字一般不带单位，百分
数也不带百分号（%），应把单位符号和百分号
等归并在栏目中. 如果表中栏目中单位均相
同，则可把共同的单位提出来标示在表格顶线

科技论文中应使用法定的计量单位，我国

上方的右端（不加“单位”二字）. 表身中同

的法定计量单位是 1984 年 2 月 27 日发布的，

一栏各行的数值应以个位数（或小数点）为准

其具体形式就是《量和单位》系列国家标准

上下对齐，且有效位数相同. 上下左右相邻栏

GB3100～3102，这是我国各行各业都必须执行

内的文字或数字相同时，应重复写出.
表1

的强制性、基础性标准.
2.1
2.1.1

量的书写规则

项

表题
目

栏

正文、图表中的变量符号都要用斜体字

母，对于矢量和张量应使用黑斜体，只有 pH

表

身

采用正体；
2.1.2

使用新标准规定的符号；

二级层次标

要有表序、表题，

题，以 2.1，

最好为三线表

2.2,…排序

4

图的规范化

者，出版年.

插图尽可能不用彩色图. 小图宽度小于 7.5
cm，大图宽度为 12～15 cm. 图必须有图序、
图题，见图 1. 函数图只在靠近坐标线处残留一
小段标值短线，其余部分省略. 加注坐标所代
表的量及单位. 标值排印在坐标外侧，紧靠标
值短线的地方；标值的有效数字为 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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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的写法
结论不应是正文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

[1] （美）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M］.孙晓悦，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Ⅱ.期刊中析出的文献
[2] 李炳穆.理想的图书馆员和信息专家的数值与形象

它应以正文中的实验或考察得到的现象、数据

[J].图书情报工作，200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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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结果所揭示的原理及其普遍性；b. 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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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发现例外或本论文尚难以解释和解决的问

题发端——傅斯年学术散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题；c. 与先前发表过的研究工作的异同；d. 本
文在理论上和实用上的意义及价值；e. 进一步
深入研究本课题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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