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形式规范 
（人文社科类） 

（1999 年 3月第一版，2012 年 6月第五次修订） 

 

为进一步规范学位（毕业）论文写作和装订，促进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形式标

准化，特制订本规范，其各项要求适用于答辩前后的论文，各位研究生在论文写作时务

必认真阅读，严格执行。 

1  论文组成 

一本完整的论文包括：封面、扉页、目录、中文摘要、英文摘要、正文、参考文献、

附录、致谢几个部分。 

“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毕业）论文独创性声明及使用授权书”置于扉页与目录之间。 

2  论文外观 

论文的开本为 A4纸，其尺寸为：mm: 297×210，其中上边距 25 mm、下边距 25 mm、

装订边边距 32 mm、非装订边边距 25 mm、页眉 20mm、页脚 15 mm，奇偶页页边距对称，

页眉、页脚居中排列，其中，奇数页叶眉为论文题目，偶数页页眉为“华中农业大学×

×届博/硕士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定稿后，用优质 A4 纸双面（不允许以 A3 纸单

面复印后对折）。装订整齐、美观。 

论文目录一般应自动生成，目录本身的页码用大写罗马数字（Ⅰ、Ⅱ、Ⅲ„）单独

编排，中英文摘要、缩略语表等的页码用小写罗马数字（ⅰ、ⅱ、ⅲ„）单独编排，从

正文开始到最后，页码用阿拉伯数字（1、2、3„）编排，页码居中排列，不能出现漏

编、重编、倒编等错误。 

文章编排应有统一的标准。正文应统一行间距，标题与正文、表头、题头等可以用

不同的字号和字体加以区别，但对于同一级的标题，要采用同样的字号与字体。所有的

正文文字应采用同一字号与字体（推荐中文用宋体，英文用 Times New Roman，字号小

四），表题、图题字号应比正文文字小一字号，图例说明字号应比图题小一字号，以示

与正文文字有所区别。中英文切换时注意改变字体。 

论文正式输出前做认真仔细的校对，特别要严格检查错别字、漏字、段落错乱、标

题混乱等问题。装订好的论文中不应出现手工涂改的痕迹，整篇论文的错别字、漏字应

控制在 10次以下。 

整篇论文做好孤行、孤尾控制，即一段文字的最后一行不落在下一页，一段文字的

启始一行（特别是标题）不放在前一页。 

所有的表图，包括表题、图题、图例说明、脚注等，都应尽可能放在同一页，以保

持表图的完整性。不能避免的用“续表”或“续图”字样表示与前页表图的连贯。 

不符合上述要求将会被作为形式审查不合格，不予受理。 

3  封面和扉页 



 

封面应按后面所附样本格式制作，应包括攻读学位级别（博士或硕士）、并以中英

文对照的形式列出以下内容：论文题目、研究生姓名、导师姓名、专业、研究方向、论

文完成时间、学位授予日期等内容。论文题目应高度概括和准确反映论文内容，力求简

洁，一般不超过 25个汉字。 

扉页应包括分类号、密级、论文题目（中英文）、研究生姓名、导师姓名、指导小

组老师姓名、专业、研究方向、论文报告提交日期、学位授予日期等内容。扉页制作也

请参考后面所附样本格式。 

4  目录 

以标题编号的形式进行目录的编排（最好是自动生成目录），注意不同级别标题的

差别，相同级别的标题字体、字号应相同，采用统一的编号方法，突出不同的编号级别，

如采用 1，1.1 ，1.1.1 等，而不将一、，1、，1.1，（1）等混编在一起（这些编号和

字体原则也适用于论文正文）。各级标题均应相应地标注页码。 

论文标题一般可设三级，一级标题采用三号黑体，二级标题采用小三号黑体，三级

标题采用四号黑体，都采用左对齐排版。 

5  摘要 

摘要包括中文摘要、英文摘要和关键词，是论文目录之后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

其排列顺序为：中文摘要、中文关键词、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 

摘要是文章的缩影，要求简明确切、不加注释或评论地介绍论文研究背景、研究目

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结果、主要研究结论、研究创新或应用价值等。英文摘要的

内容与中文摘要的内容应基本一致，英文的使用必须准确无误。 

关键词是摘要的一部分，一般为 5-8个相对独立能反映论文主要内容的词或词组，

是论文分类和建立索引的依据。中文关键词在中文摘要之后，英文关键词在英文摘要之

后。中英文关键词涵义应一一对应，分别在中、英文摘要之后另起一行，各关键词之间

用分号隔开。为增加检索的信息量，关键词应避免与标题相重复。 

6  缩略语表 

如有必要，在摘要之后、正文之前可以列出一缩略语表，列出文中涉及的各种缩写、

略写等用语的确切含义。符号、略语或缩写的使用必须符合学科规范，不得随意独撰。 

7  正文 

其中正文由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目的、文献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主要创

新、研究结果、研究结论（或对策建议）、研究展望几个部分组成，必要时还须增加“讨

论”部分。要求研究思路清晰，研究问题集中，结构完整，逻辑思维严密，论据充分，

资料翔实，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语言通顺。 

研究背景应明确说明研究问题提出的国际、国内背景。 

研究意义应明确提出论文研究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研究目的是在提出问题和文献评述的基础上，指出论文研究要实现的目标或要达到

的目的。 

文献综述包括国外研究动态、国内研究动态和文献评述。主要回顾、评价与所研究

问题相关的既有科学研究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及这些研究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指出

选择论文所研究问题的重要性，是作者对相关文献阅读、消化后的综合、提炼与升华，

反映作者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把握和理解程度。因此，文献综述在叙述前人工作的同时，

应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不应将文献综述写成前人工作的简单堆砌，也不应象教科书

一样写成知识性介绍。 

研究思路要阐明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分析框架或研究的技术

路线。 

研究方法是指研究问题中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对一些常用的研究方法，可在引用

他人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简要描述，不必花大量篇幅去交待细节。但对于自己改进和发明

的新方法则需要作详细的交待，说明在前人基础上的改进部分及其理由。对于实证研究，

必须详细交待实证数据或资料来源，获得的方法与途径，并对实证材料的真实性与代表

性做出分析。 

主要创新是指作者通过论文研究在某几个具体方面的学术贡献。应明确指出本研究

与前人相比的进步所在，阐明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的价值。 

研究结果是论文研究的主体部分，可分几章论述。包含了文本研究的结果、调查数

据与分析等内容。 

研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作者综合分析、逻辑思维的水平和进行创造性科学研究

的能力，应简明扼要，明确具体，是在研究结果基础上的提炼，不应与研究结果简单重

复。 

研究展望是针对本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8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紧接正文后面列出，与文中的文献引用一一对应。参考文献排列规则是中

文文献在前、外文文献在后。中文文献按第一作者的姓名拼音字母为序排列，英文及其

它西文按第一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出，第一作者姓名相同时按第二作者姓名排序，余类

推。作者相同的文献按发表的先后顺序列出，所列的相同作者同年内的文献多于一篇时，

可在年份后加“a”、“b”等字母予以分别，如：“1997a”、“1997b”等。文献作者人数

在 20（包括 20）以下的全部列出，超过 20人时，列出前 20名作者，后面加“等”（西

文“et al”）字以示省略。作者姓名之间用逗号“，”隔开，中文、外文的姓名一律采

用“姓在前名在后”的写法；外文（含汉语拼音）姓名的姓应写全，且第一字母应大写，

名字仅写大写首字母，姓与名之间用一空格隔开，名与名之间不用空格。未公开发表的

资料不应列入参考文献，确有引用必要，用脚注注明。 



 

所有中文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中的句号用全角状态下的“．”表示；所有西文参考文

献著录格式中的标点符号用西文状态下的符号，后空一格。各种来源的文献书写格式举

例如下： 

1. 祁春节．中国柑橘产业的经济分析与政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华中

农业大学图书馆, 2001. 

2. 邱泽奇．建构与分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过程．见：潘乃谷，马戎主编，社

区研究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学会纪念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 60周年学术讨论会，北京，

1996，天津：天津农业科技术出版社, 1998: 1-10 . 

3. 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六分委员会．GB 6447-86文献编写规则．北

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86． 

4. 苏东水．东方管理学[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47-48.  

5. 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人民日报，1982-12-15（10）． 

6. 严金明．土地规划立法的导向选择与法律框架建立[J].中国土地科学，2008，

22（11）：4-9. 

7. 钟甫宁，何军．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扩大非农就业机会 [J].农业经济问题，

2007（1）:62-70. 

8. 钟一苇.社会需要怎样的道德激励. 2010-8-5.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8/05/c_12411950.htm. 

9. Brinkman BA. Farmland Preservation and Conversion: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the Impact for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 （Ph D 

dissertation）. West Lafyatte: Purdue University, 2006. 

10. Hansen D, Schwartz SR. 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s of the California 

Land Conservation Act．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59(May 1977）: 

294-310. 

11. Kaplan F, Norton GT. The Strategy Focused- Organization. New York: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1． 

12. Reis EJ， Guzman R．An Econometric Model of Amazon Deforestration. In 

K.Brown and D.Pearce,eds．The Causes of Tropic Deforestration.London: UCL 

Press ,1994. 

13. Zhang G，Yang L．theory of Negative Consumption Externalities with 

Aplications to Economics of 

Happiness．2008-10-1．http://econ.tamu.edu/tian/paper． 

以上范例所列参考文献包括常见各种来源文献，其著录格式分别说明如下： 

文献 1和 9是学位论文，其著录格式是：“作者．题名．[学位论文] ．保存地点：

保存单位，年份”。 



 

文献 2和 12是会议论文集，其著录格式是：“作者．题名．In（见）：编者（主

编或编，英文编者后加 ed． 多编者加 eds．）, 文集名．会议名，会址，会议年，出

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讫页”。 

文献 3是技术标准，其著录格式是：“起草责任者．标准代号．标准顺序号-发布

年．标准名称．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 

文献 4和 11是著作，其著录格式是：“作者．书名． 版本（第一版不标注）．（译

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讫页”。 

文献 5是报纸文献，其著录格式是：“作者．文章题名．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文献 6、文献 7和文献 10是杂志论文，其著录格式是：“作者. 题名. 刊名（外文

刊名用斜体，两个词以上的用缩写，缩写词后不用缩点，用一空格隔开；一个词的不缩

写），出版年，卷号：起迄页”。 

文献 8和 13是网络文献，其著作格式是：“作者．题名．发表日期（年-月-日）．网

址” 

参考文献的排列和著录格式一直是论文中最易忽视的部分，因此，特别提醒作者务

必严格按照上述规范格式进行论文写作。若在一篇论文中发现有 5篇以上（含 5篇）文

献的列法不合规范，则视为形式不合格。 

9  附录 

附录一般包括以下内容：（1）论文的数据及数学推导过程；（2）调查问卷、访谈

大纲、被访者信息等；（3）作者简历、在读期间与课题有关的研究成果，包括主持或

参与的课题、发表的论文、出版专著、参加国际会议及会议论文等。 

10  致谢 

致谢出现在论文的最后，是作者对论文的完成起到指导和帮助作用的个人和单位发

自内心的感谢。致谢要实事求是，谦和真诚，力诫浮夸，更不宜对导师或其他个人进行

过分的赞扬。在致谢对象中，既不能将对自己完成论文提供较大帮助的单位和个人漏掉，

也不能将无关的个人或单位罗列进去。 

11  注意事项 

11.1  文献的引用 

引文是论证的辅助手段，只有在非引用不可，引用了确有效果，或用自己的话解释

效果不佳，或那些权威性的言论和令人信服的证据之类不引不足以说清问题时才采用。

引文要少而恰当，忠于原意，表意完整，不能为了装潢门面，而摘取只言片语，断章取

义。引文的内容，在文章中作观点使用时，可以不作解释、说明，但作为论据使用时，

可加以适当的阐释。 

在论文中引用文献时，应在引用处标注被引人的姓名和被引用文献发表的年份，姓

名与年份之间空一格。若所引文献只有 1名或 2名作者时，作者姓名全部列出（外文文

献只列姓氏）；当所引文献作者有 3名或 3名以上时，列出第一作者，后面加“等”以



 

示省略。如“（李崇光，1998）”，“（祁春节和雷海章，1999）”，“（冯中朝等，

2001）”等。外文文献引用也同样处理，如（Smith，1990）, （Smith and Jones，1992）, 

（Smith et al．， 1993）等。 

11.2  图、表的编排 

每个图、表都应有标题（图题或表题），以表 1（Table 1）、表 2（Table 2 ），

图 1（Fig.1）、图 2（Fig.2）等形式统一编号。标题应简洁明了，准确精当，中英文

对照，相对于图、表居中排列。表题一般置于表的上部，图题一般置于图的下方，每个

图表所提供的信息应能做到自我解释（即不看正文应能理解各图表的数据、信息）。 

论文中的表格一律采用 3线表格式，表头应简洁，必要时可加脚注（中英文），即

表注。表注用右上角半括号阿拉伯数字或小写英文字母如“1）”、“2）”、“a）”、

“b）”等表示。照片（或图片），要用反差大、图像清晰的原版照片（图片），或计

算机处理的高质量的照片，不应采用复印图。图上的各种标示、箭头等应符合正式发表

论文的规范。 

表内同一栏的数字必须上下对齐，表内不宜用“同上”，“同左”和类似词，一律填

入具体数字或文字。表内“空白”代表未测或无此项，“--”代表未发现，“0”代表实

测结果为零。如数据已绘成曲线图，可不再列表。当图题不能表达清楚时，可用最简练

的文字将图上需要说明的符号、标记、代码，以及实验条件等横排于图题下方，作为图

例说明。 

图表要运用恰当，讲求质量，并注意美观，在文中适当位置插入，力求避免跨页。 

11.3  符号、缩写、代号、计量单位和数据的表示 

11.3.1符号、缩略代号 

论文一律采用标准化的西文符号、代号等，正确使用大小写、上下角标、正斜体。

一般使用西文斜体书写格式的有：用字母代表的数、一般函数及统计学符号，量符号和

量符号中的代表量或变动性数字的角标字母，数学公式等。符号、代号在论文中第一次

出现时，要用括号注明中文名称。 

对在文中出现次数较多（≥ 5 次）的较长的名词，可以采取缩写。缩写的名词在文

中第一次出现时要进行必要的定义，并将自行定义的缩写列入“缩略语表”。 

11.3.2  计量单位 

文中计量单位使用新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量和单位》中颁布的法定计

量单位。如时间单位使用“s（秒）”、“min（分）”、“h（小时）”、“d（天）”

等；面积单位用“㎡”，“cm2”，“hm2”， 而不用“亩”；质量单位用“kg”、“g”

或“t”，而不用“斤”等。凡阿拉伯数字后所带单位，均使用国际通用代号或符号。

有些单位习惯用中文表示的，与数字组合使用，采用国际通用代号，如“3天”用

“3d” 、“5小时”用“5 h” 、“10 分”用“10 min”、“13 秒”用“13 sec”表

示。 



 

11.3.3  论文中数据的表示方法 

数据的有效位数表示要一致，有效位数必须全部写出，如“0.8600”，“1.0000”

为 4位有效数，不能写成“0.86”,“1”；论文中各种单位的计数计量一律用阿拉伯数

字，如 “10 年”、“3 次重复”不能写成“十年”、“三次重复”；表示参数与偏差

范围的数值，如“20±2℃”不能写成“20℃±2℃”；“50%-60%”不能写成

“50-60%”；附带尺寸的单位相乘的数字，如“长宽高”应写成“30m×20m×10m”，

或写成“m:30×20×10”，不能写成“30×20×10m”；数字的增加可用倍数和百分数

表示，如“增加了 2倍”，“增产 10%”；数字的减少只能用百分数和分数表示，如“降

低 10%”，“减少了 1/5”等；公历纪年，如“1999 年”不能写成“99 年”，也不能用

“去年”、“今年”、“明年”表示。 

11.3.4  标点符号的使用 

文中各种标点符号应恰当使用，尤其在输入中应注意中英文软件环境的区别，是中

文叙述的文字就应采用中文输入环境下的标点符号，是西文叙述的文字就应采用西文的

标点符号，中西文标点符号不应混用。英文的标点符号后应空一格。 

11.4  特别提示 

上述各项要求和规范须在学位（毕业）论文撰写和装订中严格执行，否则，在学位

论文审查中将视为形式审查不合格，将退回研究生本人，并不得办理论文答辩的其它手

续。 

本规范未尽事宜，可参照有关学术期刊单位的发表论文规范执行，或到研究生院咨

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