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参考文献格式规范

一、参考文献标注基本要求：
1、 参考文献列于文尾。当页脚注一般是正文内容的注释、解释和说明性文字，注释序号用
①，②，③……标识，每页单独排序，正文中的注释序号统一置于包含引文的句子或段
落标点符号之后。
2、 全文文献标注格式必须统一，正文和文尾参考文献的格式一致，不能同时使用两种不同
的标注格式。
3、 正文引用的文献与文尾参考文献应该一一对应，即正文引用的文献一定要能在参考文献
中找到，同时，不能把正文没有引用的文献列在文尾参考文献中。
4、 以下两种文献标注格式：作者出版年（APA 格式）
、斜上标顺序排列格式，在开题报告
和论文写作中可以任选一种。在 APA 格式中，文尾参考文献先列中文部分，以作者姓名
笔画为序；再列英文部分，以作者姓名字母为序；同一作者有几份参考书目时，以出版
年代为序。在斜上标格式中，文尾参考文献按照在正文中出现先后排序，前后数字对应。

二、APA 格式（国际通用的格式）
APA 是采用 author-data（作者，发表日期）方式来引用相关文献来源，包括文内注和文
尾注。以下从基本格式、不同数量作者著录方式、不同资料类型著录方式三部分通过具体举
例来介绍。
（一）基本格式（单一作者、普通文献）
1、文内文献引用的基本格式
文内文献引用是在一篇文章的段落或文字之中“参考来源”的标注，通常来说，一个引
用包含了作者名和出版年，以括号夹注（有时会再加上页数）
，放在引用文字或句子之后。
英文中只需引用作者之姓氏，只有在区别同姓作者时才需要标示出作者名字的缩写；中文需
要作者全名。
英文文献


Author’s last name (Year)如：Powell(1997)



(Author’s last name, Year)如：(Powell, 1997)

中文文献：


作者姓名（年代）如：陈向明（2001）或（陈向明，2001）

2、文后参考文献列举的基本格式
APA 格式规定，
“参考文献”部分的人名必须以姓氏的字母顺序来排列，包括姓氏
的前缀。若所引用之著作包含多位作者，在参考书目中则不记作者人数多寡，均需全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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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每条文献列举时以作者姓名起始，接着是出版年，接着是文献名、出版地、出版
社。中英文文献略有不同，其基本格式分别举例说明：
英文文献：为满足排序的目的，作者姓名之著录均是姓在前，名字部分均以缩写方式表
示。书名或期刊名要用斜体，而且只有书名、文章名的首字字母要大写，接着是出版
地和出版者，两者之间以冒号隔开。


Author’s last name, A.A. (Year). Title. Location: Publisher.

例如：Powell, R. R. (1985). Basic research methods for librarians. Norwood, NJ: Ablex.
中文文献：引用中文文献时，需要用作者姓名的全名。中文书名用书名号。


作者姓名（年代）
。《书名》
。出版地：出版社。

例如：陈向明（2001）
。
《教师如何做质性的研究》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二）多位作者的著录方式
1. 两位作者
作者姓氏必须以他们的名字在其发表文章内的顺序来排序。两位作者的姓名（英文为姓
氏）须全部列出，中文名字间以顿号“、”
，英文姓氏间以“&”连接。
英文文献：


在文尾：Author A. A. & Author B.B. (Year). Title. Location: Publisher. 例如：Rubin,

A. & Babbie, E.R. (1989). Research methods for social work. Belmont. CA: Wadsworth.


在正文中：
（Rubin & Babbie, 1989）

中文文献：


在文尾：作者 A、作者 B（年代）。
《书名》。出版地：出版社。例如：胡述兆、

吴祖善（1989）
。
《图书馆学导论》。台北市：汉美。


在文中： (作者 A、作者 B，年代) 例如：
（胡述兆、吴祖善，1989）或胡述兆、

吴祖善（1989）
2. 三位至五位作者
当作者为三至五人时，正文中第一次引用应列出所有作者，其后的引用则只需列出第一
位作者的姓名（英文为姓氏）
，其后中文以“等”
，英文以“et al.”来取代。同一段落内第二
次引用时，还可以省略出版年。
英文文献：
例如：
在正文中第一次引用：Banister, Burman, Parker, Taylor, and Tindall (1994) state……
第二次引用：Banister et al. (1994) point out……
在文尾参考文献中：Banister, P., Burman, E., Parker, I., Taylor, M., & Tindall, C. (1994).
Qualitative methods in psychology: A research guide. Buckingham, MK: Open University Press.
中文文献：
在正文中第一次引用：作者 A、作者 B、作者 C（年代）指出……
第二次引用：作者 A 等（年代）发现……
在文尾参考文献中：作者 A、作者 B、作者 C（年代）
。《书名》。出版地：出版社。
3. 六位作者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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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者是 6 人以上时，在正文中只需列出第一位作者的姓名（英文为姓氏）
，其后中文
以“等”
，英文以“et al.”来取代。但在文尾参考文献中，则仍需列出所有作者。
英文文献：
例如：
正文中：(Kneip, et al., 1993)
参考文献中：Kneip, R. C., Delamater, A. M., Ismond, T., Milford, C., Salvia, l., & Schwartz, D.
(1993). Self-and spouse ratings of anger and hostility as predictor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Health Psychology, 12, 301-307.
4. 作者为团体时
英文文献：
当著作由一个团体或机构出版时，在正文中第一次引用时，应写出全名，并以中括号注
明习用之简称，第二次以后引用时，可以简称替代。若该机构没有习用之简称，则每次都应
以全称引用。当出版者与作者或编者相同时，英文以 Author 或 Editor，中文以“作者”或“编
者”来代表出版者。
英文文献：
例如：
在文中第一次引用：(Library Association [LA], 1991)
第二次以后引用： (LA, 1991)
参考文献中：Library Association (1991).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Library Association
guidelines for public library service. London: Author.
5. 翻译作品
翻译作品以原作者为主要作者，在书名之后以圆括号注明译者。以作者的姓起始，然后
在括号中注明出版年，接着在括号中列出翻译者的名和姓，并加注“Trans.”。接续是出版地
和出版者，两者之间以冒号隔开。最后在括号中以“Original work published”注明原文作品
之出版年。
英文文献：


Author, A. A. (Year).Title (Translator, Translator.). Location: Publish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Year).
例如：Freud. S. (1970). 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 (J. Strachey, Trans.). New York: Nort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0).
中文文献：


原作者中文译名（原名）
（译本出版年），
《翻译书名》
（原书名）
（译者译）。

出版地：出版者。
（原作出版之年代）
例如：波特(Porter, M. E.)（1996），
《国家竞争优势》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李明轩、邱如美译)。台北市：天下文化。
（原作 1990 年出版）
6. 同一作者，多篇文章
当参考书目中列同一作者的多部著作时，应依出版年顺序排列。当出版年相同时，则应
依书名之顺序排列（
“A”或“The”等起首冠词不计），并加注 a, b, c,…以资区别。中英文相
同，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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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n, 1958, 1965)
(Neisser, 1967a, 1967b)
Neisser, U. (1967a). Cognitive psychology. New York: Wiley.
Neisser, U. (1967b).Personality and assessment. New York: Wiley.
7.

间接引用

如所引用之观念或陈述来自第二手资料时，应将原始资料与第二手资料同时注明，在正
文圆括号中首先列出原始作者与年代，接续英文以“as cited in”
，中文以“转引自”注明第
二手资料之作者与年代。在参考文献中第二手资料应单独列出，而原始文献则除了列出详细
之书目资料外，也须注明系转引自第二手资料。当因故无法看到原始文献且原始文献之完整
书目资料看不到时，在参考文献中仅需列出第二手资料之资料来源即可。
英文文献：
例如：
(Rapoport, 1970, p. 499 as cited in McKernan, 1991, p.4)
McKernan, J. (1991). Curriculum Action Research: A handbook of methods and resources for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London: Hogan Page.
Rapoport, R.N. (1970). Three Dilemmas in action research. Human Relations, 23, 499-513, as
cited in McKernan, J. (1991).Curriculum Action Research: A handbook of methods and resources
for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London: Hogan Page.
中文文献：
(董作宾，1952，349 页，转引自钱存训，1975，37 页)
董作宾(1952)。中国文字的起源。xx 杂志，5（10）
，349。转引自钱存训（1975）
。《中
国古代书史》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
若原始文献为英文，但所引用之陈述为他人之中文译述，应采间接引用方式处理，同时
注明中英文资料的详细书目资料。
（三）不同资料的著录方式
1、图书
（1）图书的通用格式：


Author, A. A. (Year).Title of work. Location: Publisher.

例如： Brown, S. A. (1995). What customers value most: How to improve the processes that
touch your customer.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Powell, R. R. (1997). Basic research methods for librarians (3rd ed.). Greenwich, CT: Ablex.
（2）论文集中的单篇著作
先注明单篇文章之作者、年代，以及单篇文章之题名；接续英文以“In”，中文以“在”
引出论文集之编者以及论文集之名称，并以圆括号注明该单篇文章之起迄页码，英文以“p.xx”
或“pp.xx-xx”,中文以“xx 页”或“xx-xx 页”来表示。
英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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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A. A. & Author, B. B. (Year).Title of chapter. In A. Editor, B. Editor, & C.

Editor (Eds.),Title of Book (pp.xx-xx). Location: Publisher.
例如：Shapiro, B.J. (1992). Access and performance measures in research libraries in the
1990’s. In B. G. Hobrock (Ed.), Library management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vironment:
Issues, policies, and practice for administrators (pp.49-66). New York: Haworth.
中文文献：


巫昌祯（2000）
。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概况，在中国法学会、英国文化委员会

等主编《防治家庭暴力研究》（13-22 页）
。北京：群众出版社。
（3）文章转载
图书中的章节或是单篇文章，转载自其它来源时，在书目款目的最后，以圆括号注明
“Reprinted from”或“转载自”
，再加上原始之出版信息。
例如：
正文中：应注明原始出版年与转载之出版年，如（Bitner, Booms & Mohr, 1994∕1996）.
文尾参考文献中：Bitner, M. J., Booms, B.H., & Mohr, L.A.(1996). Critical service encounters:
The employee’s viewpoint. In C.H.Lovelock, Service Marketing (3rded.).(pp.106-121). London: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Reprinted from Journal of Marketing, 58 (1994), 95-106).
（4）再版图书
正文中：应同时注明原始出版年和再版年代，如（Freud，1923∕1961）
文尾参考文献中：Freud, S. (1961). The ego and the id. In J.Strachey (Ed.and Trans.),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19,pp.3-66). London:
Hogarth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3).
2、 期刊论文
引用各种期刊所刊载的文献，文章之题名不需要斜体或加书名号，而期刊名称必须以
英文斜体字或中文书名号区别。期刊名之后注明卷数（省略，
“卷”或是“vol.”等字样）
，
以逗号区隔，再注明该篇文章之完整起讫页数。因为大部分期刊是每卷各期连续编页码，
原则上不需要注明期数；如果所引用的期刊是每期另编页码时，则应该同时注明期数。
尚未出版之期刊文章：稿件已经期刊主编同意刊登但尚未出版时，年代以“in press”或“出
版中”来表示。期刊文献的通用格式为：
英文文献：
文章题目只要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大写，若有副标题时亦同。著录期刊的完整名称
时，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均需大写，冠词除外。


Author, A.A., Author, B.B., & Author, C.C.(Year).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Periodical,

xx,xxx-xxx.
例如：Barrientos, A. & DeJong, G. (2006). Reducing child poverty with cash transfers: a sure
thing?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24, 537-552.
Reimus, B. (1997). The IT system that couldn’t deliver.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5(3),22-35.
中文文献：


胡旭昌（2010）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救助制度的历史回顾与瞻望。
《教育教

学研究》
，3，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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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秉纯(2001)。质性研究方法刍议:来自社会性别视角的探索。
《社会学研究》，1 (5)，
17-33。
3、报纸论文
（1）报纸中的文章有作者时，其著录方式为：
英文文献：


Author, A.A. (Year, month date). Title of Article. Newspaper Title, pp.xx-xx.

例如：Schwartz, J. (1993, September 30). Obesity affects economics, social status. The
Washington Post, pp.A1,A4.
中文文献：


王岫（1999 年 1 月 4 日）。
“世纪百大”效应持续发酵：美国书馆员票选阅读

取向最爱。
《联合报》
，41 版。
（2）报纸中的文章没有作者时，以文章名称为作者著录。


Title of Article. (Year, month date). Newspaper Title, p.x.

例如：New drugs appears to sharply cut risk of death from heart failure. (1993, July 15). The
Washington Post, p.A12.
4、硕博论文
硕博论文再著录时，应注明大学名称和大学所在地，未出版论文需在论文名称后注出。
英文文献


Author, A.A. (Year).Title of dissertation .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ame

of University, Location.
中文文献：


张筑生（1983）
，
《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研究》
。未出版的博士论文，北京

大学，北京。
5、会议或研讨会论文
（1） 正式出版之会议或研讨会论文集：其格式与编辑著作相同。
（2） 未出版的会议中所发表之论文（作者同意引用），例如：
英文文献：


Author, A.A. (Year, month). Paper Tit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itle of

Meeting, Location, Country.
例如：Lanktree, C., & Briere, J. (1991, January). Early data on the Trauma Symptom Checklist
for Childen (TSC-C).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American Professional Society on the
Abuse of Children, SanDiego, CA.
中文文献：


作者（年月）
。论文名称。论文发表于会议名称，会议地点，国家。

6、研究报告
在参考书目中引用研究报告时，应该在报告的名称之后，以括弧注明报告编号或是合约
编号，以方便读者辨别和取得相关文献资料。出版者应依研究报告或技术报告上所载之明确
机构著录，若该出版机构或研究单位非众所熟知者，或有混淆之虞时，应加注其上层机构。
例如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所辖之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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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之研究报告，
出版者只要著录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即可，不需加注上层机构。
如果必须加注上层机构始有助于辨别时，需先注明上层机构，再注明附属机构，例：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Evans Graduate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o。通用格式如下：
英文文献：


Author , A. A. (Year). Title of report (Report no.). Location: Publisher.

中文文献：


作者（年代）
。报告名称（报告编号）
。出版地：出版者。（如果没有出版，需

要列出课题委托方、出资方。
）
7、 网络资源
（1）引用网站
当引用整个网站而非特定网页时，只要在正文中以括弧中注明其地址（URL）
，而无需
在文尾参考文献中著录。
例如：美国图书馆学会的网站提供各种类型的专业咨询（http://www.ala.org）
。
（2）引用网站上的特定文件
在引用网站上的文件时，其格式与印刷式文件大致相同，只是网络资源的变动性相当大，
一份网页文件可能随时会更新内容、移除、或者是搬迁到其他地方，因此必须注明上网的日
期。通用格式为：
英文文献：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99, May 19). Congress 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ims to improve library education [News Release]. Washington, DC: Author.
Retrieved June 5, 1999 from the World Wide Web:
http://www.ala.org/news/v4n18/professionaleducation.html
中文文献：


曾璜（2007 年 12 月 02 日 04:55）
。关注贫困儿童。搜狐新闻。2012 年 5 月 27

日检索于 http://news.sohu.com/20071202/n253742124.shtml
（3）引用电子资料库中的文章或摘要
引用由电子资料库中所取得的全文或是摘要时，在 retrieval statement 中必须注明检索
日期（若为光碟资料库则可省略）和取得方式（如 DIALOG）
， 紧接着在括弧内注明资料库
名称和其他必要的咨询，若为 Web 则注明网页之 URL.
1）经由 Web 检索之资料库格式：


Author ( Year ).Title. Retrieved [month day, year] from [source] database ([name of

database], [item no.—if applicable]) on the World Wide Web:[URL]
例如 ：Balraj, L. E. (1994). End user satisfaction: A user study of the CD-ROM databases at
kent state University. Master/s Research paper, Kent State University, pp.44, ED416553. Retrieved
June 6, 1999 from OCLC FirstSearch ERIC database on the World Wide.
Web:gttp://firstsearch.global.oclc.org
2）线上资料库格式：


Author.( Year ). Title. Retrieved [ month day ,year] from [source] on-line database

([name of database],[item no.—if appli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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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Davis, T. (1992). Examining educational malpractice jurisprudence: Should a cause of
action be created for student-athletes? Denver University Law Journal, 69,57+. Retrieved [month
day, year] from WESTLAW on-line database (69 DENULR 570).

三、北京师范大学学位论文编写规则（参考文献部分）
在学位论文中引用参考文献时，应在引出处的右上方用阿拉伯数字编排的序号；参考
文献的排列按照文中引用出现的顺序列在正文的末尾。文科论文也可选用页脚注。
按照参考文献在文中出现的顺序采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其排列格式为：

（一）参考文献著录项目
参考文献是对论文引文进行统计和分析的重要信息源之一，参考文献著录项目如下：
a. 主要责任者 (专著作者、论文集主编、学位申报人、专利申请人、报告撰写人、期刊
文章作者、析出文章作者)。多个责任者之间以“，”分隔，注意在本项数据中不得出现缩写
点“.”。主要责任者只列姓名，其后不加“著”、“编”、“主编”、“合编”等责任说明。
b. 文献题名及版本(初版省略)。
c. 文献类型及载体类型标识。
d. 出版项(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e. 文献出处或电子文献的可获得地址。
f. 文献起止页码。
g. 文献标准编号(标准号、专利号……)。
文中以页下注出现的引注参考文献需要文献起止页码，论文末附的参考文献不用注出
文献起止页码。

（二）参考文献类型及其标识
a、根据 GB 3469 规定，以单字母方式标识以下各种参考文献类型：
参考文献
类型
文献类型
标识

专
著

论
文集

M

报纸
文章

C

N

期刊
文章

学位
论文

J

报
告

D

标
准

R

专
利

S

P

b、对于专著、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其文献类型标识建议采用单字母“A”；对于其他未
说明的文献类型，建议采用单字母“Z”。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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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以下列双字母作为标识：
电子参考文献类型

数据库

计算机程序

电子公告

电子文献类型标识

DB

CP

EB

d、电子文献的载体类型及其标识
对于非纸张型载体的电子文献，当被引用为参考文献时需要在参考文献类型标识中同时
标明其载体类型 。本规范建议采用双字母表示电子文献载体类型：磁带(magn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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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pe)——MT，磁盘(disk)——DK，光盘(CD-ROM)——CD，联机网络(online)——OL，并以下列
格式表示包括了文献载体类型的参考文献类型标识：
文献类型标识/载体类型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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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al online)
EB/OL——网上电子公告(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 online)
以纸张为载体的传统文献在引作参考文献时不必注明其载体类型。

（三）参考文献表编排格式
各类参考文献条目的编排格式及示例如下：
a. 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 ［文献类型标识］.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起止页
码(任选).
1. 刘国钧， 陈绍业，王凤翥. 图书馆目录［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 15-18.
2. 辛希孟. 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国际研讨会论文集：A 集［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94.
3. 张筑生. 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D］. 北京：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 1983.
4. 冯西桥. 核反应堆压力管道与压力容器的 LBB 分析［R］. 北京 ：清华大学核能技术
设计研究院， 1997.
b. 期刊文章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 刊名，年，卷(期)： 起止页码.
5. 何龄修. 读顾城《南明史》
［J］. 中国史研究，1998，(3)：167-173.
6. 金显贺，王昌长，王忠东，等. 一种用于在线检测局部放电的数字滤波技术 ［J］. 清
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3， 33(4)： 62-67.
c. 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
序号.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 析出文献题名 ［A］. 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选) . 原文献题
名 ［C］.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7. 钟文发. 非线性规划在可燃毒物配置中的应用［A］. 赵玮. 运筹学的理论与应用——
中国运筹学会第五届大会论文集［C］. 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 468-471.
d.报纸文章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 ［N］. 报纸名，出版日期 (版次).
8. 谢希德. 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 人民日报，1998-12-25(10).
e. 国际、国家标准
序号. 标准编号，标准名称 ［S］.
9. GB/T 16159-1996，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S］.
f. 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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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所有者. 专利题名 ［P］. 专利国别：专利号，出版日期.
10. 姜锡洲. 一种温热外敷药制备方案 ［P］. 中国专利：881056073，1989-07-26.
g. 电子文献
序号. 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 ［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电子文献的出处或可获
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任选).
11. 王明亮. 关于中国学术期刊标准化数据库系统工程的进展 ［EB/OL］. http://www.
cajcd.edu.cn/pub/wml.txt/980810-2.html, 1998-08-16/1998-10-0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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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各种未定义类型的文献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 ［Z］.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教学工作委员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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