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交通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撰写规范 
 

毕业设计（论文）是实现学生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其质量是衡量教育教学

水平、认定学生毕业和学位资格、教学评估的重要依据。毕业设计（论文）撰写是本

科生培养过程的基本训练之一，必须按照确定的规范认真执行，使毕业设计（论文）

符合国家及各专业部门制定的有关标准，符合汉语语法规范。指导教师应就毕业设计

（论文）撰写加强指导，严格把关。 

 

一、 内容要求 

 

（一）题目 

题目应恰当、准确地反映本课题的研究内容。毕业设计（论文）的主标题应不超

过 25 字，可设副标题。主标题应简明扼要，副标题可包含必要细节，主标题和副标

题均应避免冗长。 

 

（二）摘要与关键词 

1. 摘要 

 摘要是毕业设计（论文）内容的简要陈述，是一篇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的短文。

摘要应包括本设计（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及其理论与实际意义。摘要中不宜使用公式、

图表，不标注引用文献编号。避免将摘要写成目录式的内容介绍。 

中英文摘要字数以 300-500 字为宜，英文摘要与中文摘要的内容应完全一致，英

文语法、用词应准确无误。中文摘要在前、英文摘要在后。 

2. 关键词 

关键词是供检索用的主题词条，应采用能覆盖毕业设计（论文）主要内容的通用

技术词条（参照相应的技术术语标准）。关键词一般列 3～5 个，按词条的外延层次

排列，外延大的关键词排在前面。 

 

（三）毕业设计（论文）正文 

 毕业设计（论文）正文包括绪论、论文主体及结论等部分。 

1. 绪论 

绪论一般作为第一章。绪论应包括：本研究课题的学术背景及理论与实际意义；

国内外文献综述；本研究课题的来源及主要研究内容；研究的基本思路与采用的方法。 



2. 毕业设计（论文）主体 

毕业设计（论文）主体应满足结构合理，层次清楚，重点突出，文字简练、通顺

等行文要求。主体的内容应包括以下各方面： 

本研究内容的总体方案设计与选择论证； 

本研究内容各部分（包括硬件与软件）的设计计算； 

本研究内容试验方案设计的可行性、有效性以及试验数据处理与分析； 

本研究内容的理论分析。对本研究内容及成果应进行较全面、客观的理论阐述，

应着重指出本研究内容中的创新、改进与实际应用之处。理论分析中，应将他人研究

成果单独书写并注明出处，不得将其与本人提出的理论分析混淆在一起。若将其他领

域的理论、结果引用到本研究领域，应说明该理论的出处，并论述引用的可行性与有

效性。 

3. 结论 

 毕业设计（论文）的结论应单独作为一章撰写，不加章号。 

结论是对整个毕业设计（论文）主要成果的总结。在结论中应明确指出本研究内

容的创造性成果或创新点理论（含新见解、新观点），对其应用前景和社会经济价值

等加以预测和评价，并指出今后进一步在本研究方向进行研究工作的展望与设想。结

论内容一般在 2000 字以内。 

 

（四）致谢 

 对导师和给予指导、资助或协助完成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组织和个人表示感

谢。内容应简洁明了、实事求是。 

 

（五）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的标注国际上有通用习惯，中国也有国家标准，不可杜撰。毕业设计（论

文）中标注参考文献所依据的标准应该统一，不能混用。参考文献应列入主要中外文

献，不易过多。 

 

（六）附录 

附录主要包含正文内不便列出的冗长公式推导，供他人阅读方便所需的辅助性数

学工具或表格，重复性数据图表，以及计算程序和说明等。 

 



（七）外文资料翻译 

外文资料翻译是毕业设计（论文）工作阶段对学生外文阅读能力的培养和锻炼，

要求与学生进行毕业设计（论文）内容相关，或与学生所在专业相关。字数不少于 1

万外文字符，有中文译文，并附上翻译资料原文。原文和译文共同作为附件打印，放

入毕业设计（论文）资料袋存档。 

 

二、 书写规定 

 

（一）毕业设计（论文）字数 

1．学生应完成毕业设计（论文）任务，做到设计合理，叙述简练，文字工整，

绘图整洁、正确、规范，并完成不少于 1 万外文字符的翻译，用外文撰写本人的毕业

设计（论文）摘要。 

2．土木、机械类专业设计型题目，一般而言每个学生至少应完成相当于两张 0

号的设计图，说明书不少于一万五千字；论文型题目其说明书不少于二万八千字，答

辩时应附上本人第六或第七学期课程设计图。 

3．电、运输、管理、材料类专业设计型题目说明书不少于二万四千字，要有一

定数量的设计图；论文型题目其说明书不少于二万八千字。 

4．文科类专业论文原则上不少于一万五千字，并附资料索引；外语类专业论文

要求三千到五千单词；广告学专业策划案正文不少于六千字，音乐表演专业论文正文

不少于五千字。 

5．应用理科类专业论文中要有定性的分析，定量的计算，熟练地掌握计算机程

序处理和阅读外文资料的能力，论文说明书不少于二万字。 

 

（二）论文书写 

 中文毕业论文（设计）一律采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公布的简化汉字书

写，论文一律采用电脑排版。论文要求语句通顺、论述严谨、程序和实验数据完整、

齐全、规范、正确。 

 

（三）目录 

目录应包括毕业设计（论文）中全部章节的标题及页码，含： 

正文章节题目（要求至少编到第 3 级标题，如 1.1.1） 



致谢 

参考文献 

附录 

 

（四）毕业设计(论文)正文 

1. 章节及各章标题 

毕业设计（论文）正文分章节撰写，每章应另起一页。 

各章标题要突出重点、简明扼要。字数一般在 15 字以内，不得使用标点符号。标

题中尽量不采用英文缩写词，若必须采用，应使用本行业的通用缩写词。 

2. 层次 

层次不宜太多，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层次代号采用第三部分打印要求第（八）条

中表 1 的格式。 

层次要求统一，若节下内容无需列条的，可直接列款、项。 

 

（五）引用文献 

引用文献标示应置于所引内容最末句的右上角，用小五号字体。所引文献编号用

阿拉伯数字置于方括号“[ ]”中，以上标的形式表示，如“二次铣削[1]”。当提及的

参考文献为文中直接说明时，其序号应该用 4 号字与正文排齐，如“由文献[8,10～14]

可知”。 

不得将引用文献标示置于各级标题处。 

 

（六）名词术语 

科技名词术语及设备、元件的名称，应采用国家标准或部颁标准中规定的术语或

名称。标准中未规定的术语要采用行业通用术语或名称。全文名词术语必须统一。一

些特殊名词或新名词应在适当位置加以说明或注解。 

采用英语缩写词时，除本行业广泛应用的通用缩写词外，文中第一次出现的缩写

词应该用括号注明英文全称。 

 

（七）物理量名称、符号与计量单位 

1. 物理量的名称和符号 

物理量的名称和符号应符合 GB3100～3102-86 的规定。论文中某一量的名称和符



号应统一。 

物理量的符号必须采用斜体。表示物理量的符号作下标时也用斜体。 

2. 物理量计时单位 

物理量计量单位及符号应按国务院 1984 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

位》及 GB2100～31002 执行，不得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及符号。计量单位符号，除

用人名命名的单位第一个字母用大写之外，一律用小写字母。 

非物理量单位（如件、台、人、元、次等）可以采用汉字与单位行号混写的方式，

如“万 t·km”，“t/(人·a)”等。 

文稿叙述中不定数字之后允许用中文计量单位符号，如“几千克至 1000kg”。 

表达时刻时应采用中文计量单位，如“上午 8 点 3 刻”，不能写成“8h45min”。 

计量单位符号一律用正体。 

 

（八）外文字母的正、斜体用法 

 按照 GB3100～3102 及 GB7159-87 的规定使用，即物理量符号、物理常量、变量

符号用斜体，计量单位等符号均用正体。 

 

（九）数字 

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1996 年出版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为准，

除习惯中文数字表示的以外，一般均采用阿拉伯数字。 

 

（十）公式 

 原则上居中书写。若公式前有文字（如“解”、“假定”等），文字空两格写，

公式仍居中写。公式末不加标点。 

公式序号按章编排，如第一章第一个公式序号为“（1-1）”，附录 A 中的第一

个公式为（A-1）等。 

文中引用公式时，一般用“见式（1-1）”或“由公式（1-1）”。 

公式中用斜线表示“除”的关系时应采用括号，以免含糊不清，如 1/(bcosx)。通

常“乘”的关系在前，如 acosx/b 而不写成(a/b)cosx。 

 

（十一）插表 



表序一般按章编排，如第一章第一个插表的序号为“表 1-1”等。表序与表名之

间空一格，表名中不允许使用标点符号，表名后不加标点。表序与表名置于表上，用

中文居中排写。 

表头设计应简单明了，尽量不用斜线。表头中可采用化学符号或物理量符号。 

全表若使用同一单位，将单位符号移至表头右上角，加圆括号。 

表中数据应正确无误，书写清楚。数字空缺的格内加“-”字线（占 2 个数字宽度）。

表内文字或数字上下或左右相同时，采用通栏处理方式，不允许用“″”、“同上”

之类的写法。 

表内文字说明应起行空一格、转行顶格、句末不加标点。 

 

（十二）插图 

插图应与文字紧密配合，文图相符，技术内容正确。选图力求精练。 

1. 制图标准 

 插图应符合国家标准及专业标准。 

机械工程图：采用第一象限投影法，严格按照 GB4457～4460，GB131-83《机械

制图》标准规定。 

电气图：图形符号、文字符号等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流程图：原则上应采用结构化程序并正确运用流程框图。 

对无规定符号的图形应采用该行业的常用画法。 

2. 图题及图中说明 

每个图均应有图题（由图号和图名组成）。图号按章编排，如第一章第一图的图

号为“图 1-1”等。图题置于图下，用中文居中书写。有图注或其他说明时应置于图

题之上。图名在图号之后空一格排写。引用图应说明出处，在图题右上角加引用文献

号。图中若有分图时，分图号用 a）、b）等置于分图之下。 

图中各部分说明应采用中文（引用的外文图除外）或数字项号，各项文字说明置

于图题之上（有分图题者，置于分图题之上）。 

3. 插图编排 

插图与其图题为一个整体，不得拆开排写于两页。插图处的该页空白不够排写该

图整体时，则可将其后文字部分提前排写，将图移到次页最前面。 



4. 坐标单位 

有数字标注的坐标图，必须注明坐标单位。 

5. 毕业设计(论文)原件中照片图及插图 

毕业设计（论文）论文原件中的照片图均应是原版照片粘贴，不得采用复印方式。

照片可为黑白或彩色，应主题突出、层次分明、清晰整洁、反差适中。照片采用光面

相纸，不宜用布纹相纸。对金相显微组织照片必须注明放大倍数。 

毕业设计（论文）原件中的插图不得采用复印件。 

 

（十三）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写格式应符合 BG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常用参考文献编

写项目和顺序规定如下：（仅作参考，没有引用则不写引用起止页）  

             著作图书文献 

  序号      作者. 书名. 版次. 出版者，出版年：引用部分起止页 

                                               第一版应省略 

              翻译图书文献 

  序号      作者.书名. 译者. 版次. 出版者，出版年：引用部分起止页 

                                               第一版应省略 

              学术刊物文献 

  序号      作者. 文章名. 学术刊物名. 年，卷（期）：引用部分起止页  

              学术会议文献 

  序号      作者. 文章名. 编者名. 会议名称，会议地址，年份. 出版者，出版

年：引用部分起止页  

              学位论文类参考文献 

  序号      研究生名. 学位论文题目. 学校及学位论文级别. 答辩年份：引用部

分起止页  

产品说明书、各类标准、各种报纸上刊登的文章及未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著名

的内部报告如 PB、AD 报告及著名大公司的企业技术报告等除外）等不宜作为参考文

献引用。 

 



（十四）附录 

对需要收录于毕业设计（论文）中且又不适合书写正文中的附加数据、资料、详

细公式推导等有特色的内容，可作为附录排写，序号采用“附录 1”、“附录 2”等。 

 

三、 打印要求 

 

（一）字体和字号 

摘要题头     小二号黑体/Times New Roman 

摘要文字     小四号宋体/Times New Roman 

关键词      小四号黑体 

目录各章题序及标题  小四号黑体 

目录其余文字    小四号宋体       

各章题序及标题          小二号黑体 

各节的一级题序及标题    小三号黑体 

各节的二级题序及标题    四号黑体 

各节的三级题序及标题    小四号黑体 

款、项                  小四号黑体 

正文      小四号宋体 

 

（二）页眉和页脚 

毕业设计（论文）各页均加页眉，在版心上边线隔一行加粗线，宽 0.8mm，其上

居中打印页眉。页眉内容一律用“西南交通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字号用小

四号黑体。除此以外不得采用任何其它形式内容，页码置于页脚居中，采用形式为：

第 X 页，其中 X 为阿拉伯数字。页脚不加线。 

页眉和页脚示例见附录模板。 

 

（三）内封（扉页） 

1. 扉页 

 扉页是对毕业设计（论文）题目、导师、单位等较详细的说明，其格式为以下所

对应的内容： 

西南交通大学                 黑体小二号字，居中 



    毕业设计(论文)               黑体小二号字，居中 

    毕业设计(论文)中文题目       黑体二号字，居中 

    毕业设计(论文)英文题目   黑体二号字，居中 

 

                                                 英文题目中的字母 

                                                 要求全部大写 

               年    级                   

               姓    名                   

               专    业                   

               指导教师                   

   

（四）评语及任务书 

评语及任务书中字体采用小四号宋体，示例见附录模板。 

 

（五）摘要及关键词 

 摘要题头应居中，字样如下： 

                            摘    要   （小二号黑体） 

隔行书写摘要的文字部分。 

摘要文字之后隔一行顶格（齐版心左边线）写出关键词，格式如下： 

  关键词     词 ；词  ；…   ；词 

                              

                                           关键词 3～5 个 

                                           空一格 

                                           小四号黑体 

 

（六）目录 

 目录中各章题序及标题用小四号黑体，其余文字用小四号宋体。示例见附录模板。 

 

（七）正文层次 

 正文层次的编排建议用以下格式： 

表 1  层次代号及说明 

 

黑体小四号字，居中 



 

 

  章             第□章  □□……□                居中排 

                                              章编号用阿拉伯数字 

           □.1    □□……□ 

  节                                               空一格 

                                                   章编号，顶格 

           □. 1.1   □□……□                    不接排 

  条       □.1.1.1    □□……□   □□……□□   接排 

           □□…… 

  款              1. □□…□   □□…□□…□□   接排 

           □□…… 

  项          （1）□□…□    □□…□□…□□    接排 

      □□…… 

      ↑                                           ↑ 

   版心左边线                                  版心右边线 

各层次题序及标题不得置于页面的最后一行（孤行）。 

版心边线，上、下框线只起到说明作用，不必画出。 

 

（八）公式 

公式序号的右侧符号与右边线顶边排写。 

公式较长时最好在等号“=”处转行，如难实现，则可在＋、－、×、÷运算符

号处转行，转行时运算符号仅书写于转行式前，不重复书写。 

公式中第一次出现的物理量应给予注释，注释的转行应与破折号“—”后第一个

字对齐，格式见下列： 

式中     Mf—试样断裂前的最大扭矩（N·m）； 

                                     占二字 

 f
—试样断裂时的单位长度上的相对扭转角 

f

d

dl


 =

，（rad/mm） 

 

 公式中应注意分数线的长短（主、副分线严格区分），长分线与等号对齐，如 



21

21

32 )(2

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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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毕业设计(论文)印刷与装订 

装订时严格按照以下顺序： 

1．论文封面 

2．扉页（内封） 

3．白页 

4．学术诚信声明 

5. 版权使用授权书 

6. 评语 

7．任务书 

8．中文摘要 

9．英文摘要 

10．目录 

11．正文前为奇数页，在正文前面加一张白页，若为偶数页则不加白页。 

12．正文（绪论、正文、结论） 

13．致谢 

14．参考文献 

15．附录 

 

打印注意事项： 

1. 毕业设计（论文）全文要求电脑排版、打印，采用 A4 纸张双面印刷装订成册； 

2. 论文版心大小：155mm×245mm，页边距：上 2.6cm，下 2.6cm，左 2.7cm，右

2.7cm，装订线：0 cm，页眉居中；页码放在页脚居中, 无页脚线； 

3. 毕业设计（论文）正面封面一律采用学校统一印发的封面装订，按规定内容填

写封面的各项内容，专业按国家规范专业名称书写，不能附加任何其它说明； 

4. 扉页（内封）后加白页； 



5. 摘要、目录、物理量名称及符号表等正文前部分的页码用罗马数字单独编排，

正文以后的页码用形如第 X页，其中 X为阿拉伯数字； 

6. 行间距建议 1.5 倍，各学院可根据学科特点自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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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为论文题目，黑体 2 号字） 
 

 

 

 

 

 

 

（以下各项居中列） 

年    级: 

学    号: 

姓    名: 

专    业: 

指导老师: 

 

 

 

 

 

 

 

 

 

 

 

 

 

   年    月  



 



西南交通大学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学术诚信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毕业设计（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

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

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文的

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

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西南交通大学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毕业设计（论文）作者同意学校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

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西南交通大

学可以将本毕业设计（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

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毕业设计（论文）。 

              保密□，在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本论文属于 

              不保密□。 

（请在以上方框内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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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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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阅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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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 

 

班    级                学生姓名               学    号                   

发题日期：     年   月   日                  完成日期：          月    日 

题    目                                          

1、本设计（论文）的目的、意义                                                      

                                                                           

                                                                           

                                                                           

                                                                           

2、学生应完成的任务                                                        

                                                                           

                                                                           

                                                                           

                                                                           

                                                                           

3、本设计（论文）与本专业的毕业要求达成度如何？（如在知识结构、能力结构、

素质结构等方面有哪些有效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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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设计（论文）各部分内容及时间分配：（共  17  周） 

第一部分                                                       ( 周)  

第二部分                                                  ( 周)  

第三部分                                                   ( 周) 

第四部分                                                   ( 周)  

第五部分                                                ( 周) 

评阅及答辩                              ( 周) 

 

备    注                                                                                

                                                                                        

                                                                                        

 

指导教师：       年    月    日 

审 批 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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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有人曾经将 20 世纪称之为新闻媒体“裂变”的世纪。因为在 20 世纪中，多少个

风风雨雨从未有过变化的，仅只有报纸、杂志等的平面媒体的传播体系，却在这个世

纪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人们的生活中，不仅可以见到广播、电视这样的新媒

体，而且还出现了可以综合应用各种媒体的新媒体——网络。在网络出现后，它就像

病毒一样，疯狂的侵入了我们的生活。据统计，自从网络在 1994 年以来经历了商业

化的运作后，它便以人们意想不到的速度发展着。比如在达到 5000 万的用户上所花

费的时间，报纸用了近一个世纪，无线广播用了 38 年，而如今早已渗入到每个家庭

中的电视媒介也同样历经了 13 年的发展时间才达到这个规模，而看看网络，它仅用

了 4 年时间，就已经站上了这样的一个高度，成为了新兴的“第四类媒介”。同时，它

的用户增长正以其他媒介望尘莫及的速度持续上升着。正是由于网络具有这样庞大的

用户基数，以及具有的其他特性便推动了网络广告的诞生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