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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后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要求 

  

文后参考文献是指：“撰写或编辑论文和著作而引用的有关文献信息资源”。参考

文献类型及文献类型，本刊采用国家标准 GB/T 7714—2015《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

著录规则》的编写规则。 

一、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实例 

一) 专著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M].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可选). 

[1] 刘国钧,陈绍业.图书馆目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15-18. 

[2] 库恩 T S.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M].金吾伦,等译.2 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2. 

[3] ZHAO Xiaoqiang.Dynamical systems in population biology[M].2nd ed.New 

York:Springer,2017. 

二) 专著中析出的文献 

[序号]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M]∥专著主要责任者.专著题名:其

他题名信息.版本项.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的页码[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

径.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4] 程根伟.1998 年长江洪水的成因与减灾对策[M]∥许厚泽,等.长江流域洪涝灾

害与科技对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32-36. 

[5] 郭雳,陈俐利.红筹架构企业回归 A 股首发上市实践与监管研究[ M ]∥黄红

元,等.证券法苑:第 9 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三) 连续出版物中析出的文献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其他题名信息[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 数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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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唯一标识符. 

[6] 余罗兼,童昕,沈国浪,等.运用 GA-SVM 模型的砂石骨料分类方法[J].华侨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41(2):137-141.DOI:10.11830/ISSN.1000- 

5013.201908011. 

[7] TIAN Lei,JI Zhijian,HOU Ting,et al.Bipartite consensus of edge dynamics on 

coopetition multi-agent systems[J].Science China Information 

Sciences,2019,62(12):229-237.DOI:10.1007/s11432-01895333. 

四) 论文集中析出的文献 

[序号]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C]∥源文献主要责任者(可选).源文

献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8] 贾东琴,柯平.面向数字素养的高校图书馆数字服务体系研究[C]∥中国图书

馆学会.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 2011 年卷.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45-52. 

[9] CIMINI G,FOSSI V,IPPOLITI G,et al.Model predictive control solution for 

permanent magnet synchronous motors[C]∥Proceedings of the 39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EEE Industrial Electronics Society.Vienna:IEEE 

Press,2013:5824-5829.DOI:10.1109/IECON.2013.6700089. 

五) 报纸中析出的文献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10] 陆娅楠.更高起点 更高层次 更高目标: 专访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N].人民日报,2020-05-19(4). 

[11] FRENCH W. Between silences: A voice from China[N]. Atlantic Weekly, 

1987-08-15(33). 

六) 学位论文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D].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可选). 

[12] 赵伟鹏.济南地区帷幕型复合土钉墙有限元分析方法及应用[D].济南:济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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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2016.DOI:10.7666/d.D01049235. 

七) 报告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D].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可选). 

[13] 冯西桥. 核反应堆压力管道和压力容器的 LBB 分析[R]. 北京:清华大学核

能技术设计研究院,1997. 

[1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2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现状统计报告

[R/OL].(2012-01-16)[2013-03-26].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201201/P02

0120709345264469680.pdf. 

八) 标准 

[序号] 起草单位.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S].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可选). 

[15]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2003[S].北京: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29,76-77. 

[16]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EN 1052-3: 2002 Methods of test for 

masonry: Part 3: Determination of initial shear strength[S].London: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2002. 

九) 专利 

[序号] 专利所有者.专利题名:专利号[P].申请日期. 

[17] 张凯军,赵永杰,陈朝岗.轨道火车及高速轨道火车紧急安全制动辅助装置: 

201220158825.2[P].2012-04-05. 

[18] KOSEKI A,MOMOSE H,KAWAHITO M,et al.Compiler: US,828402[P/OL]. 

2002-05 -25[2002-05-28].http://FF&p=1&u=netahtml/PTO/search-boot.html&r=5&f=G&

l=50&col=AND&d=PG01&sl=IBM.AS.&OS=AN/BIM/RS=AN/BIM． 

十) 电子文献 

[序号] 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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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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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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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LIN Ming,CHEN Qiang,YAN Shuicheng.Network in 

network[EB/OL].(2013-12-16)[2014-03-04].https:∥arxiv.org/abs/1312.4400. 

十一) 其他未定义类型文献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Z].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二、 参考文献的著录用符号 

“.  ”用于题名项、析出文献题名项、其他责任者、析出文献其他责任者、连续

出版物的“年卷期或其他标识”项、版本项、出版项、连续出版物中析出文献的出处

项、获取和访问路径以及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前； 

“:”用于其他题名信息、出版者、引文页码、析出文献的页码、专利号前； 

“,”用于同一著作方式的责任者、“等”“译”字样、出版年、期刊年卷期标识中的

年和卷号、制作年、专利文献种类、专利国别、卷号、部分号、连续出版物中析出

文献的原文献题名； 

“；”用于同一责任者的合订题名以及期刊后续的年卷期标识与页码前,丛书号、

丛刊号、后续的“在原文献中的位置”项； 

“∥ ”用于专著、论文集中析出文献的出处项前； 

“( )”用于限定语、期号、部分号、报纸的版次、电子资源的更新或修改日期以

及非公元纪年的出版年； 

“[ ]” 用于文献序号、文献类型标识、电子资源的引用日期及自拟的信息； 

“/”用于合期的期号间以及文献载体标识前； 

“-”用于起讫序号和起讫页码间 

“?”除上述各项外,其余的著录项目后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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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参考文献著录格式的著录细则 

1)参考文献采用顺序编码制 

即按照其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以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序号置于方括号内。 

2)参考文献的著录来源是被著录的文献本身 

专著、连续出版物等可依次按题名页、封面、刊头等著录；缩微制品、录音制

品等非书资料可依据题名帧、片头、容器上的标签、附件等著录。 

3)参考文献原则上要求用文献本身的文字著录 

著录数字时,须保持文献上原有的形式。但对表示版次、期号、册次、页数、出

版年等数字用阿拉伯数字表示；版本用序数词缩写形式表示；原则上要求采用信息

资源本身的语种著录,必要时,可采用双语著录,但优先使用原语种著录格式,后采用其

他语种著录格式。  

4) 主要责任者或其他责任者 

多个责任者之间用逗号“,”,不是顿号“、”；主要责任者不超过 3 个时,全部照录；

超过 3 个时,著录前 3 个责任者,其后加“,等”或与之相应的词,如“,et al ”；英文作者姓

名采用“姓前名后”原则,具体格式是:姓全部大写著录,而名中国人全称,首字母大写,外

国人名为缩写(不加缩写点)；欧美著者的中译名只著录其姓,名缩写(不加缩写点)。 

5) 题名和源文献信息 

书名、论文名、文件名等题名信息不需要加书名号、引号；其他题名信息根据

信息资源外部特征的具体情况决定取舍。其他题名信息包括副题名,说明题名文字,

多卷书的分卷书名、卷次、册次,专利号,报告号,标准号等。 

著录外文文献题名时,首字大写字母,其余均为小写字母,特殊符号例外,缩写需符

合国际标准或者使用符合文献本身的习惯用法。英文书名、报刊名、出版地、出版

社的所有单词(非介词)均首字大写。 

6) 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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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版不著录,其他版本应著录,如 3 版。版本用阿拉伯数字、序数缩写形式或

其他标识表示。古籍的版本可著录“写本”“抄本”“刻本”“活字本”等。 

7) 出版项信息 

出版项应按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顺序著录,不可省略。 

文献中载有多个出版地,只著录第一个或处于显要位置的出版地。无出版地的

中文文献著录[出版地不详],外文文献著录“[S.l.]”,并置于方括号内。无出版地的电子

资源可省略此项。 

文献中载有多个出版者,只著录第一个或处于显要位置的出版者。无出版者的

中文文献著录[出版者不详],外文文献著录“[s.n.]”,并置于方括号内。 

出版年采用公元纪年,并用阿拉伯数字著录。如有其他纪年形式时,将原有的纪

年形式置于()内。报纸的出版日期按照“YYYY-MM-DD”格式,用阿拉伯数字著录。 

8) 其他要点  

每一条参考文献的结尾可用“.”号；页码、日期连接符号为半字线“-”,而不是波

纹线“~”或一字线“—”；文献类型标识不可省略,相关符号见附表；增刊中文用“增刊

1”,英文用“S1”等。 

附表 参考文献类型标识 

文献 

类型 

普通

图书 

会

议

集 

汇

编 

报

纸 

期

刊 

学位

论文 

报

告 

标

准 

专

利 

数

据

库 

计算机

程序 

电子

公告 

档

案 

舆 

图 

数

据

集 

其

他 

标志 

代码 
M C G N J D Ｒ S P DB CP EB A CM DS Z 

1. 文献类型/载体类型标识:[J/OL]网上期刊,[EB/OL]网上电子公告,[M/CD]光盘图书,[DB/OL]网上数据

库,[DB/MT]磁带数据库; 

2. 电子文献的载体类型:[OL]互联网,[CD]光盘,[MT] 磁带,[DK] 磁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