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学年论文（设计）格式 

 

（2017 年 3 月修订） 

 

一、学年论文（设计）的构成、装订及打印 

经济学院学年论文（设计）包括以下各组成部分，并按照下列顺序装订： 

1. 封面 

2. 学年论文成绩评定表 

3. 目录 

4. 学年论文正文（包括论文题目、署名、内容摘要和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 

    如有附录，包括调查问卷等其他与学年论文（设计）相关的材料，装订在参考文献

之后。 

学年论文一律采用 A4 纸打印，页边距为上（2 厘米）、下（2 厘米）、左（3 厘米）、

右（2 厘米）。 

 

二、学年论文各项内容的格式要求 

1. 封面 

使用学院统一制定的学年论文封面，学生可从学院相关网页下载。学生需填写封面

上各项内容，字体为宋体，字号小三，居中对齐。 

2. 目录页 

单独一页进行撰写。 

目录标题为黑体，加粗，小三，居中，目录两字之间空两格。目录标题和目录内容

之间空一行。目录内容包括内容摘要、正文一级、二级标题、参考文献，并列示页码，

字体为宋体小四，行距为固定值 26 磅（参照附件 1：目录页示例）。 

3. 论文题目 

论文题目一般不超过 20 个字，需简练准确。字体黑体，加粗，小三，居中。（参照

附件 2：正文首页示例） 

4. 署名 

署名包括学生姓名和指导教师姓名，与题目之间空一行。字体宋体，小四，居中，

学生姓名与指导教师之间空两格。（参照附件 2：正文首页示例） 

5. 内容摘要和关键词 

内容摘要与署名之间空两行。 

内容摘要标题为宋体、加粗、五号；摘要内容 200-500 字左右，字体为宋体、常规、



 

五号，1.5 倍行距。关键词标题为宋体、加粗、五号；关键词 3-5 个，关键词之间用分

号隔开，字体为宋体、常规、五号，1.5 倍行距。（参照附件 2：正文首页示例） 

6. 正文 

正文内容与关键词之间空两行。正文字体为宋体、五号，段落为首行缩进 2 字符，

1.5 倍行距。 

正文中各级标题的写法是，一级标题为“一、”（黑体小四），二级标题为“(一)”

（宋体小四），三级标题为“1、”（宋体五号）。 

不需要设置页眉，页码从正文第 1 页设置，页码位于页面底端右侧，格式为 1、2、

3、……。（参照附件 2：正文首页示例） 

7. 注释 

论文中需要对相关内容做进一步说明，同时又不影响正文行文流畅性时，可插入注

释，注释一律使用脚注。脚注编号为①、②、③……，脚注内容为宋体、常规、小五。

（参照附件 2：正文首页示例） 

8. 公式或算式 

公式或算式采用阿拉伯数字依次编号：（1）、（2）……，公式编号位于该式所在行

的最右侧，公式内容居中。对于较长的公式只可在符号处（+、-、*、/、≤、≥等）转行。

（参照附件 2：正文首页示例） 

9.  图表 

图和表采用阿拉伯数字分别依次编号：如图 1、图 2……，表 1、表 2……。图标题

位于图下方，宋体、加粗、五号、居中，图编号与标题之间空一格。表标题在表上方，

宋体、加粗、五号、居中，表编号左对齐。 

图表位置居中，图表内容宋体、常规、小五。表格宽度与页面宽度一致，表格内容

为单倍行距，最大不超过固定值 22 磅；表格两边不封口，上下边框线略粗。 

所有图表必须注明资料来源或数据来源，位置在图表下方左侧，首行缩进 2 字符。

包括数据的图表还必须注明数据单位，位置在图表标题旁边。（参照附件 3：图表示例） 

10.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标题为黑体、常规、五号。参考文献采用［1］、［2］、［3］……编号排序，

英文文献在前，中文文献在后，英文按首字母排序，中文按首字拼音排序。参考文献内

容为宋体、常规、五号，无缩进，1.5 倍行距。 

期刊需列明内容及格式为： 

［序号］作者．篇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 

专著需列明内容及格式为： 



 

［序号］作者．书名［M］．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章节． 

所有文献都必须注明文献类型标识，如期刊为［J］，著作为［M］。其他文献如论文

集［C］、学位论文［D］、报纸文章［N］等，具体格式参考国家标准《文后参考文献著

录规则》（GB7714-87）。（参照附件 4：参考文献示例）。 

11. 附录 

附录是论文主体的补充项目，为了体现整篇论文的完整性，写入正文可能影响论文

的条理性、逻辑性和精炼性，这些材料可以写入附录段，但对于每篇论文并不是必须的。

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 比正文更为详尽的理论根据、研究方法和技术要点，建议可以阅读的参考文

献的题录，对了解正文内容有用的补充信息等； 

（2）由于篇幅过长或取材于复制品而不宜写入正文的材料； 

（3）一般读者并非必要阅读，但对本专业同行很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4）某些重要的原始数据、数学推导、计算程序、框图、结构图、统计表、计算

机打印输出件等。 

附录依次用大写正体英文字母 A、B、C……编序号，如附录 A，附录 B；如果只有

一个附录，也应编为附录 A。 

附录中的图、表、公式、参考文献等另行用阿拉伯数字编号，但在数码前冠以附录

序码，与正文区别，如：图 A-1；表 A-1；式（B-1）；文献[A-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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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标题：黑体，加粗，小三号，

居中，目录两字之间空两格 

目录标题与内容之间空一行 

目录内容包括：内容摘要、一级和二级标题、参考文献，并列示相应页码； 

字体为宋体、常规、小四，无缩进，行距为固定值 26 磅 

 

附件 1：目录页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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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XXXXXXX 

 

学生：XXX  指导教师：XXX 

 

 

内容摘要：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 

关键词：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 

一、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 

（一）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 

1、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
①………… 

………… 

                     （1） 

 

 

 

 

 

                                                             
①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0 1 1 2 2 k ky x x x u        

题目与署名之间空一行 

内容摘要和关键词：宋体、加粗、五号；

摘要和关键词内容：宋体、常规、五号，

首行缩进 2 字符，行距 1.5 倍；关键词之

间用分号隔开 

正文开始，宋体、五号，首行缩进 2字符，行距 1.5倍 

一级标题“一、”，黑体、小四 

脚注内容为宋体、常规、小五 

论文题目：黑体、加粗、

小三，居中 

 

署名：宋体、小四，居

中；学生姓名与指导教

师之间空两格 署名与内容摘要之间空两行 

 

关键词与正文之间空两行 

二级标题“（一）”，宋体、小四 

三级标题“1、”宋体、五号 

 

文中插入脚注，脚注编号为①、②…，并在页面底端进行说明 

 

附件 2：正文首页示例 

公式或算式：内容居中，编号位于最右侧 

页码从正文首页开始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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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 

表 1             2008 年甘肃和全国装备制造业平均企业拥有资产对比          单位： 万元/% 

  金属 

制品 

通用 

设备 

专用 

设备 

交通 

运输 

电气机械及

器材制 

通信设备、电

子设备 

仪器仪表、文

化办公 

甘肃 4588 6140 10852 15917 9676 53127 3358 

全国 3906 5271 7245 16559 8064 18828 6783 

甘肃/全国 1.17 1.2 1.5 0.96 1.2 2.82 0.5 

数据来源：2008年国家统计年鉴。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图 1 2009-2013 年甘肃省地区 GDP 及人均 GDP 单位：亿元/元 

数据来源：2014年国家统计年鉴。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表标题位于表上方。表编号采用阿拉伯数字依序编码，表编号左对齐，无缩进；表标题宋体、

加粗、五号，居中；单位右对齐，如图表中包括两个单位，应一起注明。 

表中内容字体宋体、常规、小五号、居中，单倍行距；表格内容较少时，行距可以适度扩大，

最大不超过固定值 22 磅（如示例）；表格宽度与页面宽度一致；表格两边不封口，上下边框

线略粗。数据来源在表下方左侧注明，宋体五号，首行缩进 2 字符。 

附件 3：图表示例 

图标题位于图下方，宋体、加粗、五号、居中；图编号采用阿拉伯数字依序编码，图编

号与标题之间空一格；单位注在标题右边。图中内容宋体，字体 9号（excel）；图例位

置为底部。数据来源在图标题下方左侧注明，宋体五号，首行缩进 2 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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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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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结束，正文结尾和参考文献之间空两行 

 

参考文献标题：黑体、常规、五号，左对齐 

 

附件 4：参考文献示例 

参考文献排序：英文在前，中文在后，英文按首字母排序，中文按首字拼音排序。  

参考文献正文：字体宋体、常规五号，段落无缩进，1.5 倍行距。  

 

 

 

 

参考文献格式： 

［1］、［2］为期刊，格式为：［序号］作者．篇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 

［3］为专著，格式为：［序号］作者．书名［M］．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章节． 

其他文献格式参考国家标准《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7714-87），主要包括： 

论文集：［序号］作者．文献题名[C] ，主编，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学位论文：［序号］作者．文献题名［D］．保存地：保存单位，年份：起止页码． 

报纸文章：［序号］作者．文献题名［N］．出版地：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电子文献：［序号］作者．电子文献题名［文献类型/载体类型］．电子文献的出版或可获得地址，

发表或更新的期/引用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