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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内容独立于正文而存在，是论文内容高度概括的简要陈述，应准确、具体、完整

地概括论文的主要信息，内容包括研究目的、方法、过程、成果、结论及主要创新之处等，

不含图表，不加注释，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一般为 400字左右。

“摘要”用三号黑体加粗居中，“摘”与“要”之间空 4个半角空格。摘要正文内容用

小四号宋体，固定 1.5倍行距。

论文的关键词是反映毕业设计（论文）主题内容的名词，一般为 3-5个，排在摘要正

文部分下方。关键词与摘要之间空一行。关键词之间用逗号分开，最后一个关键词后不加

标点符号。

关键词：关键词 1，关键词 2，关键词 3，关键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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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英文摘要应与中文摘相对应，250 个实词左右。采用第三人称介绍该学位论文内容，

叙述的基本时态为一般现在时，确实需要强调过去的事情或者已经完成的行为才使用过去

时、完成时等其他时态。

ABSTRACT为三号 Times New Roman加粗居中。

英文摘要正文为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固定 1.5 倍行距。英文关键词“KEY

WORDS”大写，其后的关键词第一个字母大写，关键词之间用半角逗号隔开。

KEY WORDS: Keywords1, Keywords2, Keywords3, Keyword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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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第一章 绪论

1.1课题背景和意义

绪论部分主要论述选题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本文主要研究的内容、研究思路

以及内容安排等。

章标题为三号黑体加粗居中；一级节标题（如，2.1本文研究内容）：四号黑体居左；

二级节标题（如，2.1.1实验方法）：小四号宋体居左。

正文部分为小四号宋体，行间距 1.5倍行距，首行缩进 2个字符。

1.2研究现状

1.3本文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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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第二章 正文

正文部分每一章应另起页书写书写，层次要清楚，内容要有逻辑性，正文一般不少于

15000字。正文部分因学科、选题特点可有差异，但必须言之成理，论据可靠，严格遵循

本学科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

中文为小四号宋体，英文及数字为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首行缩进 2个字符，行

间距为 1.5倍。

2.1插图格式要求

插图力求精炼，且每个插图均应有图序和图名。图序与图名位于插图下方，图序一般

按章节编排，如图 1-1（第一章第 1个图），在插图较少时可以全文连续编序，如图 10。

如一个插图由两个及以上的分图组成，分图用 (a)、(b)、(c)等标出，并标出分图名。

简单文字图可用WORD直接绘制，复杂的图考虑使用相应的图形绘制软件完成，以

提高图形表达质量。

插图居中排列，与上文文本之间空一行。图序图名设置为五号宋体居中，图序与图名

之间空一格。

引用：图 2-1、图 2-2、图 2-2(a)、图 2-2(b)的引用示例（见 tex文件）。

图 2-1每小时降水量 24小时均值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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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a)速度障碍集合 (b)速度障碍集合

图 2-2速度障碍法速度选择

2.2表格格式要求

表格的结构应简洁，一律采用三线表，应有表序和表名，且表序和表名位于表格上方。

表格可以逐章单独编序（如：表 2.1），也可以统一编序（如：表 10），采用哪种方式应和

插图及公式的编序方式统一。表序必须连续，不得重复或跳跃。

表格无法在同一页排版时，可以用续表的形式另页书写，续表需在表格右上角表序前

加“续”字，如“续表 2.1”，并重复表头。

表格居中，边框为黑色直线 1 磅，中文为五号宋体，英文及数字为五号 Times New

Roman字体，表序与表名之间空一格，表格与下文之间空一行。需要注意必须在 tabular环

境前手动指定字号（见 tex文件）。

引用：表 2.1的引用示例（见 tex文件）。

表 2.1降水率分级统计

降水率 (mm/h)分级 该等级所占比例 (%) 降水等级描述

0 ≤ x < 0.5 90.36 没有雨或雨很小

0.5 ≤ x < 2.0 6.41 小雨

2.0 ≤ x < 5.0 2.04 中雨

5.0 ≤ x < 10.0 0.10 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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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2.3表达式

论文中的公式应注序号并加圆括号，序号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序（如（28））或逐

章编序（如（3.6）），编号方式应与插图、表格方式一致。序号排在版面右侧，且距右边距

离相等。公式与序号之间不加虚线。

长公式在一行无法写完的情况下，原则上应在等号（或数学符号，如“+”、“-”号）处

换行，数学符号在换行的行首。

公式及文字中的一般变量（或一般函数）（如坐标 X、Y，电压 V，频率 f）宜用斜体，

矢量用粗斜体如 S或白斜体上加单箭头，常用函数（如三角函数 cos、对数函数 ln等）、数

字运算符、化学元素符号及分子式、单位符号、产品代号、人名地名的外文字母等用正体。

公式排版时可选中模板中的“公式式样”，先将光标移至公式前，按“Tab”键，公式

居中；再将光标移至编号前，按“Tab”键移动一个制表符位置，使公式编号右对齐。

Vcell = EOCV − Voct − Vohm − Vconc (2.1)

引用：公式 (2.1)的引用示例（见 tex文件）。

2.4注释

正文中有个别名词或情况需要解释时，可加注说明，注释采用页末注（将注文放在加

注页的下端）。在引文的右上角标注序号 1、 2、⋯⋯，如“马尔可夫链 1”。若在同一页中

有两个以上的注时，按各注出现的先后，顺序编号。引文序号，以页为单位，且注释只限

于写在注释符号出现的同页，不得隔页。

注释采用小五号宋体，英文及数字为小五号 Times New Roman字体，利用“引用”插

入脚注功能插入。

1马尔科夫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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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第三章 总结与展望

3.1工作总结

最后一章结论与展望着重总结论文的创新点或新见解及研究展望或建议。

结论是对论文主要研究结果、论点的提炼与概括，应准确、简明、完整、有条理，使

人看后就能全面了解论文的意义、目的和工作内容。主要阐述自己的创造性工作及所取得

的研究成果在本学术领域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

结论要严格区分自己取得的成果与导师及他人的科研工作成果。在评价自己的研究工

作成果时，要实事求是，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自己的研究是“首次”的、“领先”的、“填

补空白”的，否则应避免使用这些或类似词语。

3.2工作展望

展望或建议，是在总结研究工作和现有结论的基础上，对该领域今后的发展方向及重

要研究内容进行预测，同时对所获研究结果的应用前景和社会影响加以评价，从而对今后

的研究有所启发。

5



东南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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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附录 A 附录名称

对于一些不宜放入正文中、但作为毕业设计（论文）又不可残缺的组成部分或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的内容，可编入毕业设计（论文）的附录中，例如，正文内过于冗长的公式推

导、方便他人阅读所需的辅助性数学工具或表格、重复性数据和图表、非常必要的程序说

明和程序全文、关键调查问卷或方案等。

附录的格式与正文相同，如有多个附录需依顺序用大写字母 A，B，C，⋯⋯编序号，

如附录 A，附录 B，附录 C，⋯⋯。只有一个附录时也要编序号，即附录 A。每个附录应

有标题，如：“附录 A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及注意事项”。

附录一般与论文全文装订在一起，与正文一起编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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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致 谢

学位论文正文和附录之后，一般应放置致谢（后记或说明），主要感谢指导老师和对

论文工作有直接贡献和帮助的人士和单位。致谢言语应谦虚诚恳，实事求是。字数一般不

超过 1000个汉字。

“致谢”用三号黑体加粗居中，两字之间空 4个半角空格。致谢内容为小四号宋体，1.5

倍行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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