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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编写规则 

为规范我校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编写格式，根据《学位论文编写规则》(GB/T 7713.1 

- 2006)，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编写规则。 

1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文档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文档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论文（设计）材料）编排顺序依次是前置部分、主体部分、结尾部分、《浙

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考核表》。 

第二部分（开题材料）编排顺序依次是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封面、指导教师对文献综

述和开题报告具体要求、目录、文献综述、开题报告、外文翻译和外文原文、《浙江大学

本科生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考核表》。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文档的纸质版，可作为院（系）教学资料存档保存，参

照上述编排顺序，打印装订成册，其中封面和篇章页、题名页、承诺书、致谢、摘要、《浙

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考核表》、

指导教师对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具体要求、《浙江大学本科生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考核表》

应单面打印，其它部分内容应双面打印；主体部分各章之间应分页。论文检测报告（可选

用首页）、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专家评阅意见、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

计）现场答辩记录表等文档可作为附件打印装订在最后面。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文档的电子版，其内容中应不包含指导性、评价性及成

绩考核等内容，如：《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

论文（设计）考核表》、指导教师对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具体要求、《浙江大学本科生文献

综述和开题报告考核表》、论文检测报告、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专家评阅意

见、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现场答辩记录表等。 

1.1 前置部分 

(1) 封面 

(2) 题名页（可根据需要） 

(3) 承诺书 

(4) 勘误页（可根据需要） 

(5) 致谢（可根据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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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摘要页 

(7) 序言或前言（可根据需要） 

(8) 目录 

(9) 图和附表清单（可根据需要） 

(10)符号、标志、缩略词、首字母缩写、计量单位、术语等的注释表（可根据需要） 

1.2 主体部分 

(1) 绪论（引言） 

(2) 正文 

(3) 结论 

1.3 结尾部分 

(1) 参考文献 

(2) 附录（可根据需要） 

(3) 分类索引、关键词索引（可根据需要） 

(4) 作者简历（可根据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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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写规范与要求 

2.1 语种要求 

论文撰写语种，对于国际学生，参照 2017 年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联发的第 42

号令《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执行；非国际学生遵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2.2 前置部分 

2.2.1 封面 

作者学号：全日制学生需要填写学号。 

论文题目：应准确概括整个论文的核心内容，简明扼要，一般不能超过 25 个汉字，

英文题目翻译应简短准确，一般不应超过 150 个字母，必要时可以加副标题。 

2.2.2 承诺书 

见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承诺书。 

2.2.3 致谢 

致谢对象限于对课题工作、毕业论文（设计）完成等方面有较重要帮助的人员。 

2.2.4 摘要 

包括中文摘要和英文摘要两部分。摘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即不阅读论文全文就

能获得必要信息。摘要的内容应包含与论文等同量的主要信息，供读者确定有无必要阅读

全文，也可供二次文献采用。摘要应说明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等，重点是结果和

结论。不宜使用图、表、化学结构式、非公知公用的符号和术语。中文摘要的字数一般为

300-600 字以内，英文摘要实词在 300 个左右。英文摘要应与中文摘要内容相对应。摘要

最后另起一行，列出 3-8 个关键词。关键词应体现论文特色，具有语义性，在论文中有明

确的出处，并应尽量采用《汉语主题词表》或各专业主题词表提供的规范词。 

2.2.5 序言或前言 

毕业论文（设计）的序言或前言，一般是作者对本篇论文基本特征的简介，如说明研

究工作缘起、背景、主旨、目的、意义、编写体例，以及资助、支持、协作经过等。这些

内容也可在正文引言中说明。 

2.2.6 目录 

论文中内容标题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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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图和附表清单 

论文中如图表较多，可以分别列出清单置于目录之后。图的清单应有序号、图题和页

码。表的清单应有序号、表题和页码。 

2.2.8 符号、标志、缩略词、首字母缩写、计量单位、术语等的注释表 

2.3 主体部分 

包括绪论（引言）、正文和结论。 

2.3.1 一般要求 

2.3.1.1 绪论（引言） 

应包括论文的研究目的、流程和方法等。论文研究领域的历史回顾、文献回溯、理论

分析等内容，应独立成章，用足够的文字叙述。 

2.3.1.2 正文 

主体部分由于涉及不同的学科，在选题、研究方法、结果表达方式等有很大的差异，

不能作统一的规定。但是，必须实事求是、客观真切、准备完备、合乎逻辑、层次分明、

简练可读。 

图：图包括曲线图、构造图、示意图、框图、流程图、记录图、地图、照片等。图

应具有“自明性”；图宜有图题，即名称，置于图的编号后。图的编号和图题置于图下方；

照片图要求主题和主要显示部分的轮廓鲜明，便于制版。如用放大缩小的复制品，必须清

晰，反差适中。照片上应有表示目的物尺寸的标度。 

表：表应具有“自明性”。表宜有表题，即表的名称，置于表的编号之后。表的编号

和表题应置于表上方。表的编排，一般是内容和测试项目由左至右横读，数据依序竖读。 

表的编排建议采用国际通行的三线表，如某个表需要转页接排，在随后的各页上应重

复表的编号。编号后跟表题（可省略）和“（续）”，置于表上方。续表均应重复表头。 

公式：论文中的公式应另行起，并缩格书写，与周围文字留足够的空间区分开。如

有两个以上的公式，应用从“1”开始的阿拉伯数字进行编号，并将编号置于括号内。公

式的编号右端对齐。公式较多时，应分章编号。较长的公式需要转行时，应尽可能在“＝”

处回行，或者在“+”、“－”、“×”、“/”等记号处回行。公式中分数线的横线，其长度应

等于或略大于分子和分母中较长的一方。如正文中书写分数，应尽量将其高度降低为一行。

如将分数线书写为“/”，将根号改为负指数。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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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2/1

2
1

或写成将  

引文标注：论文中引用的文献的标注方法遵照《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可采用顺序编码制，也可采用著者－出版年制，但全文必须统一。如： 

德国学者 N.克罗斯研究了瑞士巴塞尔市附近侏罗山中老第三纪断裂对第三系摺皱的

控制[25-28]；之后，他又描述了西里西亚第 3 条大型的近南北向构造带，并提出地槽是在不

均一的块体的基底上发展的思想[29]。(顺序编码制) 

结构分析的子结构法最早是为解决飞机结构这类大型和复杂结构的有限元分析问题

而发展起来的（Przemienicki,1968）(标注著者姓氏和出版年的著者－出版年制) 

Brodaway 等（1986）报道在人工饲料中添加蛋白酶抑制剂会抑制昆虫的生长和发育。

Johnson 等（1993）报道蛋白酶抑制剂基因在烟草中表达，可有效减少昆虫的危害。（标

注出版年的著者－出版年制） 

注释：当论文中的字、词或短语，需要进一步加以说明，而又没有具体的文献来源

时，用注释。注释一般在社会科学中用得较多。应控制论文中的注释数量，不宜过多。注

释采用文中编号加“脚注”的方式，置于当页的页脚。 

2.3.1.3 结论 

论文的结论是最终的、总体的结论。结论应包括论文的核心观点，交代研究工作的局

限，提出未来工作的意见或建议。结论应该准确、完整、明确、精炼。如果不能导出一定

的结论，也可没有结论而进行必要的讨论。 

2.3.2 章节图表标号及版面规则 

2.3.2.1 章节标号 

章、节编号全部顶格排，按序分层，层次以少为宜，编号与标题之间空 1 个字的间隙。

各层次标题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连续标号；不同层次的数字之间用小圆点“．”相隔，末位

数字后面不加点号，如“1”，“1.1”，“1.1.1”等。正文另起行，前空 2 个字起排，回行时

顶格排。 

2.3.2.2 图、表等标号 

论文中的图、表、附注、公式、算式等，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分章依序连续编码。其标

注形式应便于互相区别，如：图 l.1(第 1 章第一个图)、图 2.2(第二章第二个图)；表 3.2(第

三章第二个表)等。图、表标题均采用五号宋体加粗。表格中文字采用 5 号宋体，行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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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倍行间距。 

2.3.2.3 页码、页眉编写规则 

第一部分中的前置部分用罗马数字单独编连续码（封面不编排页码），主体和结尾部

分用阿拉伯数字编连续码，结尾中的附录、作者简历可不编排页码。 

第二部分“目录”用罗马数字编连续码，“文献综述、开题报告、外文翻译”用阿拉

伯数字编连续码，封面不编排页码，外文原文可不编排页码。 

页码排在页脚居中位置。页眉、页脚文字均采用小五号宋体，建议：左侧页（偶数页）

页眉左侧为“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右侧页（奇数页）页眉右侧为论文（设

计）题目；页眉下横线为单横线。 

2.3.2.4 版面 

论文在打印和印刷时需纸张的四周留足空白边缘，每一面的上方和左侧分别留 25mm

以上间隙，下方和右侧留 20mm 以上间隙。 

2.4 结尾部分 

2.4.1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表是文中引用的有具体文字来源的文献集合，其著录项目和著录格式遵照

《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 的规定执行。 

参考文献表应置于正文后，用 5 号宋体，行间距为单倍行距，并另起页。所有被引用

文献均要列入参考文献表中。 

参考文献表采用顺序编码制组织时，各篇文献应按正文部分标注的序号依次列出。 

参考文献表采用著者-出版年制组织时，各篇文献首先按文种集中，可分为中文、日

文、西文、俄文、其他文种 5 部分；然后按著者字顺和出版年排列。 

正文中未被引用但被阅读或具有补充信息的文献可集中列入附录中，其标题为“书目”。 

顺序编码制参考文献表示例： 

[1] 胡承正，周详，缪灵. 理论物理概论：上[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112. 
[2] 机械工程手册编委会. 机械工程手册：第六卷传动设计卷[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7. 
[3] ENGEL P A.  Impact wear of materials[M]. 2nd ed. New York:Elsevier, 1986. 
[4] 拉达伊 D. 焊接热效应：温度场与变形[M]. 熊第京等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7. 
[5] 陶仁骥. 密码学与数学[J]. 自然杂志, 1984, 7(3): 627-629. 
[6] 张筑生. 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D] . 北京：北京大学, 1983. 
[7] 张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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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董辅礽. MBO全面推广尚有困难

[EB/OL].(2002-12-12)[2003-04-07].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FI-c/245710.htm.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FI-c/2457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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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出版年制参考文献表示例： 

尼葛洛庞帝，1996. 数字化生存[M]. 胡泳，范海燕，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汪冰，1997. 电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研究[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6. 
杨宗英，1996. 电子图书馆的现实模型[J].中国图书馆学报(2):24-29. 
BAKER S K, JACKSON M E, 1995. The future of resource sharing[M]. New York: The Haworth Press. 
CHERNIK B E, 1982.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ervices for library technicians[M]. Littleton, Colo.: Libraries 
Unlimited, Inc. 

注意： 

（1）各项目之间的标点符号用 Times New Roman 小黑点“.”，文献末加小黑点； 

（2）外文文献名第一个词首字母和每个实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余为小写； 

（3）编著者不超过三位时，可全部照录；超过三位时，只著录三位，其后加“等”字或

其他与之相应的外文字； 

（4）参考文献在正文中的表示方法是：序号加方括号，写在有关正文的右上角，如“二

次铣削[1, 3-5]”。但提及的参考文献为文中的说明时，则文献序号应与正文平排，如“由参

考文献[4, 8, 10-14]可知”。 

（5）个人著者，其姓全部著录，字母全大写，名可缩写为首字母；如用首字母无法识别

该人名时，则用全名。采用姓在前名在后的著录形式。欧美著者的名可用缩写字母，缩写

名后省略缩写点。欧美著者的中译名只著录其姓；同姓不同名的欧美著者，其中译名不仅

要著录其姓，还需著录其名的首字母。 

2.4.2 附录 

附录作为主体部分的补充，并不是必需的。 

下列内容可以作为附录编于论文后： 

为了整篇论文材料的完整，但编入正文又有损于编排的条理性和逻辑性，这一材料包

括比正文更为详尽的信息、研究方法和技术更深入的叙述，对了解正文内容有用的补充信

息等； 

由于篇幅过大或取材于复制品而不便于编入正文的材料； 

不便于编入正文的罕见珍贵资料； 

对一般读者并非必要阅读，但对本专业同行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某些重要的原始数据、数学推导、结构图、统计表、计算机打印输出件等。 

附录编号、附录标题各占一行，置于附录条文之上居中位置。每个附录通常应另起页，

如果有多个较短的附录，也可接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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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索引 

根据需要可以编排分类索引，关键词索引等。 

2.4.4 作者简历 

包括教育经历、工作经历、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完成的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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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规范我校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编写格式，根据《学位论文编写规则》(GB/T 7713.1 - 2006)，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编写规则。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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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撰写语种，对于国际学生，参照2017年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联发的第42号令《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执行；非国际学生遵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前置部分
	封面
	作者学号：全日制学生需要填写学号。
	论文题目：应准确概括整个论文的核心内容，简明扼要，一般不能超过25个汉字，英文题目翻译应简短准确，一般不应超过150个字母，必要时可以加副标题。

	承诺书
	见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承诺书。

	致谢
	致谢对象限于对课题工作、毕业论文（设计）完成等方面有较重要帮助的人员。

	摘要
	包括中文摘要和英文摘要两部分。摘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即不阅读论文全文就能获得必要信息。摘要的内容应包含与论文等同量的主要信息，供读者确定有无必要阅读全文，也可供二次文献采用。摘要应说明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等，重点是结果和结论。不宜使用图、表、化学结构式、非公知公用的符号和术语。中文摘要的字数一般为300-600字以内，英文摘要实词在300个左右。英文摘要应与中文摘要内容相对应。摘要最后另起一行，列出3-8个关键词。关键词应体现论文特色，具有语义性，在论文中有明确的出处，并应尽量采用《汉语...

	序言或前言
	毕业论文（设计）的序言或前言，一般是作者对本篇论文基本特征的简介，如说明研究工作缘起、背景、主旨、目的、意义、编写体例，以及资助、支持、协作经过等。这些内容也可在正文引言中说明。

	目录
	论文中内容标题的集合。

	图和附表清单
	论文中如图表较多，可以分别列出清单置于目录之后。图的清单应有序号、图题和页码。表的清单应有序号、表题和页码。

	符号、标志、缩略词、首字母缩写、计量单位、术语等的注释表

	主体部分
	包括绪论（引言）、正文和结论。
	一般要求
	绪论（引言）
	应包括论文的研究目的、流程和方法等。论文研究领域的历史回顾、文献回溯、理论分析等内容，应独立成章，用足够的文字叙述。
	正文
	主体部分由于涉及不同的学科，在选题、研究方法、结果表达方式等有很大的差异，不能作统一的规定。但是，必须实事求是、客观真切、准备完备、合乎逻辑、层次分明、简练可读。
	图：图包括曲线图、构造图、示意图、框图、流程图、记录图、地图、照片等。图应具有“自明性”；图宜有图题，即名称，置于图的编号后。图的编号和图题置于图下方；照片图要求主题和主要显示部分的轮廓鲜明，便于制版。如用放大缩小的复制品，必须清晰，反差适中。照片上应有表示目的物尺寸的标度。
	表：表应具有“自明性”。表宜有表题，即表的名称，置于表的编号之后。表的编号和表题应置于表上方。表的编排，一般是内容和测试项目由左至右横读，数据依序竖读。
	表的编排建议采用国际通行的三线表，如某个表需要转页接排，在随后的各页上应重复表的编号。编号后跟表题（可省略）和“（续）”，置于表上方。续表均应重复表头。
	公式：论文中的公式应另行起，并缩格书写，与周围文字留足够的空间区分开。如有两个以上的公式，应用从“1”开始的阿拉伯数字进行编号，并将编号置于括号内。公式的编号右端对齐。公式较多时，应分章编号。较长的公式需要转行时，应尽可能在“＝”处回行，或者在“+”、“－”、“×”、“/”等记号处回行。公式中分数线的横线，其长度应等于或略大于分子和分母中较长的一方。如正文中书写分数，应尽量将其高度降低为一行。如将分数线书写为“/”，将根号改为负指数。示例：
	引文标注：论文中引用的文献的标注方法遵照《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可采用顺序编码制，也可采用著者－出版年制，但全文必须统一。如：
	德国学者N.克罗斯研究了瑞士巴塞尔市附近侏罗山中老第三纪断裂对第三系摺皱的控制[25-28]；之后，他又描述了西里西亚第3条大型的近南北向构造带，并提出地槽是在不均一的块体的基底上发展的思想[29]。(顺序编码制)
	结构分析的子结构法最早是为解决飞机结构这类大型和复杂结构的有限元分析问题而发展起来的（Przemienicki,1968）(标注著者姓氏和出版年的著者－出版年制)
	Brodaway等（1986）报道在人工饲料中添加蛋白酶抑制剂会抑制昆虫的生长和发育。Johnson等（1993）报道蛋白酶抑制剂基因在烟草中表达，可有效减少昆虫的危害。（标注出版年的著者－出版年制）
	注释：当论文中的字、词或短语，需要进一步加以说明，而又没有具体的文献来源时，用注释。注释一般在社会科学中用得较多。应控制论文中的注释数量，不宜过多。注释采用文中编号加“脚注”的方式，置于当页的页脚。
	结论
	论文的结论是最终的、总体的结论。结论应包括论文的核心观点，交代研究工作的局限，提出未来工作的意见或建议。结论应该准确、完整、明确、精炼。如果不能导出一定的结论，也可没有结论而进行必要的讨论。

	章节图表标号及版面规则
	章节标号
	章、节编号全部顶格排，按序分层，层次以少为宜，编号与标题之间空1个字的间隙。各层次标题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连续标号；不同层次的数字之间用小圆点“．”相隔，末位数字后面不加点号，如“1”，“1.1”，“1.1.1”等。正文另起行，前空2个字起排，回行时顶格排。
	图、表等标号
	论文中的图、表、附注、公式、算式等，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分章依序连续编码。其标注形式应便于互相区别，如：图 l.1(第1章第一个图)、图2.2(第二章第二个图)；表3.2(第三章第二个表)等。图、表标题均采用五号宋体加粗。表格中文字采用5号宋体，行距为单倍行间距。
	页码、页眉编写规则
	第一部分中的前置部分用罗马数字单独编连续码（封面不编排页码），主体和结尾部分用阿拉伯数字编连续码，结尾中的附录、作者简历可不编排页码。
	第二部分“目录”用罗马数字编连续码，“文献综述、开题报告、外文翻译”用阿拉伯数字编连续码，封面不编排页码，外文原文可不编排页码。
	页码排在页脚居中位置。页眉、页脚文字均采用小五号宋体，建议：左侧页（偶数页）页眉左侧为“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右侧页（奇数页）页眉右侧为论文（设计）题目；页眉下横线为单横线。
	版面
	论文在打印和印刷时需纸张的四周留足空白边缘，每一面的上方和左侧分别留25mm以上间隙，下方和右侧留20mm以上间隙。


	结尾部分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表是文中引用的有具体文字来源的文献集合，其著录项目和著录格式遵照《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的规定执行。
	参考文献表应置于正文后，用5号宋体，行间距为单倍行距，并另起页。所有被引用文献均要列入参考文献表中。
	参考文献表采用顺序编码制组织时，各篇文献应按正文部分标注的序号依次列出。
	参考文献表采用著者-出版年制组织时，各篇文献首先按文种集中，可分为中文、日文、西文、俄文、其他文种5部分；然后按著者字顺和出版年排列。
	正文中未被引用但被阅读或具有补充信息的文献可集中列入附录中，其标题为“书目”。
	顺序编码制参考文献表示例：
	胡承正，周详，缪灵. 理论物理概论：上[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112.
	机械工程手册编委会. 机械工程手册：第六卷传动设计卷[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7.
	ENGEL P A.  Impact wear of materials[M]. 2nd ed. New York:Elsevier, 1986.
	拉达伊D. 焊接热效应：温度场与变形[M]. 熊第京等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7.
	陶仁骥. 密码学与数学[J]. 自然杂志, 1984, 7(3): 627-629.
	张筑生. 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D] . 北京：北京大学, 1983.
	张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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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辅礽. MBO全面推广尚有困难[EB/OL].(2002-12-12)[2003-04-07]. Uhttp://www.china.com.cn/chinese/FI-c/245710.htmU.
	著者-出版年制参考文献表示例：
	尼葛洛庞帝，1996. 数字化生存[M]. 胡泳，范海燕，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汪冰，1997. 电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研究[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6.
	杨宗英，1996. 电子图书馆的现实模型[J].中国图书馆学报(2):24-29.
	BAKER S K, JACKSON M E, 1995. The future of resource sharing[M]. New York: The Haworth Press.
	CHERNIK B E, 1982.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ervices for library technicians[M]. Littleton, Colo.: Libraries Unlimited, Inc.
	注意：
	（1）各项目之间的标点符号用Times New Roman小黑点“.”，文献末加小黑点；
	（2）外文文献名第一个词首字母和每个实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余为小写；
	（3）编著者不超过三位时，可全部照录；超过三位时，只著录三位，其后加“等”字或其他与之相应的外文字；
	（4）参考文献在正文中的表示方法是：序号加方括号，写在有关正文的右上角，如“二次铣削[1, 3-5]”。但提及的参考文献为文中的说明时，则文献序号应与正文平排，如“由参考文献[4, 8, 10-14]可知”。
	（5）个人著者，其姓全部著录，字母全大写，名可缩写为首字母；如用首字母无法识别该人名时，则用全名。采用姓在前名在后的著录形式。欧美著者的名可用缩写字母，缩写名后省略缩写点。欧美著者的中译名只著录其姓；同姓不同名的欧美著者，其中译名不仅要著录其姓，还需著录其名的首字母。

	附录
	附录作为主体部分的补充，并不是必需的。
	下列内容可以作为附录编于论文后：
	为了整篇论文材料的完整，但编入正文又有损于编排的条理性和逻辑性，这一材料包括比正文更为详尽的信息、研究方法和技术更深入的叙述，对了解正文内容有用的补充信息等；
	由于篇幅过大或取材于复制品而不便于编入正文的材料；
	不便于编入正文的罕见珍贵资料；
	对一般读者并非必要阅读，但对本专业同行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某些重要的原始数据、数学推导、结构图、统计表、计算机打印输出件等。
	附录编号、附录标题各占一行，置于附录条文之上居中位置。每个附录通常应另起页，如果有多个较短的附录，也可接排。

	索引
	根据需要可以编排分类索引，关键词索引等。

	作者简历
	包括教育经历、工作经历、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完成的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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