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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摘编)

参考文献的著录，按论文中引用顺序排列。文献类型标志见下表:

文献类型 普通
图书 会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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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引用文献类型不同使用不同的方法( 注意外文文献作者姓前名后) ，示例如下( ［1］专著，［2］论文

集、会议录，［3］标准，［5］电子版专著析出文献，［6］期刊，［7］报纸) :

1． 著作著录格式 主要责任者． 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 /文献载体标识］． 其他责任者． 版本

项． 出版地: 出版者，出版年: 引文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陈登原． 国史旧闻: 第 1 卷［M］． 北京: 中华书局，2000: 29．

［2］牛志明，斯温兰德，雷光春． 综合湿地管理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 海洋出版社，2012．

［3］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信息与文献 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元素集: GB /T 25100 － 2010［S］． 北京: 中国标准

出版社，2010: 2 － 3．

2． 著作中析出文献著录格式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 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 /文献载体标识］． 析

出文献其他责任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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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ＲNEY M E． Advances in holographic photoelasticity［C］/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Applied Mechan-

ics Division． Symposium on Applications of Holography in Mechanics，August 23 － 25，1971，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Los An-

geles，California． New York: ASME，c1971: 17 － 38．

［5］楼梦麟，杨燕． 汶川地震基岩地震动特性分析［M/OL］/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 汶川地震震害研

究．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 011 － 012［2013 － 05 － 09］． http: / /apabi． lib． pku． edu． cn /usp /pku /pub． muv? pid = book．

detail＆metaid = m． 20120406 － YPT － 889 － 0010．

3． 连续出版物中析出文献著录格式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 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 /文献载体标

识］． 连续出版物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年，卷( 期) : 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6］DES MAＲAIS D J，STＲAUSS H，SUMMONS Ｒ E，et al． Carbon isotope evidence for the stepwise oxidation of the Proterozoic

environment［J］． Nature，1992，359: 605．

［7］丁文祥． 数字革命与竞争国际化［N］． 中国青年报，2000 － 11 － 20( 15) ．

4． 专利文献著录格式 专利申请者或所有者． 专利题名: 专利号［文献类型标识 /文献载体标识］． 公告

日期或公开日期［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8］河北绿洲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荒漠化地区生态植被综合培育种植方法: 01129210． 5［P /OL］． 2001 － 10 － 24

［2002 － 05 － 28］． http: / /211． 152． 9． 47 /sipoasp /zlijs /hyjs － yx － new． asp? recid = 01129210． 5＆leixin．

5． 电子文献著录格式 主要责任者． 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 /文献载体标识］． 出版地: 出版

者，出版年: 引文页码( 更新或修改日期) ［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9］萧钰． 出 版 业 信 息 化 迈 入 快 车 道［EB /OL］． ( 2001 － 12 － 19) ［2002 － 04 － 15］． http: / /www． creader． com /news /

20011219 /200112190019． html．

6． 学位论文著录格式

［10］CALMS Ｒ B． Infrared spectroscopic studies on solid oxygen［D］．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1965．

7． 报告著录格式

［11］U． 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Guidelines for handling excavated acid － producing ma-

terials: PB 91 － 194001［Ｒ］． Springfield: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Nat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