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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民航科技》参考文献著录规范 
 

1  参考文献表的著录原则 

（1）依据 GB/T 7714-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制定

本规范。 

（2）参考文献是指为撰写或编辑论文著作的阅读型参考文献（著者为撰写或编辑论著而阅读过的

信息资源，或供读者进一步阅读的信息资源）、引文参考文献（著者为撰写或编辑论著作而引用

的信息资源），是论文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航科技》一般不录用无参考文献著录的

论文。 

（3）本刊参考文献的标注方法采用顺序编码制，即按参考文献在正文中被引用的先后顺序连续编

码，将序号注在有关论述的右上角，外加方括号（[]）。参考文献表应放在文后。 

 

2  参考文献的格式及举例 
2.1  专著 

2.1.1  普通图书 

【格式】[序号] 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题名信息[M].其他责任者.版本项.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引文页码. 

【举例】 

[1]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 1 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0：29. 

[2]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 4 版[M].金吾伦，胡新和，译.2 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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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EEBLES P Z，Jr.Probability，random variable，and random signal principles[M].4th 

ed.New York：McGraw Hill，2001. 

2.1.2  论文集（G）、会议录（C）等 

【格式】[序号] 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

页码. 

【举例】 

[4] 中国职工教育研究会.职工教育研究论文集[G].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5] 雷光春.综合湿地管理：综合湿地管理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海洋出版社，2021.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中国明朝档案总汇[A].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1.3  学位论文 

【格式】[序号]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题名信息[D].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用页码. 

【举例】 

[7] 张筑生.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D].北京：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 1983：1-7. 

[8]  CALMS R B.Infrared spectroscopic studies on solid oxygen[D].Berkeley ： Univ.of 

California，1965. 

2.1.4  报告 

【格式】[序号] 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题名信息[R].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用页码. 

【举例】 

[9] 冯西桥.核反应堆压力管道与压力容器的 LBB 分析[R].北京：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

1997：9-10. 

[10]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Factors regulating the immune response：report of WHO 

Scientific Group[R].Genewa：WHO，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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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标准文献 

【格式】[序号] 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题名信息[S].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用页码. 

【举例】 

[11] 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文献著录：第 4 部分 非书资料：GB/T  3792.4-2009[S].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0：3. 

2.2  专著中析出的文献 

2.2.1  图书中析出的文献 

【格式】[序号] 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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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例】 

[1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3：302. 

[13] BUSECK P R，NORD G L，Jr，VEBLEN D R.Subsolidus phenomena in pyroxcencs[M]// 

Pyroxense.Washington，D.C.：Minera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c1980：117-211. 

2.2.2  论文集、会议录终析出的文献 

【格式】[序号]  析出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专著专业责任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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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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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连续出版物 

2.3.1  期刊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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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序号] 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题名信息[J].年，卷（期）-年，卷（期）.出版地：出版者，

出版年. 

【举例】 

[15] 中华医学会湖北分会.临床内科杂志[J].1984，1（1）-.武汉：中华医学会湖北分会，1984-. 

[16]  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学通讯[J].195（1）-1990（4）.北京：北京图书馆，1957-1990. 

2.4 连续出版物中析出的文献 

2.4.1  期刊中析出的文献 

【格式】[序号]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J].连续出版物题名：其他题名信息，年，卷

（期）：页码. 

【举例】 

[17] 袁训来，陈哲，肖书海，等.蓝田生物群：一个认识多细胞生物起源和早期演化的新窗口[J].

科学通报，2012，55（34）：3219. 

[18] 于潇，刘义，柴跃廷，等.互联网药品可信交易环境中主体资质审核备案模式[J].清华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2012，52（11）：1518-1523. 

[19]  KANAMORI H.Shaking without quaking[J].Science，1998，279（5359）：2063. 

2.4.2  报纸中析出的文献 

【格式】[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连续出版物题名：其他题名信息，出版日期（版次）. 

【举例】 

[20] 李大伦.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N].光明日报，1998-12-27（3）. 

[21] French，W.Between Silences：A Voice from China[N].Atlantic Weekly，1987-8-15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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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专利文献 

【格式】[序号] 专利申请者或所有者.专利题名：专利号[P].公告日期或公开日期. 

【举例】 

[22] 邓一刚.全智能节电器：200610171314[P].2006-12-13. 

2.6  电子资源 

（网络期刊的标注为[J/OL]；网上电子公告的标注为[EB/OL]；网上数据库的标注为[DB/OL]；磁

带数据库的标注为[DB/MT]；光盘图书的标注为[M/CD]；磁盘软件的标注为[CP/DK]等） 

2.6.1.  电子专著 

【格式】[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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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例】 

[23] 中国造纸学会.中国造纸年鉴：2003[M/OL].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2014-04-25]. 

http://www.cadal.zju.edu.cn/book/view/25010080. 

[24]  吴云芳.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并列结构研究[D/OL].北京：北京大学，2003[2013-10 

-14].http://thesis.lib.pku.edu.cn/dlib/List.asp?lang=gb&type=Reader&DocGroupID=4&Do

cID=6328. 

[25]  国家环境保护局科技标准司.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6-1995[S/OL].北京：中国标准出

版社， 1996:2-3[2013-10-14].http://wenku.baidu.com/view/b950a34b767f5acfalc7cd49.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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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陈志勇.中国财税文化价值研究：“中国财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OL].北京：经济

科 学 出 版 社 ， 2011[2013-10-14].http://apabi.lib.pku.edu.cn/usp/pku/pub.mvc? 

pid=book.detail &metaid==m.20110628-BPO-889-0135&cult=CN. 

2.6.2.  电子专著中的析出文献 

【格式】[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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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例】 

[27] 楼梦麟，杨燕。汶川地震基岩地震动特征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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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c?pid=book.dctail&metaid=m.20120406-YPT-889-0

100. 

2.6.3.  电子连续出版物 

【格式】[序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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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卷（期）-年，

卷（期）.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数字对象唯一标

识符. 

【举例】 略 

2.6.4.  电子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 

【格式】[序号]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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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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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28] 余建斌.我们的科技一直在追赶：访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N/OL].人民日报，2013-01-12（2）

[2013-03-20].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01/12/nw.D110000renmrb_201

30112_5-02.htm. 

[29]  李炳穆.韩国图书馆法[J/OL].图书情报工作，2008,52（6）：6-12[2013-10-25].thhp:// 

www.docin.com/p-400265742.html. 

2.6.5.  电子资源（不包括电子专著、电子专著中的析出文献、电子连续出版物、电子连续出版

物中的析出文献、电子学位论文、电子专利） 

【格式】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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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例】 

[30]  萧钰.出版业信息迈入快车道[EB/OL].（2001-12-19）[2002-04-15]http://www. Creader. 

com/news/20011219/200112190019.html.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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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01207093452644696

80.pdf. 

[32]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the Dublin core metadata element set：ISO 15836: 

2009[S/OL].[2013-03-24].http://www.iso.org/iso/home/store/catalogue_tc/catalogue_deta

il.htm?csnumber=5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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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考文献的文献类型和文献载体标识代码 

3.1.  文献类型和标识代码 

参考文献的类型以大写字母方式标识，具体如下： 

普通图书——M     会议录——C     汇编——G     报纸——N     期刊——J 

学位论文——D     报告——R       标准——S     专利——P     数据库——DB 

计算机程序——CP    电子公告——EB  档案——A     舆图——CM    数据集——DS 

  其他——Z 

3.1.  电子资源载体和标识代码 

  磁带（magnetic tape）——MT     磁盘（disk）——DK     光盘（CD-ROM）——CD 

  联机网络（online）——OL 

 

对于英文参考文献，还应注意以下两点： 

①参考文献中的外文作者名、外文刊名的缩写一律不用缩写点。 

②书名、报刊名使用斜体字，如：Mastering English Literature，English Weekly。（电子科

技大学学报要求：外文题名第一个单词首字母大写，其余单词（专用名词除外）均不大写；外文

刊名应按国际标准规定缩写，不加缩写点） 

备注： 

（1）责任者：个人著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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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缩写名后省略缩写点，中译

名只著录其姓；同姓不同名的欧美著者，中译名不仅要著录其姓，还需著录其名的前字母。用汉语拼音书写的人

名，姓全大写，名可缩写，取每个汉字拼音的首字母。取消了朝代、国籍备注。    责任者超过 3 个时，著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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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责任者，其后加“，等”（英文：“，et  al”）。    顺序编码制，无责任者或责任者情况不明的文献，可省略

此项，直接著录题名。 

（2）版本：第 1 版不著录，其他版本说明应著录。格式也有变化：“3 版”“新 1 版”“明刻本”“5th ed.”“Rev. ed.”等。 

（3）出版地：一般著录出版者所在地的城市名称，同名异地或不为人们熟悉的城市名，宜在城市名后附省、州名

或国名等。    有多个出版地只著录第一个或处于显要位置的出版地。无出版地著录“出版地不详”（S.I.）并置于

方括号内：[出版地不详]、[S.I.]。    无出版地的电子资源可省略此项。 

（4）出版者：可按著录信息源所载形式著录，也可按国际公认简化形式或缩写形式著录。    有多个出版者只著

录第一个或处显要位置的出版者。    无出版者的著录“出版者不详”“s.n.”，并置于方括号内。    无出版者的电

子资源可省略此项。 

（5）出版日期：采用公元纪年，并用阿拉伯数字著录。有其他纪年形式时，原有纪年形式置于“（）”内。    出

版年无法确定可依次选用版本年、印刷年、估计出版年，估计出版年应置于方括号内：1705（康熙四十四年）、

c1988、1995 年印刷、[1936]。 

（6）页码：专著或期刊中析出文献的页码或引文页码，应采用阿拉伯数字著录。 

（7）凡互联网中的电子资源，“获取和访问路径”是必备的著录项目，其前置符为“.”。增加了必备著录项目“数字对

象唯一标识符（digltal object identifier；DOI）”，其前置符为“.”，著录方法：当获取和访问路径中不含 DOI 时，

可依原文如实著录 DOI，否则不另行著录 DOI。凡属电子资源“引用日期”是必备的著录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