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进修学院第 16 届科研报告会
论文格式规范
一、稿件组成
论文相关内容为：标题、项目及致谢信息（如有）
、副标题（如有）
、作者、作者简介、
提要（300 字以内）
、关键词（3-5 个）
、正文、附注、参考文献、附录（如有）
。
（不需要英文标题、作者、提要、关键词）
（注意：初次提交文稿时，项目及致谢信息、作者、作者简介等与作者相关的信息另页
提供，不得出现在文稿里。专家匿名评审后在定稿时再加入作者相关信息。
）
二、体例格式
段落要求：单倍行距，每段首行缩进两字。
论文各部分内容和格式要求如下：
1. 论文标题、项目及致谢信息、副标题、作者、作者简介、提要、关键词：
① 标题：宋体三号，加粗，居中。
①②③

② 项目及致谢信息（如有）
：采取当页脚注形式（序号标注上标的序号

，脚注具体

格式请参见下文的注释说明）。
③ 副标题（如有）
：宋体四号，居中，前加破折号（——）
。
④ 作者：楷体小四号。两字姓名中间加一字空格，多名作者中间加两字空格。
⑤ 作者简介：采取当页脚注形式（具体格式请参见下文的注释说明）
。
⑥ 提要：“提要”二字黑体小四号，后空一字空格，接排提要正文，提要正文楷体五
号。
⑦ 关键词：“关键词”二字黑体小四号，后空一字空格，接排关键词正文，关键词正
文楷体五号，各词之间用分号隔开，最后无标点符号。
2. 正文
文章通栏排，宋体五号。
文章分节标题序号：
各级标题独占一行，一级标题从一开始排。
一级标题：一、二、三、……（顶格，宋体四号，加粗，题号后有顿号）
二级标题：1.1、1.2、1.3……（缩进两字，黑体小四号，题号后无标点，空一个字
格接排标题正文）
三级标题：1.1.1、1.1.2、1.1.3……（缩进两字，黑体五号，题号后无标点，空一个
字格接排标题正文）
如还有下级标题，题号以此类推，字号保持黑体五号。多级标题一般不要超过四级。
3. 例句
① 例句编号采用（1）（2）
（3）……的形式，全文连续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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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例句楷体五号，首行缩进 2 字，换行顶格。
③ 如有多个对比例句，用 a b c 等标注，如“
（3）a b c”
。正文引用例句时，采取“例
（15）
”
、“例（15a）”的形式。
④ 所有例句需注明出处，引自其他文献的例句须标注“转引自 XXX”
。如所有例句或大
部分例句出处相同，可采用首次一次说明的形式，例如：
本文语料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现代汉语语料库（下文简称 CCL）
，
下文凡不注明出处的例句，均来自 CCL 语料库。
汉语史语料出处须标注到篇目或卷次、回次，如“
《史记·项羽本纪》”
、
“《朱子语类》
卷 17”
、
“
《红楼梦》第 71 回”
。
来自报刊、网络的例句出处采用“报刊名/网站名，年月日版次”的形式，例如：
（36）环保部发通知严防“供暖式雾霾”(《东方早报》2013.11.06)
（37）不打领带的庄园会晤 习近平访美 48 小时全纪实(标题)(中国广播网
2013.06.09)
4. 正文引用文献
① 行文中引用文献格式：沈家煊（1999: 201）
，括注格式：（沈家煊，1999）
。所引文
献为论文或论文集，不标注起始页码；为著作或工具书，须标注起始页码。
② 同一作者多篇文献按发表时间排列，其间用顿号隔开，若同一作者同一年度有多篇
文献，在年份后加注“a、b、c”等加以区别。如：
（沈家煊，1999a、1999b）
。
③ 不同作者的文献之间用分号隔开。如：
（冯胜利，1996；Goldberg，2006、2013）
。
在没有特殊侧重的情况下，所引文献的顺序按文献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④ 主编的文献采用“XXX 主编”的形式，如“吕叔湘主编（1985）”
。编著的文献采
用“XXX 编”的形式，如“赵金铭编（2003）”
。
5. 正文图表
图表请用黑白色。图和表分别统一排序（图 1 图 2 或表 1 表 2）
，加标题，标题居中，
黑体 5 号，序号后空一字格接排标题。表的标题放在表上方，图的标题放在图下方。表内的
小标题黑体小五号，内容文字宋体小五号。
6. 附注
①②③

采取当页脚注形式。需注释处右上方用上标的序号

，脚注与正文之间加一细线。脚

注楷体小五号，首行缩进 2 字，序号后空一字格，换行顶格。
（7）参考文献
① 正文末所列参考文献应与正文内容密切相关，正文所引文献必须全部列出。
② 同一文献有多个作者，要列出所有作者，不用“等”或“et al”省略。
③ 中文文献在先，外文文献在后，连续编号，序号为“[1][2][3]……”
。非中文文献
的作者用汉字书写，按中文文献排序。中文文献用中文标点符号，英文文献用英文标点符号。
作者名非汉字、非英文的文献，排在英文文献之后，并将文献名译成汉语括注在文献名后。
④ 中文按作者姓名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外文按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同一作者
不同年份的文献按年份先后排列，同一作者同一年份的多个文献在年份后用 a、b、c 标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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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外文书名（含专著、论文集）和期刊名用斜体，首单词的首字母和每个实体词的首
字母大写。外文论文名用正体，首个单词的首个字母大写。
⑥ 外文所有作者的姓和名（除中间名外）都用完整形式，不用简缩形式。
⑦ 每条文献顶格写，换行时与首行序号后的文字大致对齐（无需严格对齐）
。
⑧ “参考文献”四字宋体小 4 号加粗，顶格，单占一行，后无标点符号。正文中文宋
体小五号，英文 Times New Roman 小五号。
参考文献请依照下列格式标注（请留意各项之间所使用的标点）：
中文著作
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中文期刊论文
马希文（1987）与动结式动词有关的某些句式,《中国语文》第 6 期。
中文论文集
胡明扬主编（1996）《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中文论文集论文
刘丹青（1996）苏州方言的体范畴系统与半虚化体标记，胡明扬主编《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中文学位论文
黄 敏（2001）论语篇中现代汉语“时”的表达及功能，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中文会议论文
张谊生（2001）助词“被”的使用条件和表义功用——简论“被”的语法化历程，首届汉语
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南开大学。
中文网络资源
詹卫东（2012）复合事件的语义结构与现代汉语述结式的成立条件分析，
http://www.f.waseda.jp/ksunaoka/corpus/zhanweidong20100802.pdf(2012-3-13)。
外文著作
Carnie, Andrew (2007) Syntax. 2nd edn. Oxford: Blackwell.
外文期刊论文
Johnson, Kyle, Mark Baker & Ian Roberts (1989) Passive arguments raised.Linguistic Inquiry
20: 219–251.
外文论文集
Webelhuth, Gert (ed.) (1995) 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 and the minimalist program: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in syntactic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外文论文集论文
Comrie, Bernard & Sandra A. Thompson (2007) Lexical nominalization. In Timothy Shopen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2nd edn, vol. III,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 334–38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外文学位论文
Huang, C.-T. James (1982)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Cambridge,
MA: MIT dissertation.
外文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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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vers, John (2004) A less informative take on argument/oblique alternations in English. Paper
presented at 5th Annual Stanford Semantics Fest. 12 March, 2004. CSLI, Stanford University.
外文网络资源
Franks, Steven (2005) Bulgarian clitics are positioned in the syntax. Available
at http://www.cogs.indiana.edu/people/homepages/franks/Bg_clitics_remark_dense.p-

df.(17May, 2006).
以上分类是为了方便介绍不同文献的格式要求，论文后所附参考文献不分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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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具体样例请参考《汉语进修教育研究》第四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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