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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医科大学成人教育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撰写规范

一、毕业论文目的和作用

（一）毕业论文的目的

毕业论文是毕业生的总结性独立作业，是学生学习成果的总结，

也是高等学校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之一，其目的在于：

1、毕业论文主要考查学生掌握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的情况。

2、毕业论文是专业性知识的业务考核，一般说来，论文选题为

专业课的内容范围，要求学生运用已学过的知识做定向性的钻研。

3、毕业论文是对学生科学研究能力的初步训练，该过程是从事

科学研究的基本过程，同时也是培养和训练学生独立地进行科学研究

的过程。

4、毕业论文结果是学生在读期间学习成果的总结，经过论文答

辩，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一个人的能力与才华。

（二）毕业论文的作用

1、毕业论文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综合能力主

要指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能力，思维逻辑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独立工作的能力，知识更新扩展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和发明创新的

能力。

2、毕业论文是培养学生良好思想和工作作风的一个重要环节。

主要培养努力进取，刻苦攻关的精神；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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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虚谨慎、开拓自信的作风；勤奋踏实，勇于奉献的作风。

3、毕业论文是培养学生科研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毕业论

文，可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科研的方法程序和步骤，获得一定的科研思

维和思路，增强科研意识，培养一定的科研能力。

二、毕业论文（设计）撰写工作的要求

1、字数 0.5 万左右。

2、文献阅读不少于 10篇（外文参考文献不少于 2 篇），护理学

专业可以用综述形式替代论文的撰写（书写要求和模版见附件 1-2），

其字数不少于 3 千汉字。

3、提交毕业论文时应同时提交查重报告。查重报告如提示论文

重复率䞫过 30%则视为抄袭，此时提交的论文将作零分处理。

三、毕业论文（设计）的格式要求

（一）论文打印要求

毕业论文（说明书）用 A4纸打印。正文用宋体五号字（或小四

号），单倍行距，页边距采取默认形式（上下 2.54cm，左右 3.17cm，

页眉 1.5cm，页脚 1.75cm）。字符间距为默认值（缩放 100%，间距：

标准）；页码用小五号字底端居中。

（二）论文结构及具体要求

毕业论文的结构依次为：

封面（含内封面）、、中英文摘要（含关键词）、目录、 正文、

致谢、参考文献、注释、附录、封底。

1、封面：封面要使用统一格式。

南方医科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毕业论文

题目：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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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姓名：ⅹⅹⅹ

专业：ⅹⅹⅹⅹ

年级：ⅹⅹⅹⅹ级专升本

论文题目是文章总体内容的体现，应简洁、明确、有概括性，

字数不宜超过 20个字，可分为两行。

2、中英文摘要（中文在前，英文在后）及关键词

摘要是论文内容的简要陈述，应尽量反映论文的主要信息，内

容包括研究目的、方法、成果和结论，不含图表，不加注释，具有独

立性和完整性。中文摘要一般为 400 字左右，英文摘要应与中文摘

要内容相对应。

关键词是反映毕业论文（设计）主题内容的名词，是供检索使

用的。从论文标题或正文中挑选最能表达主要内容的词作为关键词，

关键词一般为 3~5 个。关键词排在摘要正文部分下方。

中文摘要“摘要”之间空两格，小二号黑体、居中，与内容空

一行，内容为小四号宋体。中文“关键词：”小四号黑体、摘要下方

顶格，内容小四号宋体，各关键词之间有一个分号及空格。

英文摘要“ABSTRACT”采用小二号 Times New Roman 字体、加

粗、居中、与内容空一行。

内容采用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 字体。英文关键词“Key

words：”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 字体、加粗、顶格，内容采用小四

号 Times New Roman 字体、接排、各关键词之间有 1个分号及空格。

3、目录

目录按三级标题编写，要求层次清晰，且要与正文标题一致。

主要包括绪论、正文主体、结论、致谢、主要参考文献及附录等。

“目录”两字用小二号黑体、居中，“目录”两字中间空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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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正文空一行。

4、正文

论文正文部分包括：绪论（或前言、序言）、论文主体及结论。

绪论是综合评述前人工作，说明论文工作的选题目的和意义，

国内外文献综述，以及论文所要研究的内容。

论文主体是论文的主要组成部分。要求层次清楚，文字简练，

通顺，重点突出。

中文论文撰写通行的题序层次大致有以下几种格式：

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 第四种

一、 第一章 第一章 1

（一） 一、 第一节 1．1

1． （一） 一、 1．1．1

（1） 1． （一）

格式是保证文章结构清晰、纲目分明的编辑手段，撰写毕业论

文可任选其中的一种格式，但所采用的格式必须符合上表规定，并前

后统一，不得混杂使用。格式除题序层次外，还应包括分段、行距、

字体和字号等。

第一层次题序和标题居中放置，其余各层次题序和标题一律沿

版面左侧边线顶格安排（第三种格式第二层次题序和标题居中放置）。

第一层次题序和标题距下文双倍行距。段落开始后缩两个字。行与行

之间，段落和层次标题以及各段落之间均为单倍行距。

第一层次题序和标题用三号黑体字。题序和标题之间空两个字，

不加标点，下同。

第二层次题序和标题用四号黑体字。

第三层次题序和标题用小四号黑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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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层次及以下各层次题序及标题一律用五号黑体字。

文章正文内容用五号宋体。

结论（或结束语）作为单独一章排列，但标题前不加“第 XXX

章”字样。结论是整个论文的总结，应以简练的文字说明论文所做的

工作，是论文的精华，要写得扼要明确，精练完整，准确适当，不可

含糊其词，模棱两可。

“结论”两字中间空两格、三号黑体、居中，与正文空一行。

内容五号宋体。

5、致谢

对导师和给予指导或协助完成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组织和

个人表示感谢。文字要简捷、实事求是，切忌浮夸和庸俗之词。

“致谢”两字中间空两格、四号黑体、居中，与正文空一行。

内容五号宋体。

6、参考文献

为了反映论文的科学依据和作者尊重他人研究成果的严肃态

度，同时向读者提供有关信息的出处，正文之后应列出作者直接阅读

过或在正文中被引用过的文献资料。参考文献要另起一页，一律放在

正文后。所列参考文献应按照论文参考或引证的先后顺序排列。正文

中在引用的地方标号（以出现的先后次序编号，编号以方括号括起，

放在右上角，如[1]，[3～5]）。

“参考文献”四号黑体、居中，与正文空一行。内容中文的用

小五号宋体，外文的用小五号 Times New Roman 字体，序号用中括号，

与文字之间空两格，如果需要两行的，第二行文字要位于序号的后边，

与第一行文字对齐。

几种主要参考文献著录表的格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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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出版物：[序号]作者. 题名. 刊名.年，卷号（期号）：起-

止页码.

专（译）著：[序号]作者.书名（译者）. 出版地：出版者，出

版年，起-止页码.

论 文 集：[序号]作者. 题名. 编者. 文集名. 出版地：出版

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学位论文：[序号]作者. 题名. 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 保

存地点：保存单位，授予年.

专 利：[序号]申请者. 专利题名. 专利国别，专利文献种

类，专利号. 授权日期.

技术标准：[序号]发布单位. 技术标准代号，技术标准名称. 出

版地：出版者，出版日期.

7、注释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有些问题需要在正文之外加以阐述和说明。

8、附录

对于一些不宜放在正文中，但有参考价值的内容，可编入附录

中。例如冗长的公式推导、编写的算法、语言程序等。

四、其它要求

（一）文字

论文应采用汉语撰写（科技英语除外），论文中汉字应采用《简

化汉字总表》规定的简化字，并严格执行汉字的规范。所有文字字面

清晰，不得涂改。

（二）表格

论文的表格可以统一编序（如：表 8），也可以逐章单独编序（如：

表 2-5），采用哪种方式应和插图及公式的编序方式统一。表序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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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不得重复或跳跃。

表格的结构应简洁。

表格中各栏都应标注量和相应的单位。表格内数字须上下对齐，

相邻栏内的数值相同时，不能用‘同上’、‘同左’和其它类似用词，

应一一重新标注。

表序和表名置于表格上方中间位置，小五号宋体。

（三）图

插图要精选、简明、清晰，切忌与表及文字表述重复。

图中术语、符号、单位等应同文字表述一致。

图序可以连续编序（如：图 23），也可以逐章单独编序（如：图

4-3），采用哪种方式应与表格、公式的编序方式统一，图序必须连续，

不得重复或跳跃。仅有一图时，在图名前加‘附图’字样。毕业论文

（设计）中的插图以及图中文字符号应可用计算机打印输出。

由若干个分图组成的插图，分图用 a,b,c,……标出。

图序和图名置于图下方中间位置，小五号宋体。

（四）公式

论文中重要的或者后文中须重新提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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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15））或逐章编序

（如：公式（5-1）），序号排在右边行末。公式与序号之间不加虚线。

（五）标点符号

注意中英文标点符号的区别，不能混用。

（六）数字用法

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间和各种计数、计量，均用

阿拉伯数字。年份不能简写，如 1999 年不能写成 99年。数值的有效

数字应全部写出， 如：0.50:2.00 不能写作 0.5:2。用数字作为词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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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定型的词、惯用语、缩略语、清朝以前（含清朝）的年、月、日

以及邻近两个数字并列连用所表示的概数，均使用汉字数字。表示概

数时，数字间不加顿号，如五六吨、十六七岁等。

（七）量和单位

毕业论文（设计）中的量和单位必须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标准。

（八）页眉

页眉从正文开始，设为“南方医科大学****届本科成人高等教

育毕业论文（设计）”，采用宋体，小五号居中书写。

（九）其它

软件原程序清单要按软件文档格式附在毕业论文后面。

工程图图幅小于或等于 3#图幅时应装订在论文内，大于 3#图幅

时按国标规定单独装订作为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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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综述写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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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音乐疗法在乳腺癌病人中的应用进展

[大家按照这样的格式来做，内容未必是好的]

前言：音乐疗法在乳腺癌病人中的应用原因及理论依据,……。[ 1, 2]
中心部分：

1 音乐疗法的发展历史 [1,2,3]

2 音乐疗法对乳腺癌病人的作用

2.1 具有镇静、调节情绪的作用 [1,4,5]
2.2 具有镇痛的作用 [6]
2.3 缓解化疗的不良反应 [7,8]
2.4 稳定生命体征 [9,10]
2.5 融洽医患关系 [1]

3 音乐疗法在乳腺癌病人中的应用领域

3.1 乳腺癌病人心理护理中的应用 [ 3,6 ,11,12 ]
3.2 乳腺癌病人诊疗中的应用 [7，9]
3.3 乳腺癌病人心理疾病的辅助治疗 [13]
3.4 其他 [14,15]

4 音乐疗法在乳腺癌病人中的应用策略

4.1 音乐的类型 [8, 15, 16]
4.2 干预的强度 [1]
4.3 干预的方式 [9]
4.4 干预的环境 [1]

5 乳腺癌病人在应用音乐疗法后的评价方法

5.1 心理学观察指标 [6，12]
5.2 临床观察指标 [9,17]

6 小结：概述音乐疗法在我国乳腺癌患者中的应用现状，重点强调其对乳腺癌病人心理护

理的重要作用及其临床价值，并指出当前其在我国乳腺癌病人临床应用中取的的进步与存在

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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