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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结构



论文与我们不得不说的故事



• 学术论文：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

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

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

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

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其他用途的书面

文件。

• 学位论文：表明作者从事科学研究取得创造性的结

果或有了新的见解，并以此为内容撰写而成、作为

提出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时评审用的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与学位论文



论文怎么写？由哪几部分构成？



学术论文

文前

1 题目 精炼、概括

2 原创性声明 表明文章的原创性

3 摘要 文章简介（研究背景、创新点、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结论）

4 关键词 3-6个文章中核心的词汇

正文

5 引言 介绍背景、理论、目的、意义等

6 主体内容 内容的叙述，所做的研究/实践/调研等

7 结论 研究的结果，观点的讨论，得出的创新点等（不与摘要重复）

文后

8 参考文献 文章参考的资料标注来源

9 附录 作为说明书或论文的补充部分

10 致谢 结尾处，表对导师或他人的感谢

论文框架



全文总结
文献核心

重要词语

题目、作者、摘要、关键词



·学术发展历史，现有缺点和问题，从而引出自己做的工作,介绍本文优点，吸引读者

研究目标

前言



·介绍自己实验数据或查找的文献资料，来证明自己工作的科学性和解决的问题，让读者认

可自己的工作

研究方法、实验原料及方法



·对所做工作进行总结提炼

·有些作者还会在文末提出自己工作的缺点和不足，并表明将来工作要解决的问题，吸引读

者随时关注自己发文的动态

结论



·对已有工作的继承，也可以让读者继续阅读参考文献，获取更多相关的知识

参考文献



·对工作中提供帮助的人表示感谢。致谢不拘于文风、内容，通常被视作论文中情感浓度最

高的部分，是深情的，温柔的，也是出奇的，有趣的。

致谢



Chapter
02

选题技巧



• 爱因斯坦在评价伽利略提出测试光速的问题时说：“提出
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
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字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
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和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
进步”。

• 选题规定了研究者研究方向
• 选题可以促进研究者研究能力的提高
• 选题是科学研究的第一步，题目选的恰当有意义，论文的

写作就会顺理成章。

选题是决定文章价值和成败的关键



文献研读

读文献综述 快速了解学科领域发展脉络

读经典文献（学术共同体有
共识的高质量论文与学术专

著）
掌握学科领域研究要点

读最新文献 了解学科领域最新研究进展

读学科带头人文献 跟踪学科动态

文献是论文选题与写作的基础



查找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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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人找文

利用行业内的知名作者

姓名查找文献，随之可

以与作者有联系的同行

业其他作者文献，获取

较多相关文献
1、以词找文

确定检索词，检索词

变换组合，查找相关

文献

3、以文找文

将一篇文章作为检索
字段，了解一个关键
词的发展以及交叉学
科的渗透关系

文献检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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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词找文：在检索框中输入关键词，点击“搜索”即可查看相关文献，还可使用高级检索

以词找文

按照发表时间查看文献

优先选择网络首发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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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找文：通过高级检索输入行业类知名作者名称，即可查看相关文献

以人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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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找文



选题逻辑



1、问题真实存在

2、具有研究价值：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3、前瞻性、传承性

（把握好度：既要具有充分研究空间，又不能过于超前）

1、文字表述简洁、清晰、准确

2、核心概念不宜过多（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3、尽量不超过20字，必要时可以设副标题。

好的选题：新、小、深

选题原则



根据主题选题

通过观察关键词分布，
寻找研究空白点，
找到新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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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科分布寻找学科交叉点，
找到临近学科的理论观点或方
法技术，引用、移植到本学科
研究中

根据学科交叉选题



参考重点期刊选题



在研学平台创建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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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创作



论文写作流程

前期工作

查资料

题目

开题

中期工作

查资料

阅读、研究、设计

中期检查

论文撰写

后期工作

评审

答辩

修改交稿

论文写作



论文写作

  借助思维导图，理清写作思路

论文逻辑：

为什么开展这项工作?

做了什么？

结果是什么?

有何结论？

有何意义？

创新点是什么？

善用思维导图
可以节约50%到95%的

学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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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
新建——思维导图——创建大纲，激发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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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
新建——思维导图——创建大纲，激发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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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转换目录大纲
思维导图—模板—创建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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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转换目录大纲
思维导图——创建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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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创作
新建——思维导图——创建大纲，激发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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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创作
可以从本地上传模板，也可以使用思维导图生成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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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目录

创作内容

创作界面
分为目录区、创作区、素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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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笔记、汇编及个人网盘、知网文献内容可
以直接检索利用，提高笔记和文摘的利用效率

点击添加
即可一键添加到左侧创作中

文摘添加
可以添加过去阅读中的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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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加
即可一键添加到左侧创作中

笔记添加
笔记/原文可以一键添加到创作中

斜体灰色：文章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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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自动添加参考文献，
点击引用角标可进行修改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自动添加，点击角标随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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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手动插入引文

点击“插入新引文”，选择文献
类型，自动插入对应格式的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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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图表
一键添加

在线搜索
右侧CNKI检索可以检索在线文章，边读边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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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规范



科研诚信是指在科研活动中尊重事实、实事

求是、信守承诺。科研诚信作为科研人员最

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开展科研活动的基础。

学术规范是指学术共同体内形成的进行学术

活动的基本规范，或者根据学术发展规律制

定的有关学术活动的基本准则。科研诚信与

学术规范是两个不同维度的概念，科研诚信

是对自我的道德约束，学术规范是社会的制

度约束。
[1]张艳,焦艳.高校科研诚信和学术规范的管理体系构建

[J].科技和产业,2021,21(03):166-173.

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



发布时间 发文部门 文件名称

2015年

科技部 科技部、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
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监
督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国科发
政[2015]471号)

财政部

2015年 国务院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
导意见(国办发[2015]94号)

2016年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
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
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

2016年 科技部等15个部门
关于印发《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
金等)严重失信行为记录暂行规定》
的通知(国科发政)

2016年 教育部
《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
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0号)

2018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
干意见》(厅字[2018]23号)

2019年 中宣部等7部委
《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实施办
法》(社科办字[2019]10号)

2019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
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

2019年 国家新闻出版署
《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
为界定(CY/T174—2019)》

2019年 科技部等20个部委
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
行)(国科发监[2019]323号)

2015—2019年国家关于科研诚信和学术规范的系列政策
文件

[1]张艳,焦艳.高校科研诚信和学术规范的管理体系构建[J].

科技和产业,2021,21(03):166-173.

诚信是科研之本



第二条 本规则所称的科研诚信案件，是指根据举报或其他相关线索，对涉嫌违背科
研诚信要求的行为开展调查并作出处理的案件。

　　前款所称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以下简称科研失信行为），是指在科学研
究及相关活动中发生的违反科学研究行为准则与规范的行为，包括：

       （一）抄袭、剽窃、侵占他人研究成果或项目申请书；
　　（二）编造研究过程，伪造、篡改研究数据、图表、结论、检测报告或用
户使用报告；
　　（三）买卖、代写论文或项目申请书，虚构同行评议专家及评议意见；
　　（四）以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等弄虚作假的方式或采取贿赂、利益交换等不
正当手段获得科研活动审批，获取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研经费、
奖励、荣誉、职务职称等；
　　（五）违反科研伦理规范；
　　（六）违反奖励、专利等研究成果署名及论文发表规范；
　　（七）其他科研失信行为。



在文档中插入大量无
关的内容，使检测时
计算的“分子”变小
或“分母”变大；或
大段标准引用以降低
“去除引用后的检测
比例”

用翻译软件，将已经撰
写好的中文内容先翻译
为某种外文，再翻译为
中文，以改变原本的表
达、语言、格式等

将文字内容转换为无法
从外观上判别的图片，
以减少文献字符数

直接代写
论文

大幅抄袭教材、教
参等书本内容

不同专业互相抄袭，
同专业同年级互相抄袭，
同导师师兄弟间抄袭

将简体字、繁
体字互换；
相似表格与图
片抄袭

检 测 和 送 审 、
答 辩 时 ， 提 交
不 一 致 的 论 文
版 本 ， 规 避 技
术检测

剽窃
剽窃数据
剽窃实验方法
大量剽窃文字表述
剽窃未发表成果
自我剽窃

伪造
伪造观点
伪造图像
伪造数据
实验不可重复

篡    改

其他相关研究伦理
问题

版权问题

过程不端
论文在研究、撰写、答辩过

程中可能存在的不端行为

内容不端
论文本身可能存在
的不端行为



2002年，德国  舍恩
伪造数据“分子晶体管”
康斯坦茨大学收回其博
士学位，各大期刊也将
他的论文整批撤销 

2009，韩国“克隆之父”
黄禹锡 多篇science造假
解除“教授”职务
侵吞政府研究经费、非法
买卖卵子罪被判2年徒刑，
缓刑3年

2014，日本小保方晴子
“万能细胞”论文篡改、捏造
博士学位被早稻田大学取消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辞职

诚信是科研之本



（1）数据来源：真实可靠；
（2）实验记录：忠实详尽；
（3）原始数据：保存完好；
（4）数据处理：尊重事实。

（1）避免剽窃；
（2）正确引用；
（3）写明论文
资金来源。

（1）接受同行评议；
（2）不一稿多投；
（3）国家资助成果
发表后共享。

（1）不遗漏有实质贡献
者，不挂名无实质贡献者；
（2）不应该在某个人不
知情的情况下就把他列为
共同作者。
（3）不轻易在自己不了
解的论文上署名。

数据
处理

论文
撰写

论文
发表

论文
署名

学术
履历

只陈述事实，不
要自己做主观评
价，更不要拔高、
捏造学历和成果。

避免学术不端



学术规范知识



感谢观看！

中国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