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讨论的问题

 1. 根据研究性质分类， 您的研究属哪一类？您的课
题来源是什么？

 2. 学位论文研究设计（proposal） 包括哪些内容？ 
什么样的课题是好课题？

 3. 根据研究结果，所设定的假设是什么假设？

 4. 什么是零假设？



二. 关于写综述
 Writing A Review



综述- 立题的理论和实践的依据
Review：the basi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1. 开题的重要部分

2. 博士论文的重要部分

3. 讨论部分的依据

4. 新课题的灵感来源之一

5. 避免研究走弯路。



如何写综述

综述包括“综”与“述”两个方面。

“综“：综合分析。 
占有的大量素材

进行归纳整理

综合分析

使材料更加精炼、更加明确、更加层次分明、更有逻辑性。



“述”： 评述，综述是对某一专题、某一领域的全面、深人、系
统的论述。

包括：

历史背景、

前人工作、

争论焦点、

研究现状与发展前景等方面，

以作者自己的观点写成的严谨而系统的评论性、资料性科技论文。





综述的目的

综述反映出某一专题、某一领域在一定时期内的研究工作进展
情况。

把该专题、该领域的最新进展、新发现、新趋势、新水平、新
原理和新技术比较全面地介绍给读者，

综述类论文是科学家的重要资源。

撰写这类文章可以为自己的研究提供灵感。



综述类型

(1)归纳性综述：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某一专题、某一领域的当前研究进展，但很少有作者自己的见

解和观点。
(2)普通性综述：普通性综述系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作者，系统性
和逻辑性都较强的学术论文，文中能表达出作者的观点或倾向性。
因而论文对从事该专题、该领域工作的读者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

参考价值。
(3)评论性综述：评述性综述系有较高学术水平、在该领域有较高
造诣的作者。撰写的反映当前该领域研究进展和发展前景的评论
性学术论文。因论文的逻辑性强，有较多作者的见解和评论。故
对读者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并对读者的研究工作具有导向意义。





写作步骤(1)
1. 选题

①选择的专题或领域：

进展甚快、内容新颖；

研究结论不一致有争论的主题

新发现和新技术。



 步骤1：续

②选题与作者的关系：
与专业密切相关；
交叉的边缘学科；
作者即将进行探索与研究的主题；


③题目要具体、明确，范围不宜过大。切忌无的放矢，泛
泛而谈。

④选题必须有所创新，具有实用价值



写作步骤-2

2. 搜集文献，原始文献为主。

3. 阅读和整理文献：整理、分类编排，使之系列化和条理化。

科学分析，结合作者的实践经验，写出体会，提出自己的观点。



4. 撰写成文：撰写综述之前，应先拟定写作大纲，然后写出初
稿，进一步修改。



撰写综述的注意事项。

1.一般不宜重复已发表的类似综述，更不能以他人综述之内容作为自
己综述的素材。
2. 对于某些新知识领域、新技术: 适当增加一些基础知识内容。

   对于人所共知的主题，应只写其新进展、新动向、新发展。

3. 必须忠实原文，不可断章取义，阉割或歪曲前人的观点。

4. 必须对所写主题的基础知识、历史与发展过程、最新进展全面了解，

5.搜集的文献资料尽可能齐全，更忌讳阅读了几篇资料，便拼凑成一
篇所谓的综述。



书写格式

题名     Title
著者    Author
摘要   Abstract
关键词   Keywords
正文   The body of paper
参考文献   Reference



摘要

摘要又称概要或内容提要。

摘要：简洁、具体的摘要要反映论文的实质性内容，展示论文内容足
够的信息，体现论文的创新点，展现论文的重要梗概。 
（综述摘要不同于论著，论著摘要是含有背景、方法、结果、结论的
四 段式八股文）

而综述摘要无统一规定,但大体要求摘要扼要陈述综述,即和论著摘要
具有同样效力-即不读全文就能获得80%的信息。

摘要是以提供文献内容梗概为目的，不加评论和补充解释，简明、确
切地记述文献重要内容的短文。



关键词（ Keywords）

 特指单个媒体在制作使用索引时，所用到的词汇。

 是图书馆学中的用于检索的词汇。

 关键词搜索用于网络检索主要方法之一。

 目的是让读者和同行能快速发现你的文章。



正文
 正文由前言、主体和总结组成 
 1.  前言用200~300字的篇幅，

 写作目的、意义和作用，

 如果属于争论性课题，要指明争论的焦点所在。

  2. 主体： 包括论据和论证，5000字左右。 
 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也可从问题发生的历史背景、现状、发展方向等提出文献的不
同观点。



 3．总结部分

 总结部分又称为结论、小结或结语。

 可以根据主体部分的论述，提出几条语言简明、含义确切的
意见和建议；

 对主体部分的主要内容作出扼要的概括，并提出作者自己的
见解，表明作者赞成什么，反对什么；

 对于篇幅较小的综述，用几句话对全文进行高度概括



例文

1. 人参抗肿瘤作用的有效成分及其机制研究进展

2. review- chinise medicine cure psoriasis

 Su, Y., Qin, W., Wu, L. et al. A review of Chinese medicine for the 
treatment of psoriasis: principles, methods and analysis. Chin 
Med 16, 138 (2021). https://doi.org/10.1186/s13020-021-
00550-y

罗林明, 石雅宁, 姜懿纳, 詹济华, 覃丽, 陈乃宏. 人参抗肿瘤作用的有效成分及其机制研究进展[J]. 中草药, 2017, 
48(3): 582-596.       
LUO Lin-ming, SHI Ya-ning, JIANG Yi-na, ZHAN Ji-hua, QIN Li, CHEN Nai-hong. Advance in components with 
antitumor effect of Panax ginseng and their mechanisms[J].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17, 48(3): 
582-596 .       



三.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引用和书写参考文献
      Reference

是原始素材．也是综述的基础；因此，拥有并列出足够的参考文
献显得格外重要。

表明引用的资料有其科学依据。展示较高的学术水平；



参考文献的重要作用

1. 尊重他人成果，明晰知识产权，明确区分他人的贡献和自己
的贡献；

2. 确保论文精炼，他人已发表内容代之以引文，从而节省篇
幅；

3. 帮助读者溯本求源，便于查找相关科研成果；

4. 为论文的编辑人员提供同行审稿人的线索；



参考文献的书写
二、参考文献的类型

参考文献(即引文出处)的类型以单字母方式标识，具体如下：
纸质类：

M——专著
C——论文集
N——报纸文章
J——期刊文章
D——学位论文
R——报告
对于不属于上述的文献类型，采用字母“Z”标识。
S--- 标准
P----专利
A----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
G----杂志



电子文献类型：

DB---数据库

CP----计算机 

EB----电子公告

电子文献的载体类型：

OL---互联网

CD---光盘

MT---磁带

DK----磁盘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A1%E7%AE%97%E6%9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9%E7%9B%98/1702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3%81%E5%B8%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3%81%E7%9B%98


规范格式（1）

一：专著、论文集、报告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
版年:起止页码(可选).

例如：[1]刘国钧,陈绍业.题名， 图书目录[M].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1957:15-18.

Firth, John (2020). "Science in medicine: when, how, and 
what". Oxford textbook of medici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0-19-87466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7%AD%89%E6%95%99%E8%82%B2%E5%87%BA%E7%89%88%E7%A4%BE/90199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SBN_(identifi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pecial:BookSources/978-0-19-874669-0


参考文献格式（2）
二：期刊文章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

例如：[1]何龄修.读南明史[J].中国史研究,1998(3):167-173.

[2]OU J P,SOONG T T, et al. Recent advance in research on 
applications of passive energy dissipation systems[J]. Earthquack 
Eng,1997,38(3):358-361.

Tsai SC, Lu CC, Bau DT, Chiu YJ, Yen YT, Hsu YM, Fu CW, Kuo 
SC, Lo YS, Chiu HY, Juan YN, Tsai FJ, Yang JS. Approaches 
towards fighting the COVID‑ 19 pandemic (Review). Int J Mol 
Med. 2021 ;47(1):3-22. doi: 10.3892/ijmm.2020.4794. Epub 
2020 Nov 20.PMID: 33236131 ,Review.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236131/


参考文献格式（3）

三：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A）

[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A].原文献主要责任
者(可选).原文献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例如：[7]钟文发.非线性规划在可燃毒物配置中的应用[A].赵
炜.运筹学的理论与应用——中国运筹学会第五届大会论文集
[C].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46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8%BF%90%E7%AD%B9%E5%AD%A6%E4%BC%9A/185667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AE%89%E7%94%B5%E5%AD%90%E7%A7%91%E6%8A%80%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2935649


参考文献格式（4）

四：学位论文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D].出版地:出版单位,出版年:起
止页码(可选).

例如：[4]赵天书.诺西肽分阶段补料分批发酵过程优化研究[D].
沈阳:东北大学,201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1%A5%E6%96%99%E5%88%86%E6%89%B9%E5%8F%91%E9%85%B5/7534857


参考文献格式（5）
六：电子文献

[文献类型/载体类型标识]：[J/OL]网上期刊、[EB/OL]网上电子公告、
[M/CD]光盘图书、[DB/OL]网上数据库、[DB/MT]磁带数据库

[序号]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电子文献的出版
或获得地址或发表更新日期/引用日期.

例如：[12]王明亮.关于中国学术期刊标准化数据库系统工程的进展
[EB/OL].1998-08-16/1998-10-01.
[8]万锦.中国大学学报文摘(1983-1993).英文版[DB/CD].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19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A4%A7%E7%99%BE%E7%A7%91%E5%85%A8%E4%B9%A6%E5%87%BA%E7%89%88%E7%A4%BE/2267934


五：报纸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例如：[8]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人民日报,1998-12-25(10).

参考文献格式（6）



讨论问题

1.  综述在准备学位论文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2.医学文献综述的基本结构是什么？

3. 参考文献在学位论文和医学综述中的意义是什么？
参考文献可以引自什么文献？ 参考文献必须是原始文
章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