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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背景介绍

电子科大学位论文规范

期刊论文：通常5000-10000字

本科论文：

硕士论文：3-5万字之间

博士论文：10万字以上

理工科论文不少于 1.5 万字，
医科和文论不少于 1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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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内容 示例 字体大小

1 章节标题 第一章 XXX 黑体小三

2 一级节标题 4.1 实验装置和试验方法 黑体四号

3 二级节标题 4.2.2 实验装置 黑体四号

4 三级节标题 1.3.4.1 协商系统 黑体小四

5 正文 实验取得预期效果 宋体小四

6 表题与图题 表2-1 语言的语法 宋体五号

7 参考文献及页眉 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宋体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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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背景介绍

Microsoft Word LaTeX

花费大量时间调格式 无需担心格式，专心作者内容

公式排版差强人意 尤其擅长公式排版

不能管理参考文献 可利用数据库自动创建参考文献列表

版本兼容性差 文本文件，各版本互相兼容

付费商业许可 自由免费使用

容易上手，高级功能不易掌握 进阶难，但一般用不到

尤其适合理工科的同学撰写毕业论文（学位论文）

LaTeX的优势



PART ONE背景介绍

除学位论文外，还有期刊投稿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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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
部分

主体
部分

封面
摘要
关键词
目录

1绪论
2正文

结论
致谢
参考文献
附录（可无）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2.1

2.2

2.3

……

2.3.1

2.3.2

2.3.3

……

2.3.2.1

2.3.2.2

……

图2-1

图2-2
……

表2-1

表2-2
……

我校学位论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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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背景介绍
LaTeX主程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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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LaTeX模板编写学位论文时我们需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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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LaTeX模板编写学位论文时我们需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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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背景介绍

使用LaTeX模板编
写学位论文后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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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TWO 下载安装

安装建议：

Latex环境和编辑器的组合方式：

TeXLive TeXstudio

黄金搭配



PART TWO 下载安装

1.下载TeXLive套装（Windows操作系统）

忘记CTeX中文套装，如电脑上已安装，请先卸载。

TeXLive2019下载地址http://tug.org/texlive/acquire-netinstall.html

TeXLive安装指南https://www.tug.org/texlive/windows.html



PART TWO 下载安装

2.下载编辑器

TeXstudio下载地址http://texstudio.sourceforge.net/



PART TWO 下载安装

3.安装测试



PART TWO 下载安装

3.安装测试

\documentclass{article} 

\title{This is a Test} 

\author{XXX} 

\begin{document} 

\maketitle

\tableofcontents

\section{Hello China} China is in East Asia. 

\subsection{Hello sichuan} Sichuan is a province of China. 

\subsubsection{Good night Chengdu} I love Chengdu

\paragraph{uestc} is a university 

\subparagraph{uestc} is in Chengdu 

\end{document} 

输入：





PART TWO 下载安装

4.下载学位论文模板

电子科大学位论文模板下载地址：

说明：

该模板是基于物理电子学院研究生王稳编写的2017年学位论文模板基础

上，按照教务处和研究生院公布的学位论文最新格式要求进行修改和调

整后的版本。 初始模板地址：https://github.com/x-magus/ThesisUESTC

提取码：

https://pan.baidu.com/s/1aFLdMxic4KNvB-O5oKkMpw ki1c学士

https://pan.baidu.com/s/1jrUMPD1vyk4Uvrlgut8erA 4lyx学术硕士

https://pan.baidu.com/s/1huXWfzeEB7ANcgIgkRzCBQ kuyr专业硕士

https://pan.baidu.com/s/1sCSML73PK70RZJpvfk5OXQ nv06博士

https://pan.baidu.com/s/1ZCXfM-L_zLmIVWLGppTFfw ys0w工程博士



PART THREE论文编译

2019版与2018版本不同之处：

② 2019版修改了字体，增加了英文封面。

① 2019版划分得更细，共有

五个版本，分别针对学士、

学术硕士、专业硕士、博士

和工程博士。

2018只有三个版本且合并为

一个，使用会麻烦一点。



PART TWO 下载安装

5. 模板下主要文件

存放论文的各个章节和结论部分

存放摘要、附录、致谢等

存放所有插图

用来删除编译时产生的临时文件

编译后得到的论文

主程序文件（每次运行程序时都是编译该程序）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参考文献

论文格式文件



PART THREE
论文编译



模板的编译方法

PART THREE论文编译

选择tool主菜单

选择commands

点击latexmk



PART THREE论文编译

选择tool主菜单

选择commands

点击latexmk

模板的编译方法



注意事项1：

PART THREE论文编译

编译完成后，对论文进行

修改，再一次编译时，必

须关闭上一次打开的pdf

文档，否则程序会报错。

pdf文档未关闭

再次运行，程序报错



注意事项2：

PART THREE论文编译

首次运行后结果

再次运行前，请双击

编译完成后，再一次编

译时，记得删除之前运

行程序后生成的文件。



主文件中需要填写的信息

PART THREE论文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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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studio使用技巧

选择tool主菜单

选择commands

点击latexmk

① 设置运行快捷键



TeXstudio使用技巧

选择tool主菜单

选择commands

点击latexmk

① 设置运行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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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studio使用技巧 ② 设置中文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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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注释符。

以 \ 开头的均为LaTeX命令。
 LaTeX环境格式以\begin{…}开始，以\end{…}结束。

Latex常用命令

\documentclass {book}

%导言区

\begin{document}

%正文区
\end{document} 

导言区：全局控制命令

正文区：
\begin{document}和
\end{document} 之间所有
命令和文本，
\end{document} 之后的任
何字符Latex都将忽略

① 文档结构

PART FOUR编写技巧



导言区

正文区

主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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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导入命令：

\include{文件夹名/文件名}

PART THREE常用指令

作用：把子文件内容插入当前位置，可将若干个子文件

通过主文件组合，以便于写作和编辑。

Latex常用命令 ② 大文件的处理

作用：将 文件夹下的 两个子文件插
入主文件中。

例1：



PART FOUR编写技巧

主
文
件

编
辑
各
部
分
内
容
时
只
需
打
开
各
子
文
件
编
辑



\chapter{章标题}

\section{一级节标题}

\subsection{二级节标题}

\subsubsection{三级节标题}

生成文档：

Latex常用命令 ③ 章节标题

PART FOUR编写技巧

例2：



空格符号：~

汉字和中文标点之间的空格
均忽略，英文之间的多个空
格只保留一个。
（4个~为一个中文空格，2

个~为一个英文空格）。

回车：

单个回车不能分段；开始新
的段落，需两次及以上回车。

Latex常用命令 ④ 空格及分段

例3：

PART FOUR编写技巧

生成文档：



Latex常用命令 ④ 空格及分段

例4： 生成文档：

PART FOUR编写技巧



Latex常用命令 ⑤ 文中列表

PART FOUR编写技巧

例5：

生成文档：

编号列表：enumerate



Latex常用命令 ⑤ 文中列表

PART FOUR编写技巧

例6：

生成文档：

无编号列表：itemize



Latex常用命令 ⑥ 图片

本模板支持的图片格式：

支持几乎所有常见格式，可各种格式混搭

PART FOUR编写技巧

常见图片格式：

eps 矢量图形，latex能较好处理该格式图片

jpg 位图，通常照片的格式

png 位图，方便网络传输的图片格式

pdf (pdf格式的图片兼容性最好，因为最后的文档格式也是pdf格式)



Latex常用命令 ⑥ 图片

图片插入：figure

Latex中，若图片、表格、公式、章节和
参考文献等在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发生
了变化，其标注序号及其文中引用序号
也会自动随之变化，十分方便。

PART FOUR编写技巧

\includegraphics表示插入
文件名为Orc.jpg的图片
\caption为文中图片的题名

例7：

生成文档：

[htbp]表示图片可随着排版
文字的变化自动调整位置。



Latex常用命令 ⑥ 图片

调节图片大小

例8：

[width=0.5\textwidth] 表
示图片宽度为正文宽度0.5倍。

PART FOUR编写技巧

生成文档：



Latex常用命令 ⑥ 图片

图片、表格、公式通用

\label{name}

\ref{name}

PART FOUR编写技巧

引用图片



生
成
文
档

Latex常用命令 ⑥ 图片

例10：

PART FOUR编写技巧

插入多图：
\subfigure



Latex常用命令 ⑥ 图片

PART FOUR编写技巧

引用子图：

\label{name}

\ref{name}

例10：

生成文档：



\tabular环境下，c为单元格
居中，l为左对齐，r为右对
齐，其总个数应与表的列
数相同。

|画竖线，
用在 \begin{tabular}{|c|c|c|}

之后，

\hline画横线，
列在相应的画线位置。

表格的各行以\\分隔，同一
行的各列以&分隔。

Latex常用命令 ⑦ 表格
PART FOUR编写技巧

简单表格

例11：



例12：合并列：
\multicolumn{2}{|c|}{事件}

{2}指跨两列合并为一列，
{|c|}指内容居中并在左右两边
画上直线，
{事件}指表格内容。

合并行：
\multirow{2}{*}{策略}

{2}指两行合并为一行
{*}指文本宽度根据内容自行调
整
{策略}指表格内容。

Latex常用命令 ⑦ 表格
PART FOUR编写技巧

复杂表格



例12：

行内公式 行内公式和正文在同一行中显示，有三种方法：

$...$

\(…\)

\begin{math}…\end{math}

Latex常用命令 ⑧ 公式
PART FOUR编写技巧

生成文档：



例13：

\begin{equation}

…

\end{equation}

生成文档

带
编
号
公
式

Latex常用命令 ⑧ 公式
PART FOUR编写技巧



编写LaTeX数学公式非常麻烦。

MathType 6.5及以上版本

Latex常用命令 ⑧ 公式
PART FOUR编写技巧

推荐使用mathtype公式编辑器

超好用

也可尝试Axmath公式编辑器



Latex常用命令 ⑧ 公式

MathType可将公式自动转换为LaTeX代码

PART FOUR编写技巧



Latex常用命令 ⑧ 公式

MathType公式自动转换为LaTeX代码

Ctrl+c

Ctrl+v

生成文档

例14：

PART FOUR编写技巧

F10

统统
删掉

据说Axmath公式编辑器更美观



例15：

生成文后
参考文献

Latex常用命令 ⑨ 参考文献

BibTeX格式参考文献的输入方法

I. 手动输入

II. 使用“百度学术搜索”生成

III. 使用数据库生成

PART FOUR编写技巧

注意：文后参考文献全部都要在正文中引用



II. 使用“百度学术搜索”生成

例16：

PART FOUR编写技巧

Latex常用命令 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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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6：



III. 使用“IEL”数据库生成

例17：

Latex常用命令 ⑨ 参考文献
PART FOUR编写技巧



PART FOUR编写技巧

III. 使用“IEL”数据库生成

例17：



参考文献文中引用： \citing{文献名}

Latex常用命令 ⑨ 参考文献
PART FOUR编写技巧

生成文档

例18：
根据引用位置自动调整编号



参考文献文中引用： \footnote{脚注内容}

Latex常用命令 ⑨ 脚注
PART FOUR编写技巧

生成文档

例19：



免责声明

本模板依据《电子科技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规范》

和《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格式规范》编写，适

用于本校的学位论文编写。然而，本人不保证

本模板完全符合学校要求，也不对由此带来的

风险和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预祝大家
顺利毕业

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如果模板的格式有问题，欢迎与我联系：
QQ：1366671674

邮箱：jil@uestc.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