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verleaf — 您的在线LaTex

电脑小白的科研论文LaTex排版之实战

时间：2022年6月16日星期四晚19：00-20：30

主讲人：邓智心
线下地点：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信息楼三楼读者培训室
线上地点：雨课堂直播/ 回放（课堂邀请码：KBCCBB）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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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LaTex系统边写作边

排版

2.Word写作，LaTex排版

一 LaTex排版模式

1.导言区

文献类型，页面格式，

宏包。

2.正文区：

题名，摘要，各级标

题，正文文字，图，表，

公式，列表，脚注等。

三排版实践：套用模板 1.  Word写作及参考文

献；

2.   模板查找；

3.   模板修改及套用。

四使用经验总结

目标：电脑小白能利用overleaf平台，
套用期刊模板，适当修改样式，顺利开展论文
的LaTex排版。

1.期刊主页

2.Overleaf平台

二 期刊模板查找



一 LaTex排版的2种方式

1.边写作边排版
LaTex使用比较熟悉，可采用该种方式。容易受非排版内容的干扰。

2.利用word写作定稿之后再利用LaTex排版

利用以前熟悉的方式，先把论文完善，定稿之后再考量用LaTex排版，直接针对特殊内容拷贝即可。

Word写作过程中仅专注于内容即可，不用考虑排版格式。展示排版好的正文和文末参考文献。

备注：

2种方式均建议用户先把图、表、公式单独建文档，以方便后续的排版。

2种方式均不提倡自行构建模板，而是根据期刊要求，选择期刊给定的模板格
式套用。既方便又不容易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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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word写作定稿之后再排版：准备好内容已经修改完善的word文档

1.word+文献管理软件（Endnote，NoteExpress，Mendeley等）

 1.利用文献管理软件集中并管理文献，保证每条要引用的文献必要的字段不缺失且正确。

 2.边写作边利用文献管理软件方便地插入引文并在文末生成参考文献目录。

 3.写作修改完善之后定稿，参考文献样式选择bibTex格式，若文献管理软件的该格式带摘要和关键词字
段，则通过修改样式去掉该字段。选择该样式后可以直接把论文拷贝到LaTex模板中相应位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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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Tex样式修改：每一条所引用的参考文献bibTex的关键字字段不能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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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期
刊仅要求
word文档，
不接受
LaTex格
式。

二 期刊论文排版的模板获取：



部分期刊有多种排版选择：word or La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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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有公式排版的一定要用LaTex排版格式。



部分期刊仅要求LaTex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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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选择合适的模板：找模板，若无，选择类似的模板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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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投稿指南. 期刊 投稿指南
作者指南

机构 高校或科研机构的毕业生论
文写作系列文件 部分情况仅有word排版

不同出版社、期刊、机构有特定的模板

Theme color makes PPT more convenient to change. 

Adjust the spacing to adapt to Chinese typesetting, use the reference line in PPT……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40720576（可借鉴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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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所在位置

期刊官网首页的投稿指南
（Submission guidelines
）或作者指南（Author 
Guides 或 for Authors）.

投稿系统：出版社或集团（爱思唯尔
期刊杂志的latex投稿模板）

Overleaf模板平台：汇集大量的
各出版社、机构模板

实例

Plant and soil

nature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40720576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4S4y1j7dS/?spm_id_from=auto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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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蛛网学术提供
的平台直接进入期
刊官网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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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主页查找：机构若购买了

SpiScholar学术资源在线，直接用

该库查找，若无购买，则可以用收

索引擎（中文百度，英文谷歌或必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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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期刊仅以word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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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直接利用overleaf平台选用期刊LaTex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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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所在位置

期刊官网首页的投稿指南
（Submission guidelines
）或作者指南（Author Guides 或 for 
Authors）.

投稿系统：出版社或集团（爱思唯尔
期刊杂志的latex投稿模板）

Overleaf模板平台：汇集大量的
各出版社、机构模板

实例

Plant and soil

nature

若期刊主页未提供具体的LaTex模板，则可直接用平台
上面各出版社提供的模板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4S4y1j7dS/?spm_id_from=autoNext


三 选定期刊模板后，开始排版：overl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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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leaf：在线的LaTeX编辑器 https://www.overleaf.com/ （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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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overleaf.com/


3.1 新建项目（project），导入期刊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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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期刊主页查找模板，下

载模板包到本机，到overleaf平

台，建立新项目，而后导入期刊

模板包到overleaf平台即可，或

者直接建立项目之后，在

overleaf平台直接选用出版社或

期刊的模板。



3.2 模板包中的内容认知：不同出版社、期刊等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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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包中的文献，
其中.tex为主文
件，.bib为参考文
献目录。

主模板文件，用命
令进行排版

编译区：把命令
以及相关内容转换
成排版之后的文档



LaTex模板里边的主要文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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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LS文件：定义文档各种格式，直接决定了latex源文件的排版格局。
2. .JPG文件：论文中要用到的图片
3. .bib文件：论文的参考文献文件
4. .tex文件：主程序文件

备注：
不同的模板文件所给定的文件不同，最简单的，

仅有一个.tex主文件，复杂的有很多文件。
如：Elsevier的LaTex模板有三个.tex

文件，分别是3种文献格式，大家可以根据实际
需要选择主文件进行编辑。Elsevier还制作了详
尽的.cls模板文件对样式做了规定，其使用详细
解读见Elsarticle.cls

https://support.stmdocs.in/wiki/?title=Elsarticle.cls

https://support.stmdocs.in/wiki/?title=Elsarticle.cls


LaTex模板里边的主要文件说明：.cls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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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S文件：定义文档各种格式，直接决定了latex文件的排版格局，其中很多的定义涵义，可参见

https://zhuanlan.zhihu.com/p/383336622


Latex命令清单：http://wch.github.io/latex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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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说明：
命令+用法

http://wch.github.io/latexsheet/


命令 说明

article
主要用来排版学术论文、学术报
告等

report
格式有文章结构，主要用来排版
综述类、长篇论文、报告等

book
主要用来排版出版的书籍，有明
显的章节结构

ctexart
主要用来排版中文的文章，内容
同article相似

ctexbook
主要用来排版中文的文章，内容
同ctexbook 相似

ctexrep
主要用来排版中文的文章，内容
同ctexrep 相似

slides 幻灯片格式的文档类

moderncv 主要用于个人简历

beamer 用于制作幻灯片

3.3 一一对应排版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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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文献类型及页面设置

% \documentcalss[纸张大小、页边距、单双栏等]{文献类
型}，特定期刊就用其默认模板的设置，非必要不修改。

[页面设置]可参见Overleaf—使用教程

https://zhuanlan.zhihu.com/p/83496692


3.3.2 一一对应排版相关内容：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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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部分内容，模板调用的宏包，大部分情况下不用删减，
如本例中所用的宏包。overleaf平台上已经内嵌了很多常用
宏包，有新的需要，就可以根据需要再调用新的宏包。宏包
有时候是在排版过程种遇到的，可以临时在导言区加载并在
正文排版中使用。

如何知道该用什么宏包以及不同宏
包的表达方式？参见LaTex编辑部的
“常用宏包”，个性的需要及个性的
用法可以搜索引擎查找并借鉴其他用
户经验。

https://www.latexstudio.net/hulatex/package/table.htm


3.3.3 一一对应排版相关内容：题名、作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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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正文排版，以”\begin{document}”开始，

以”\end{document}”结束。有些模板把文献的题名、作者、作

者单位、作者排名、通讯作者设置等归类为正文排版，如本例所

用模板，有些期刊模板归类在导言区，并且要

在”\begin{document}”命令后面，添加上\maketitle命令，上述

已经设置的内容（题名、作者等）编译后才显示。



3.3.3 一一对应排版相关内容：题名、作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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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文章题名、作者等信息：建议每一个小单元修改完之后，点击“recompile”重
新编译一次，方便有错误及时发现并修正。



3.3.4 一一对应排版相关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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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文章摘要：直接拷贝作者的摘要到模板中。

把自己的摘要拷贝到左边红框区
域，点击“recompile”之后就会在
右红框区呈现。



3.3.5 一一对应排版相关内容：多级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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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各章节部分非特殊内容（非图、表、公式、列表等）：根据文章内容，有几个一级标题
就以命令“\section{一级标题题名}”建几个,每个一级标题下面有几个二级标题就以
“\subsection{二级标题题名}”，三级标题为“\subsubsection{三级标题题名}”，而后分别从
word中把除图、表、公式、列表等特殊内容的文字部分直接拷贝到相应章节部分。

\subsection{二级标题题名} 

\subsubsection{三级标题题名}



3.3.6 一一对应排版相关内容：正文的文字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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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word中已经写好的内容，把除了特殊内容（图、表、公式、列表、交叉引用等）部分的
文字内容直接分别拷贝到相应的章节中去。但应注意：斜体、字体加粗、标红等特殊设置还要
通过程序语言来做特殊规定。具体的方法实际操作时通过搜索引擎找方法。



3.3.7 一一对应排版相关内容：化学分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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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package[version=3]{mhchem} %要先调用mhchem宏包

\ce{不分下标的分子式表达，上标用^，如SO4^2-}，%在正文中以\ce{}表达分子式，参

见用 mhchem 写化学公式，或知乎公式编辑器测试案例

https://www.jianshu.com/p/bae90bf9e5d8
https://zhuanlan.zhihu.com/p/31232001


3.3.8 一一对应排版相关内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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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package{graphicx }  %在导言区要先调用graphicx图片宏包
\usepackage{subfigure }  %若文章需要并排放置多张图，在导言区可直接模仿模板设置要先调用subfigure宏包，
而后直接拷贝模板中多张图的设置到目标排版区，替换图片即可，也可在搜索引擎中用“Latex Subfigure”搜索，如
Latex中Subfigure的使用方法； %先把图做好，放置在模板文件中，以.png等格式保存。而后在作图时调用即可。

https://blog.csdn.net/bulingayu/article/details/112332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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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figure} 

\centering

\includegraphics[width=20nm]{.jpg} %此处[图片大小，旋转角
度等],{图片保存在文件夹中的名称}   

\caption{图标题} %图标题在图下方
\label{fig:my_label} %图标签要保证在文中唯一，可用图文
件名标识，编译时系统会自动根据其出现的顺序给图编码。
\end{figure}

图的命令格式：

备注：图片保留在文件夹中的名称和图标题的名称之间的异同，标识的
是同一张图，名称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



图在排版中的实例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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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在正文中要交叉引用，要给图标签。图的标签可以任意给，只要在同一篇文章中不重复，交叉引用
时系统会自动按顺序给标号



3.3.9 一一对应排版相关内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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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package{booktabs}%在导言区要先调用三线表宏包，有的模板虽然是三线表，但是其没有规

定每条线的粗细，如下实例（Elsevier模板），套用模板且看情况而定。

\hsize %弹性调整列宽



三线表

38

示例：
\usepackage{booktabs},%导言区，%booktabs是三线表宏包

备注：
\usepackage{booktabs},(备
注：在LaTeX中，插入三线表
需要使用到booktabs宏包，
因为三线表通常会使用到粗
细不同的表格线。且该宏包
要放到导言区。

在begin{document}和
end{document}之间的就是正
文区，而在这之前的就是导
言区。

01 •\toprule %命令：表格顶部的粗线。
•\midrule %命令：表格中间的细分隔线。
•\bottomrule %命令：表格底部的粗线
•\bfseries %备注：字体加粗

\begin{table}[H]
\caption{Experiment}
\label{table_time}
\begin{tabular}{llll}
\toprule A & B & C & D \\
\midrule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1 & 2 & 3 & 4 \\
9 & 10 & 11 & 12 \\
\bottomrule 
\end{tabular}
\end{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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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区的格式
在需要开始特

殊环境的内容排
版时，只要输入
“\begin”,选
定系统中的

{table}，系统会
自动把已经设定
的table环境构
建出来，用户根
据需要设定各类
格式和参数，编
译之后即为需求

的内容。



LaTex 表格辅助生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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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1：表格生成工具

https://www.latex-tables.com/（表格在线编辑器）；
https://tableconvert.com/（表格在线编辑器）编辑器）

01

利用命令编辑表格02

示例：
\begin{table}
\centering
\begin{tabular}{llll}
number & year & score1 & Score2  \\
1      & 1987 & 50     & 52      \\
2      & 1988 & 56     & 57      \\
3      & 1989 & 61     & 62     
\end{tabular}
\end{table}

https://www.latex-tables.com/
https://tableconvert.com/


LaTeX 在线画表工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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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ableconvert.com/
https://tableconvert.com/

https://tableconvert.com/
https://www.latex-tables.com/
https://tableconvert.com/
https://tableconvert.com/


LaTeX 用命令画表: （2）
\begin{tabular}{r|c|l} %设定列数，并设定列的对齐方式：第一列右对齐，第二列居中，第三列左对齐

\hline %横线（一条）

360 & Browser & 60 \\ %“&”列与列之间线，“ \\”强制空行

270 & Browser & 90 \\
\hline \hline
290 & Browser & 90 \\
\hline \hline %横线（2条）

\end{tabular}

备注：

1.表格的列数可直接规定，用“|”标识。

2. “\hline”表示横线，想几条横线，就用几个“\hline”表示。

3. “&”表示表内列与列之间的分割。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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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1:公式类型2类

 行内公式：公式和文字处于同一行

 行间公式：公式单独成行并居中显示

各有3种表达方式，见下图

3.3.10一一对应排版相关内容：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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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格式的公式编号：
 1. 一个公式一个编号：一个公式一个完整的环境；

 2. 多个公式一个编号：多个公式一个完整的环境；

 3.方程组：一个完整的公式环境嵌套多行公式环境



公式编辑器查找：



在线编辑器：按照自己的实际需求编写公式，会自动生成为LaTex命令

备注：
1.有大量的公式模板

可供选择，也可以把
已经做好的公式图片
上传到网站进行识别。

2.也可自己编辑。
https://www.latexlive.c
om/

建议选择该编辑器！
把公式输入后，其自
动生成标准LaTex命令，
拷贝命令即可。

可生成公
式的命令

https://www.latexlive.com/


在线编辑器：按照自己的实际需求，编写公式
https://www.codecogs.com/latex/eqneditor.php?lang=zh-cn

备注：
本网站

未提供公式
模板，用户
根据其提供
的公式进行
编辑，而后
其会自动转
换成LaTex
命令语言。

https://www.codecogs.com/latex/eqneditor.php?lang=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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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 一一对应排版相关内容：交叉引用
• https://blog.csdn.net/kebu12345678/article/details/76872296?locationNum=5&fps=1

• 问题1：如何交叉引用？

• \label{label}和 \ref {label}成对出现，在每一个环境中生成标签（\label{label}）,而后正文中则表达为“具

体结果，可见图、表、公式或章节\ref {label}”的形式（LaTex仅仅自动生成序号，一般情况下具体的内容

标识要用户自己表达出来，如图（figure）\ref {label}，表（table）\ref {label}，但可以调用宏包自动生成）

• 问题2：如何生成label？

• 要点1：标签是自动生成的还是人工添加的？标签生成的方法？

手工添加标签名，在每一个标签全文中须保持唯一，在PDF生成正式文档时，在正文中会按照顺序自动
编号

• 要点2：标签生成的位置 （%%注意：\label 要在\caption后面）

• 要点3：哪些内容要给标签？

在正文中需要交叉引用的内容，比如说章节、图、表、公式等。

要点4：能否自动判断标签类型并正确表达（类似word中的带章节编号）？

• 可以，需要调用hyperref宏包或在ctex中添加可选参数hyperref，然后使用命令\autoref{书签名}, LaTeX

就可以根据被加书签的对象而选择前缀, 如section, equation等等 ，见LaTeX教学2.9 交叉引用

https://blog.csdn.net/kebu12345678/article/details/76872296?locationNum=5&fps=1
https://www.jianshu.com/p/58e7d0a6d9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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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引用
• https://blog.csdn.net/kebu12345678/article/details/76872296?locationNum=5&fps=1

• 问题1：如何交叉引用？

• \label{label}和 \ref {label}成对出现，在每一个环境中生成标签（\label{label}）,而后正文中则表达为

“具体结果，可见图、表、公式或章节\ref {label}”的形式（LaTex仅仅自动生成序号，一般情况下具体

的内容标识要用户自己表达出来，如图（figure）\ref {label}，表（table）\ref {label}，但可以调用宏

包自动生成）

• 问题2：如何生成label？
• 要点1：标签是自动生成的还是人工添加的？标签生成的方法？

手工添加标签名，在每一个标签全文中须保持唯一，在PDF生成正式文档时，在正文中会按照顺序
自动编号

• 要点2：标签生成的位置 （%%注意：\label 要在\caption后面）

• 要点3：哪些内容要给标签？

在正文中需要交叉引用的内容，比如说章节、图、表、公式等。

要点4：能否自动判断标签类型并正确表达（类似word中的带章节编号）？

• 可以，需要调用hyperref宏包或在ctex中添加可选参数hyperref，然后使用命令\autoref{书签名}, 

LaTeX就可以根据被加书签的对象而选择前缀, 如section, equation等等 ，见LaTeX教学2.9 交叉引用

调用了自动识别并
标识类型的宏包

https://blog.csdn.net/kebu12345678/article/details/76872296?locationNum=5&fps=1
https://www.jianshu.com/p/58e7d0a6d9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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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引用

没有调用自动识
别并标识类型的

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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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表达
方式

三种
类型

3.3.12 一一对应排版相关内容：列表(人文社科排版常见)

 Enumerate %有序列表，有序号
 Itemize %无序列表，无序号
 Description %描述列表，描述性

例1：
\begin{Enumerate }
\item text
\item text
\item text

\end{Enumerate }

例2：
\begin{itemize}
\item text
\item text
\item text

\end{itemize}

例3：
\begin{Description }
\item text
\item text
\item text

\end{Description }

表达格式：

\begin{列表类型}

\ltem 文字

…… 

\end{列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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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列表(人文社科排版常见)

（1）有序列表 enumerate %有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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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序列表(人文社科排版常见)

（2）无序列表 itemize % 无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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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性列表(人文社科排版常见)

（3）描述列表 description %描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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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式使用说明：

1.此种方法适合直接利用LaTex写作并同时排版，在

\end{document}之前把要用的参考文献加前缀

\bibitem 逐一列出即可。

2.参考文献环境以\begin{thebibliography}开始，

以 \end{thebibliography}结束。

Bibtex使用说明：

1.这种方法需要建立参考文献数据库，引用的时候调

用所需要的参考文献。

2.若使用文献管理软件写作，定稿之后选用bibtex样

式，而后直接拷贝文末参考文献部分的文献，建

成.bib文档即可。

01

02

列表

形式

使用
BibTeX

使用

BibTeX

3.3.13 一一对应排版相关内容：参考文献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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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x参考文献使用问答：

01

问题1：如何在正文中引用 ？\cite{引文标签}

论文标签：数据库导出来
常为bibtex关键词字段，也可
以自定义，只要一篇论文中
每篇引用 的标签唯一即可。



57

LaTex参考文献使用问答：

01

问题1：如何在正文中引用？

论文标签：数据库导出来常
为bibtex关键词字段，也可以
自定义，只要一篇论文中每篇
引用 的标签唯一即可。

在编程时用\cite{论
文标签}即可

编译之后在PDF文档
中生成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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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x参考文献使用问答：

01

问题2：引用的参考文献标签从何而来？ 正文中参考文献的引
用：
为了减少工作量，不

管用哪一类文献管理
软件生成参考文献，
均建议在最后定稿后
用bibtex样式，把论文
中的参考文献引用格
式设置成LaTex排版格
式，文末参考文献也
一样，也方便用LaTex
排版时直接拷贝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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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x参考文献使用问答：

01

问题3：如何在文末生成参考文献题录？

第一步：适当调整
文献管理软件中的
bibtex样式，保证
各种文献类型符合
期刊参考文献中的
要求（字段顺序、
字段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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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x参考文献使用问答：

01

问题3：参考文献在文末如何生成参考文献题录？

第二步：
定稿后用

bibtex样式生成
文末参考文献；
在而后把文末参
考文献全部拷贝，
替换模板中.bib
文件中的内容，
就生成了自己的
参考文献.bib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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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x参考文献使用问答：

01

问题3：参考文献在文末如何生成参考文献题录？

第三步：在LaTex模板中的主文档.tex文
档的”\end{document}之前，用命令
\bibliography{参考文献文档名}调用参考文
献，并用\bibliographystyle{参考文献样式}，
编译之后就生成了目标参考文献样式。



其他1：如何实现“部分单栏部分双栏”：\usepackage{multi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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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class{article}
\usepackage{ctex}
\usepackage{multicol} %用于实现在同一页中实现不同的分栏

\begin{document}
\maketitle %该两个命令紧密相连，一方面设定正文编辑环境开始，另外一方面保证
导言区的所有设置能显示出来。

\columnseprule=1pt % 实现插入分隔线，定义了粗度中间就有线，省略中间就无线。
\begin{multicols}{2} % 分两栏 若大括号中为3则是分三列

\end{multicols}
\end{document}



其他2：加脚注
• \footnote {text} %自动编号

• \footnote[number]{text} %[number]强制性认为加编号，number只能写自然数字，如1，2，3，等，
不能是（1）、《1》之类

• \usepackage[bottom]{footmisc} % 添加了\footnote之后脚注没有出现在底端，用该宏包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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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3：不同宽度（width）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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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ize: 是TEX中定义的长度，是一种叫做水平盒子的长度，它的主要作用是告诉TeX系统什么时候

换行。所以大部分时候和\textwidth是一致的，但是在分栏状况下，\hsize只是栏的宽度；

\textwidth: 是LATEX中定义的长度，等效于\hsize，并且是固定不变的，可以理解为一行文字

的宽度。页宽（文本的宽度）。

\pagewidth: 包含了页边的宽度，比\textwidth要大，页宽。

\linewidth: 这指得是目前环境的宽度，是依赖于上下文的一个宽度值，例如新建了一个box，

在这个box中，\linewidth是box中文字的宽度。再例如minipage环境中，\linewidth就和这个minipage的

大小有关.行宽。

\columnwidth: 如果文章分栏的话，这个宽度就是每一栏的宽度。



其他4：稿件修改：通过共享来邀请人修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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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4：稿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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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共享人的邮箱（2）



其他4：稿件修改 把链接直接发给导师或修改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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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所用的命令：直接在要修改的内容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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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边的文字变绿色，系统不会对该部分进行编译，PDF中不会出现该内容，既方便修改，又方便
后续的对以前修改过的内容的恢复。



其他5：定稿之后的稿件提交（根据期刊投稿要求）
• 1. 文件包或者单个文件（根据期刊投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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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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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用蛛网学术找期刊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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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用蛛网学术找期刊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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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找期刊官网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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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投稿指南或作者指南中的答疑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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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作者LaTex文件上传指南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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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严格按照期刊要求上传LaTex文件

按要求：全部文件或仅PDF或仅.tex主文件



其他6： overleaf的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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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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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期刊，不同的专业，
不同的文档内容，涉及的特殊
参数细节不同，若有其他的实
际需要，请用搜索引擎查找实
际用法，也可与加入华南农大
电子资源服务QQ群（群号：
598259720），我们一起探讨

！



使用经验小结

• 1.储备基本的LaTex排版知识，具体知识点有需要问百度。

• 2.按照期刊要求，选用其指定的LaTex期刊排版模板。

• 3.了解论文的基本格式和自己论文内容实际需要，适当导入需要的宏包（LaTex排版均以命令为基础，有

特殊排版需要就要创造特殊环境）。

• 4.基于word写作的排版，利用文献管理软件自动生成参考文献，参考文献样式选择”.bibtex

”且不带摘要的（若有必要，个人对样式要做适当修改），完毕后直接把正文中文字部分（包括参考文
献）直接分章拷贝粘贴即可。

• 5.对应的论文各特殊部分（图，表，公式，列表，其他特殊部分等），需要设定环境的设定后直接拷贝
粘贴，需要在正文中直接以单个命令实现的，以命令形式导入。

• 6. 参考文献直接根据模板的样式，要么建一个.bib文档，直接导入文档（这种方式最简单），要么边写
作，边罗列（基于word写作后再用LaTex排版不建议该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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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https://blog.csdn.net/u013385018/article/details/121515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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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用户的使用总结：（1）

https://blog.csdn.net/u013385018/article/details/121515067


• 例：https://blog.csdn.net/finnalove/article/details/104309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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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用户的使用总结：（2）

https://blog.csdn.net/finnalove/article/details/104309178


Thank you for watching.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

今天学习=明天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