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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自第二次创业以来，始终保持对学术的

敬畏之心，以 “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为理念，坚持 “权

威、前沿、原创”的产品特色，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先后出版

了一大批享誉学术界的学术精品。

学术著作之所以成为学术著作，是因为它遵循一套严格的内

容与技术规范。随着学术研究与学术著作出版的发展，这套规范

也在不断地发展与完善。为更好地做好学术出版工作，制订严

谨、全面的学术规范，是学术研究与学术出版健康发展的根本保

障。为此，我们全面修订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学术著作出

版规范》。此次修订，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既保留了我们

以往工作中已证明能保障学术著作质量的一些内容，同时也广泛

吸纳了国外如 《芝加哥手册》等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学术规范的

一些内容。

我们希望新修订的 “规范”不仅能成为我们工作的 “守

则”，也能为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界提供一个参考，共同为

繁荣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出版作出贡献。

２０１２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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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学术著作是指责任者就某一学科领域，采用一定的方法、语

言以及逻辑，在已有资料和他人成果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系统的

研究，并通过规范的写作，以及一定的程序公开发表的书面报

告。学术著作的出版在各个时代、各个国家都有相应的特点，具

有很强的时代性、思想性和规范性。从事学术著作出版工作，应

尊重学术著作的特点及相关规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一家以出版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类图书为主的综合性出版社，出版物涉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

学、法学、历史学、哲学等领域，并拥有社会影响力巨大的品牌

产品———皮书。多年来，本社秉承 “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

的宗旨，注重出版物的质量，获得社会广泛好评。为了适应学术

研创的新趋势，面向新时代对学术出版提出的新要求，确保学术

著作的出版质量，本社对以往出版规范进一步修订完善，吸收同

类规范的经验，形成本规范，以便作者和编辑共同遵循。

基于本社的特点，这里所指的学术著作包括哲学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等学科的研究型著作，通俗理论读物、科普读物等不在

其列。为方便使用，本学术著作出版规范，既包括学术出版物自

身特有的规范，也包括学术出版物必须遵从的一般出版规范。



第一篇　法律规范

按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民有在出版物上自由表达自

己对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见解和意愿，自由

发表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成果的

权利。同时，出版物的出版要严格遵守 《出版管理条例》《宗教

事务条例》《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图书、

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据此，本社出版物不得含有以下内容：

（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

益的；

（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

民族风俗、习惯的；

（五）宣扬邪教、迷信的；

（六）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七）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

（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九）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十）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涉及宗教内容的出版物，并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一）破坏信教公民与不信教公民和睦相处的；

（二）破坏不同宗教之间和睦以及宗教内部和睦的；

（三）歧视、侮辱信教公民或者不信教公民的；

（四）宣扬宗教极端主义的；

（五）违背宗教的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

按照 《著作权法》以及其他相关规定，在著作权方面，拟

出版的书稿需符合如下要求：

（一）不违反中国及其他授权出版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不损害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不侵害他人合法权利，不含有侵犯他人名誉权、肖像

权、姓名权等人身权内容；

（三）不侵害他人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

（四）插图、乐谱、照片等版权来源合法，不侵犯他人的著

作权或肖像权；

（五）作品相关信息应完全、真实、清楚，相关信息包括：

作者的身份、职业、相关荣誉、以往发表作品情况等。

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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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学术规范

这里的学术规范主要指学术作品内容写作方面的要求。优秀

的学术著作应能够增进人类的知识，推动文化传播，在论题、研

究材料、观点、技术手段和研究方法、著述方式等方面有所拓展

和创新。

本社根据自身的定位，以及出版物的特点，将出版物分为原

创性学术著作、分析预测类连续出版物 （以皮书系列为主）、学

术译著、古籍文献、连续性学科出版物等。

为保证学术著作的出版质量，本社实行选题三级论证制度，

经过编辑部门集体讨论、分学科编辑委员会论证、社编辑委员会

论证三道程序方可立项；使用学术不端检测系统进行内容检测；

对重点图书采取两名相关学科专家匿名评审制度。

为保证出版质量，严格执行三审三校制度，尊重学科差异，

严格学科分类，强调编辑不得跨学科审稿。对于跨学科的学术著

作以及主题性出版物，以其研究方法和使用的学科语言为标准进

行分类。

一　原创性学术著作

原创性学术著作应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有对前人研究成果



的梳理和总结，有对研究方法和研究所依据材料来源的交代，有

对作品创新性的说明，有逻辑完整明确的论述过程，并有一定的

结论。

此类作品整体要求：脉络清晰、方法科学、论述完整、表述

规范、要件齐全。

学术论文集等作品，所收录文章的具体要求同原创性学术著

作。文章之间的水平应大体一致，文章前后排序要有一定的逻

辑，最好有一定的主题。

二　分析预测类连续出版物 （以皮书系列为主）

分析预测类连续出版物以皮书系列为主，不完全符合皮书系

列要求的可以仿皮书形式出版。这里的皮书指本社出版的蓝皮

书、绿皮书、黄皮书等年度研究报告。

皮书类作品的整体要求是：权威、前沿、原创。

皮书的写作、编辑、出版的体例要求，具体参见第三篇技术

规范及 《皮书作者手册》和 《皮书编辑出版手册》。

三　学术译著

学术译著需要符合以下要求：

（一）原著在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具有较高参考价值，对国

内学者的研究具有借鉴、参考和推动作用。

（二）翻译应准确、顺达、流畅；引用中文文献须回译。

（三）翻译作品时应尊重原作品的表述方式以及注释格式，

或为页下注，或为章后注，或为书后注，不可擅自改变；译著注

释中所注明的文献，须保留作者、书名、出版社原文以及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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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但遇到解释性词句时，则需译出。参考文献不需翻译，直接

附录即可。索引需翻译为中文，并重新按照中文方式排列；或全

书统标英文页码 （边码）。

四　古籍文献

古籍文献整理专指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汇编、标点、校勘、

注释等加工整理工作，使新出版本便于现代人阅读和使用。其方

式包括八类：影印、点校、注释、今译、辑佚、索引、编纂、古

籍数字化，其中影印、点校、注释、今译最为常见。

（一）影印类书稿的底本应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文物价

值，书前有能够反映当代学术研究水平的序言 （或出版说明

等），编有新的目录或索引。更深层次的影印图书还应有句读式

标点、校勘记，附录必要的研究资料。

（二）点校类书稿要求分段、断句准确、得当，校勘时应选

择最好的底本。

（三）注释、今译类书稿应确定恰当的注释条目，注释、翻

译的内容要准确，译文要精确、优美，尽量达到信、达、雅的标

准。

古籍的数字化是古籍整理新的模式和发展方向，其产品应

具有全文检索功能，检索手段便捷、多样，具有广泛的链接功

能。

民国时期文献的整理可参考上述标准。

五　连续性学科出版物

连续性学科出版物，是具有统一题名、印有编号或年月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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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定期或不定期在无限期内连续出版、发行的出版物，包括期

刊、报纸、年鉴、年刊、指南、学会报告丛刊和会刊、连续出版

的专著丛书和会议记录、通讯、统计出版物等。

连续性学科出版物具有如下特征：封面设计或者刊头设计相

对稳定；内容主题相对明确；全书体例规范统一；编委会相对固

定；有中英文目录、摘要和关键词。

７第二篇　学术规范　



第三篇　技术规范

一　交稿要求

（一）提交本社拟出版的书稿应符合本规范第一篇、第二篇

要求，有较高学术水平，符合学术规范。所交稿件应齐、清、

定，并配有电子文本，若有图片 （含作者照片、内文插图），应

同时提供清晰度在３００ｄｐｉ以上的 ｊｐｇ格式电子版。

（二）所交稿件应具备的要件

必备项：中英文书名、作者简介、中英文目录、中英文全书

内容摘要 （５００～７００字）、书稿正文、参考文献、索引 （原创性

学术著作必备）。

选择项：序 （包括序作者签名）、前言、后记、作者照片。

二　正文

（一）标题

１标题的字体、字号

标题是分清文章层次的重要文字，不同层级的标题有不同的

字体、字号。图书各级标题的用字，应遵循 “由大到小、由重



到轻；变化有序，区别有秩”的原则。切忌大小失序、轻重倒

置。

２标题的序号

标题序号可以采用 “第 ×篇”“第 ×章” “第 ×节”等明确

表示级别次序的形式。如果不采用上述形式，就需要另加符号或

改变数字、字母的写法来标明其级别次序。表示标题级别的序号

形式，一般从大到小依次为：“一”“（一）”“１”“（１）”“①”

等。可以根据标题的实有级数，跳过某些形式的序号。比如，可

以在标题序号 “一”之下就用 “１”作序号。但是这些序号的

序列顺序不可倒置。比如，不能以 “（一）”为一级标题的序号，

而以 “一”为二级标题的序号。

其他序号形式如 “１”、“１１”、“１１１”等或混合编排法也

可采用。

（二）文字

１汉字

正式出版物要求使用规范汉字。规范汉字主要是指 １９８６年

１０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根据国务院批示重新发表的 《简

化字总表》所收录的简化字和 １９８８年 ３月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发布的 《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收录的汉

字。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用繁体字、异体字。不得随意制造简

化字，也不要使用虽发布过但后来又被禁用的某些简化字。异体

字只限用在姓名中。不使用１９６５年淘汰的旧字形。

２译名

出版物中的外国人名的译名在一部书稿内应前后统一 （引

文除外，但应以注释作说明），并根据有关工具书或约定俗成的

原则力求在同类丛书中达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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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译稿中的人名，原则上应译成中文。凡在我国已有通

用惯译的姓名或其本人具有自选汉字姓名者，按约定俗成原则处

理；各国领导人和重要政治活动家的译名，应统一按照新华社已

有译名。其他人名的译法，应参照新华社编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的 《姓名译名手册》翻译。在 《姓名译名手册》中查不到的外

文姓氏，可结合有关专业译名手册和译音表，按音节音译。

外国人名在第一次出现时，一般应于中文译名后加圆括号附

注外文的姓名。中文译名中的名一般以缩略形式出现，如 Ｍ海

德格尔、Ａ蒙、Ｊ－Ｊ卢梭。在知名度高或不引起误解时，中译

名前的缩写名也可略去。但如果同一书或文章中出现同姓的人，

则不能省略，如 “ＪＷ德雷珀 （ＪＷＤｒａｐｅｒ）和 Ｈ德雷珀

（ＨＤｒａｐｅｒ）”。中文译名的内部分界，用间隔号 （中圆点）分

开，如：列奥纳多·达·芬奇。

（２）译稿中的地名，应根据最新版本的 《世界地图集》（中

国地图出版社），并参照中国地名委员会编的 《外国地名译名手

册》（商务印书馆）、《世界地名录》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译出。上述资料亦未收入的地区，可参照外文译音表音译，也可

参照其他地名手册翻译，但一般应在其后加圆括号附注原文。

（３）外国公司和其他专业机构名称，如已在中国注册登记，

应按其中文注册名称翻译。除此之外，视情况不同，可以意译，

也可以音译，但全书必须统一。如译名较长，需用简称或原文缩

略名称，则应在首次出现时在中文全称之后用括号注明原文名称

及简称或原文缩略名称。

（４）书稿中出现的外来词语，凡括注原文的，要 “名从主

人”，分别使用各语种字母及体例。如：实存 （Ｄａｓｅｉｎ）、第一物

质 （ｈｙｌē）。

（５）专业术语和专有名词较多的书稿，应在书稿后附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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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对照表。名称较长的机构或会议或活动，可用缩略语表示，

但在首次出现时，应用全称，并用括号标明后文简称；中文译名

一般须标明原文全称。

如，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以下简称 “贸促会”）

世界贸易组织 （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以下简称 “世贸

组织”或 ＷＴＯ）。

（三）标点符号

出版物上标点符号的使用应遵守 《标点符号用法》 （ＧＢ／Ｔ

１５８３４—２０１１）的规定。国家标准 《标点符号用法》中共有常用

的标点符号１６种，分点号和标号两大类。点号７种，标号 ９种。

点号又分句中点号 （逗号、顿号、分号、冒号，４种）和句末点

号 （句号、问号、叹号，３种）。标号包括：引号、括号、破折

号、省略号、着重号、连接号、间隔号、书名号、专名号。

（四）数字

出版物上数字的使用遵守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ＧＢ／Ｔ

１５８３５—２０１１）的规定。一般原则：一是数字用法要得体，二是

局部体例要统一。

１使用阿拉伯数字的情况

（１）用于计量的数字。

（２）用于编号的数字。

（３）已定型的含阿拉伯数字的词语。如：３Ｇ手机、Ｇ８峰

会等。

２使用汉字数字的情况

（１）非公历历史纪年、各民族非公历纪年使用汉字，并用

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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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秦文公四十四年 （前 ７２２年）、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九

月二十四日 （１８６０年１１月２日）。

（２）概数。包括数字连用表示的概数和带 “几”字的概

数。

示例：

七八个人、五十四五岁、十几、三千几百。带 “多”、

“余”、“左右”、“上下”、“约”等不确定的约数，一般用汉字

表达，如：三十多年前，二十余人，五十上下等。

（３）已定型的含汉字数字的词语。

示例：万一、四书五经、七上八下、五四运动等。

３选用阿拉伯数字与汉字数字均可的情况

如果表达计量或编号所需要用到的数字个数不多，选择汉字

数字还是阿拉伯数字在书写的简洁性和辨识的清晰性方面没有明

显差异时，两种形式均可使用。

如果要突出简洁醒目的表达效果，应使用阿拉伯数字；如果

要突出庄重典雅的表达效果，应使用汉字数字。

示例：北京时间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１４时２８分

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不写为 “１１届全国人大

１次会议”）

在同一场合出现的数字，应遵循 “同类别同形式”原则来

选择汉字的书写形式。如果两数字的表达功能类别相同 （比如

都是表达年月日时间的数字），或者两数字在上下文中所处的层

级相同 （比如文章目录中同级标题的编号），应选用相同的形

式。反之，如果两数字的表达功能不同，或所处层级不同，可以

选用不同的形式。

４在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数值范围时，可采用浪纹式连接号

“～”或一字线连接号 “—”。前后两个数值的附加符号或计量

２１ 　２０１２年学术著作出版规范



单位相同时，在不造成歧义的情况下，前一个数值的附加符号或

计量单位可省略。如果省略数值的附加符号或计量单位会造成歧

义，则不应省略。

示例：４００—４２９页　　１００—１５０ｋｇ　

９亿 ～１６亿 （不写为９～１６亿）　１５％ ～１７％ （不写

为１５～１７％）

５一个用阿拉伯数字书写的数值应在同一行中，避免断开；

本社出版物上超过３位数的数字间一律不加逗号。

６含有月日的专名采用汉字数字表示时，如果涉及一月、

十一月、十二月，应用间隔号 “·”将表示月和日的数字隔开，

涉及其他月份时，不用间隔号。

示例：“一二·九”运动、五一国际劳动节。

含有月日的专名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时，应采用间隔号

“·”将月、日分开，并在数字前后加引号。

示例：“３·１５”消费者权益日、“９·１１”事件。

７阿拉伯数字 “０”有 “零”和 “”两种汉字书写形式。

一个数字用作计量时，其中 “０”的汉字书写形式为 “零”，用

作编号时，“０”的汉字书写形式为 “”。

示例：“９６０６”的汉字数字形式为 “九十六点零六”

“２０１２年”的汉字数字形式为 “二一二年”

８阿拉伯数字不得与除万、亿及法定计量单位词头外的汉

字数字连用。如 ４５３００００００可写成 ４５３００万或 ４５３亿或 ４亿

５３００万，但不能写作４亿５千 ３百万；三千元可写成 ３０００元或

０３万元，但不能写成 ３千元；三千米可写成 ３千米，这里的

“千”是词头。

９纯小数必须写出小数点前定位的 “０”，小数点是齐阿拉

伯数字底线的实心点 “．”。统计表中尤其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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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０４６不写为４６或０。４６。

１０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可以表述为１９８０年代，但全书应统一使

用一种方式。

１１年份不能随意简写、缩写，如：２０１０年不能缩写成 １０

年。

１２学术著作中不得出现 “今年”、“去年”、“明年”、“最

近”、“上世纪”等时间词。“解放前、解放后”，亦须根据语境

改为确切年份。

（五）表格

表格由表题 （包括表序和表名）、表头 （即栏目）、表身

（即说明栏）、表注组成。

表格按照先见文内表序后见表格本身的原则编排。

表格一般采用三线表形式。其中顶线和底线为粗线，其余线

为细线。续表必须加排表头，右上方标注 “续表”二字。和合

表必须双页跨单页排。卧排表应 “顶左底右”，即逆时针转 ９０

度。折栏表和叠栏表转栏后用双细线分隔。

表内项目栏中的隶属关系要清晰，小项目要缩格排。表中数

字一般以个位数对齐或小数点对齐排。表中有空位的地方应以一

字线 “—”符号表示没有数据。表题一般用小五号黑体，表身

用小五号或六号宋体。表序与表名间空一格排。如果表序是双层

序号的，中间加半字线，如 “表１－１”，不可用浪纹。表内注释

原则上用星号 （）表述，遇有特殊情况，也可用其他形式，

但要求全书统一。注文直接排在表下，不可与正文注释混同编

排。资料出处亦直接排在表下，用六号宋体。表注在前，资料出

处在后。

文内避免使用 “从上表可见”之类的文字，应用 “从表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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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或 “（见表 １－１）”。表中表述的信息应与正文表述一

致。引用他人表格，需注明完整的信息和数据来源，并按照全书

统一的注释格式编排。

（六）插图

插图是图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插图分随文插图和插页

图两种。随文插图的位置要根据设计标注核对准确。要特别注

意插图与正文内容的衔接，图的位置一般不要超前，按先见文

后见图的原则编排，可以略微拖后，但不能超越本节范围。串

文的插图，不论单双页一律放在版口。说明文字一般排在图下

或图的侧面，要特别注意核对图与文是否配套，防止张冠李戴。

图中人物的左右应依读者立场来分。图的摆放应避免上下颠倒，

这一点美术类图书 （如篆刻作品）尤其应注意。和合图必须双

码跨单码。卧排图一律朝向左侧，即把图逆时针转 ９０度。书内

遇有多幅图时，每幅图均应标示图序和图题。此时，图序、图

题排在图下，相关文字说明排在图题之下。此外，还要防止图

的反片。

图中的 “注释”应为 “说明”。文内避免使用 “上图表明”

之类的文字，应用 “图１－１表明”或 “（见图１－１）”。

插页图一般不排页码，也不计页码。插页图必须插在正文双

页码之后。

（七）公式

社科类图书的公式多为数学公式，一般均居中排，且与正文

间需上下加空一行或半行，长度超过３／４的可回行，回行从加减

乘除等符号处断开。如公式中出现三连点不可改为省略号。公式

序号应排在公式的右侧齐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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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长方体体积 ＝长 ×宽 ×高 （１２）

（前位码为章序，后位码为公式序号）

（八）地图

书稿中的地图，凡国家地图及各省、市、自治区的行政区划

图，应完整、准确，根据中国地图出版社最新出版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地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绘制；外国地

图，应按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 《世界地图集》绘制；我国古

代的地理区划的绘制，可参考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历

史地图集》。注意：

１正确表示中国地图的图幅范围；正确绘制中国国界线。

２中国全图、中国南部地图、海南省地图不要漏绘南海诸

岛；中国全图、中国东部地图、台湾省地图不要漏绘钓鱼岛、赤

尾屿和黄尾屿；地图上必须正确表示香港、澳门和台湾。

３对于地图插图，一般要求作者登录国家测绘局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ｂｓｍｇｏｖｃｎ）下载标准地理底图，直接使用；如

作者自绘地图插图，则必须送国家测绘局审核后方可使用。

４引进境外版的地图插图中，中印边界东段不得沿 “麦克

马洪线”绘线，西段阿克塞钦地区为两国争议地区，此段国界

注意按我国相关规定绘制。

（九）引文

重要文献 （马列著作，毛著、邓选、江选等的著作，中央

文件等）均须校核，并以人民出版社的最新版本为准。旧时作

者的著作或文章结集出版，可依当时的版本。一般文献，遇有表

述问题时，亦须校核，不可随意改动。如果作者引用文字有改动

（尤其是引用译著文字有改动时），需要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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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注释

注释是对书籍或文章的语汇、内容、背景、引文作介绍、评

议的文字。这些文字排在页下方的叫脚注；夹在文中被说明文字

后面的叫夹注；集中起来排在章末的叫章后注；排在表格下或图

题下的叫表注或图注。

鉴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异，本社作品在征引文献时采

用脚注—编号格式 （Ｎｏｔｅｓ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ｙｓｔｅｍ）、作者—年份制

（ＡｕｔｈｏｒＤ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夹注的一种）为主，章后注为辅。

但不管采用何种方式，均应做到全书只有一种文献征引方

式，避免多种文献征引方式在同一著作中夹杂使用。全书注文的

编排一般要求统一，以便于读者查考。

１脚注

脚注系对正文中提到的某个问题作补充说明或解释的独立文

字，用小号字排在相应正文同一页最下部。

翻译书的译者等对原书中个别观点、所引用的事实或数据做

更正、补充说明或质疑，可处理成脚注；重要问题可在 “译者

前言”之类的文字中予以交代。

著、译、校、编者所加脚注，应分别写明 “译者注”“校者

注”或 “编者注”等。标注方式为 “×××××。———译者

注”。

示例：

法国社会学家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在国内有多种译名，分别为涂尔干、

迪尔凯姆、杜尔克姆等，以前两种较为普遍，本书正文行文时统

一为涂尔干，引用文献时按照文献原使用方式使用。下文不

赘。———编者注

文集类著作中对文章或作者所作的说明性脚注，用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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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示，以与正文注释相区别。

２脚注 －编号格式

脚注中引证文献标注项目一般规则为：中文文章名、刊物

名、书名、报纸名等用书名号标注；英文中，文章名用双引号标

注，书名以及刊物名用斜体标注。

责任方式为著时，“著”字可省略，用冒号替代，其他责任

方式不可省略；如作者名之后有 “著” “编” “编著” “主编”

“编译”等词语时，则不加冒号。如作者名前有 “转引自” “参

见”“见”等词语时，文献与作者之间的冒号也可省略。同一页

所引文献相同且注释顺序相邻时，责任者、书名可省略为 “同

上书”；同一页所引文献相同、页码相同且注释顺序相邻时，责

任者、书名、页码可省略为 “同上”；责任者本人的选集、文集

等可省略责任者。

引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经典著作应使用

最新版本。

基本格式如下。

中文文献

（１）专著

标注项目：责任者及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册，出版者，

出版时间，页码。

示例：

侯欣一：《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

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第２４～２７页。

桑兵主编 《各方致孙中山函电》第 ３卷，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２０１２，第２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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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析出文献

①论文集、作品集及其他编辑作品

标注项目：析出文献著者，析出文献篇名，文集责任者与责

任方式，文集题名，卷册，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

示例：

黄源盛：《民初大理院民事审判法源问题再探》，载李贵连

主编 《近代法研究》第１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第５页。

②期刊

标注项目：责任者，文章篇名，期刊名，年期 （或卷期、

出版年月）。

示例：

林建成：《试论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民国档

案》１９９７年第３期。

③报纸

标注项目：责任者，文章篇名，报纸名，出版年、月、日，

版次。

示例：

鲁佛民：《对边区司法工作的几点意见》，《解放日报》１９４１

年１１月１５日，第３版。

同名期刊、报纸应注明出版地。

（３）转引文献

无法直接引用的文献，转引自他人著作时，须标明。

标注项目：责任者，文献题名，转引文献责任者与责任方

式，转引文献题名，卷册，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

示例：

章太炎：《在长沙晨光学校演说》 （１９２５年 １０月），转引自

汤志钧 《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１９７９，第８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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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未刊文献

①学位论文

标注项目：责任者，文献题名，类别，学术机构，时间，页码。

示例：

陈默： 《抗战时期国军的战区—集团军体系研究》，博士学

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２０１２，第１３４页。

②会议论文

标注项目：责任者，文献题名，会议名称，会议地点，召开

时间。

示例：

马勇： 《王爷纷争：观察义和团战争起源的一个视角》，政

治精英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究会会议论文，杭州，２０１２，第 ９

页。

③档案文献

标注项目：文献题名，文献形成时间 （年月日），藏所，卷

宗号或编号。

示例：

雷经天： 《关于边区司法工作检查情形》 （１９４３年 ９月 ３

日），陕西省档案馆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档案号：１５／

１４９。

（５）电子、网上文献

①光盘 （ＣＤ－ＲＯＭ）图书

引证光盘文献除了标示责任者、作品名称、出版信息外，还

应标示出该文献的出版媒介 （ＣＤ－ＲＯＭ）。

②网上数据库

标注项目：责任者，文献题名，出版者，学术机构，时间，

页码，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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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邱巍： 《吴兴钱氏家族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０５，

第１９页。据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ｈｔｔｐ：／／

ｃｋｒｄｃｎｋｉｎｅｔ／ｇｒｉｄ２０／ＮａｖｉｇａｔｏｒａｓｐｘＩＤ＝２。

③网上期刊等

网上期刊出版物包括学术期刊、报纸、新闻专线等，引用时

原则上与引用印刷型期刊文章的格式相同，另需加上网址和最后

访问日期。

示例：

王巍：《夏鼐先生与中国考古学》，《考古》２０１０年第 ２期，

ｈｔｔｐ：／／ｍａｌｌｃｎｋｉｎｅｔ／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ＫＡＧＵ２０１００２００７ｈｔｍ，最

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２年６月３日。

④网上文章

转载网上文章应注明出处，需要标示责任者、文章名称、原

刊载网址。

（６）古籍

①刻本

标注项目：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版本，页

码。

示例：

张金吾编 《金文最》卷一一，光绪十七年江苏书局刻本，

第１８页 ｂ。

②点校本、整理本

标注项目：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出版者，

出版时间，页码。

示例：

苏天爵辑 《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三 《廉访使杨文宪公》，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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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安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９６，第２５７～２５８页。

③影印本

标注项目：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出版者，

出版时间，（影印）页码。

示例：

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五上册，辽沈书社，１９９１年影

印本，第４６１页下栏。

④地方志

唐宋时期的地方志多系私人著作，可标注作者；明清以后的

地方志一般不标注作者，书名前冠以修纂成书时的年代 （年

号）。

示例：

民国 《上海县续志》卷一 《疆域》，第１０页 ｂ。

同治 《酃县志》卷四 《炎陵》，收入 《中国地方志集成·湖

南府县志辑》第 １８册，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影印本，第

４０５页。

⑤常用基本典籍、官修大型典籍以及书名中含有作者姓名

的文集可不标注作者，如有现代整理版的，也可标现代整理版

的出版时间、页码。如 《论语》、二十四史、《资治通鉴》 《全

唐文》《册府元龟》 《清实录》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陶渊明

集》等。

⑥编年体典籍，可注出文字所属之年月甲子 （日）。

示例：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一，天命十一年正月己酉，中华

书局，１９８６年影印本。

卷次可用阿拉伯数字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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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文献

引证外文文献，原则上使用该语种通行的引证标注方式。

兹列举英文文献标注方式如下。

（１）专著

标注项目：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 （斜体）（出版地

点：出版社，出版时间），页码。

示例：

ＳｔｅｗａｒｔＢａｎｎｅｒ，Ｈｏｗ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ｓＬｏｓｔＴｈｅｉｒＬａｎｄ：Ｌａｗ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ｏｎ 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ｐ８９．

引用三位以上作者合著作品时，通常只列出第一作者的姓

名，其后以 “ｅｔａｌ”省略其他著者姓名。

示例：

ＲａｎｄｏｌｐｈＱｕｉｒｋｅｔａｌ，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Ｇｒａｍｍａｒｏｆ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ＬｏｎｇｍａｎＩｎｃ，１９８５），ｐ１１４３．

（２）译著

标注项目：责任者及责任方式，文献题名，译者 （出版地

点：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

示例：

ＭＰｏｌｏ，ＴｈｅＴｒａｖｅｌｓｏｆＭａｒｃｏＰｏｌｏ，ｔｒａｎｓｂ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ａｒｓｄｅｎ

（Ｈｅｒｔｆｏｒｄｓｈｉｒｅ：Ｃｕｍｂｅｒｌａｎｄ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７），ｐｐ５５，８８．

（３）析出文献　

①论文集、作品集

标注项目：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编者，文集题名 （出

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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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ＲＳＳｃｈｆｉｅｌｄ，“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ＳｃａｒｃｉｔｙａｎｄＰｌｅｎｔｙｏ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ｉｎＲＩＲｏｔｂｅｒｇａｎｄＴＫＲａｂｂ，ｅｄｓ，

Ｈｕｎｇｅｒ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Ｆｏｏ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ｐ７９．

同一页两个相邻引文出处一致时，第二个引文的注释可用

“Ｉｂｉｄ”代替。

②期刊

标注项目：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期刊名 （斜体），卷册

（出版时间）：页码。

示例：

ＤｏｕｇｌａｓＤＨｅｃｋａｔｈｏｒｎ，“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Ｎｏｒｍｓ：Ａ Ｆｏｒｍ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Ｇｒｏｕｐ Ｍｅｄｉ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５５（１９９０）：３７０．

文章名用引号括注。

（４）未刊文献

①学位论文

标注项目：责任者，论文标题 （ＰｈＤｄｉｓｓ／ｍａｓｔｅｒｓｔｈｅｓｉｓ，

提交论文的学校，提交时间），页码。

示例：

ＡｄｅｌａｉｄｅＨｅｙｄ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ａｎｄｔｈｅ

Ｏ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ｈＤｄｉｓ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１９７９），ｐｐ３２－３７．

②会议论文

标注项目：责任者，论文标题 （会议名称，地点，时间），

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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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ＣＲＧｒａｈａｍ，Ｂｅｙｏ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ｖｅ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ｐａｐｅ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ｔｔｈｅ

ＴＥＳＯＬ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Ｈｏｕｓｔｏｎ，ＴＸ，Ｍａｒｃｈ１９８４），ｐｐ１７－１９．

③档案资料

标注项目：文献标题，文献形成时间，卷宗号或其他编号，

藏所。

示例：

ＢｏｒｏｕｇｈｏｆＷｏｒｔｈｉｎｇ：ＰｌａｎＳｈｏｗｉｎｇＣｏｎｓｅｃ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ｕｒｉａｌＧｒｏｕｎｄ

ｆｏｒａＣｅｍｅｔｅｒｙ，１９０６－１９１９，Ｈ０４５／１０４７３／Ｂ３５１３７，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３“作者 －年份”制

该体例为近年来国际上通用的一种参考文献注释格式，为物

理学、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所采用。

通常文内标注格式为：（作者，年份：参考页码）。

引用同一作者同一年份的不同文章，可在年份后加 ａ，ｂ，ｃ……

区分。比如 （韦伯，１９４９ａ）、（韦伯，１９４９ｂ）。引用同一作者不

同年份作品，年份之间 用 逗 号 隔 开，比 如 （韦 伯，１９４９，

１９５８）。引用多种文献时用分号作区分，比如 （韦伯，１９４９；马

克思，１９５６）。引用多个作者所著的同一种著作时，作者之间用

顿号隔开，比如 （苏国勋、夏光、张旅平，２００５）或者 （苏国

勋等，２００５），采用后一种注释时，后面参考文献需要详细列出

著作人。

译著文内标注一般只标出作者的姓，比如 （韦伯，２０１０：

１２３），多个作者时，亦只标出姓，姓之间用顿号隔开，比如

（布迪厄、华康德，２００４：３９），如果多于三个以上作者，用

“等”作为省略，但后面参考文献需要详细列出其他著作权人。

括号内 “作者”“年份”为必备项，页码根据需要进行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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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分中英文加以详述。标注项目中第一行为参考文献排列

体例，第二行括号加文字为正文中标注项目。

中文文献

（１）专著

标注项目：

责任者及责任方式，出版时间，文献题名／卷册，出版者。

（责任者及责任方式，出版时间：引用页码）

示例：

侯欣一，２００７，《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陕甘宁边区大

众化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侯欣一，２００７：２４－２７）

引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毛泽东选集》等丛书套书类作

品时文内可以标注为：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１９９１：２４－５８）

（２）析出文献

①论文集、作品集及其他编辑作品

标注项目：析出文献著者，出版时间，析出文献篇名，文集

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集题名，卷册，出版者。

（析出文献著者，出版时间：引用页码）

示例：

黄源盛，２００７，《民初大理院民事审判法源问题再探》，载

李贵连主编 《近代法研究》第１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黄源盛，２００７：５）

②期刊

标注项目：责任者，出版年，文章篇名，期刊名，期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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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期、出版月日）。

示例：

林建成，１９９７， 《试论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

《民国档案》第３期。

（林建成，１９９７：５９）

③报纸

标注项目：责任者，出版年，文章篇名，报纸名，月、日，

版次。

（责任者，出版年）

或者

报纸名，出版年，文章篇名，月、日，版次。

（报纸名，出版年）

示例：

鲁佛民，１９４１， 《对边区司法工作的几点意见》， 《解放日

报》１１月１５日，第３版。

（鲁佛民，１９４１）

或者

《解放日报》，１９４１，《对边区司法工作的几点意见》，１１月

１５日，第３６版。

（《解放日报》，１９４１）

同名期刊、报纸应在后面的参考文献中注明出版地。

（３）转引文献

无法直接引用的文献，转引自他人著作时，须标明。

标注项目：责任者，出版时间，原出版时间，文献题名，转

引文献责任者与责任方式，转引文献题名，卷册，出版者。

（责任者，出版时间：页码）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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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１９７９／１９２５，《在长沙晨光学校演说》，转引自汤志

钧 《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

（章太炎，１９７９／１９２５：８２３）

（４）未刊文献

①学位论文

标注项目：责任者，时间，文献题名，类别，学术机构。

（责任者，时间）

示例：

张太原，１９９７， 《论陈序经 “全盘西化”观的理论基础》，

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张太原，１９９７：３４）

②会议论文

标注项目：责任者，会议召开时间，文献题名，会议名称，

会议地点。

（责任者，会议召开时间）

示例：

中岛乐章，１９９８， 《明前期徽州的民事诉讼个案研究》，国

际徽学研讨会论文，安徽绩溪。

（中岛乐章，１９９８）

③档案文献

标注项目：文献题名，文献形成时间 （年月日），藏所，卷

宗号或编号。

（文献题名，文献形成时间）

示例：

《关于边区司法工作检查情形》（１９４３年９月３日），陕西省

档案馆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档案号：１５／１４９。

（《关于边区司法工作检查情形》，１９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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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电子、网上文献

①光盘 （ＣＤ－ＲＯＭ）图书

引证光盘文献除了标示责任者、出版时间，作品名称、出版

信息外，还应标示出该文献的出版媒介 （ＣＤ－ＲＯＭ）。

②网上数据库

标注项目：责任者，时间，文献题名，出版者，学术机构，

数据来源。

（责任者，时间）

示例：

邱巍，２００５， 《吴兴钱氏家族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

据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ｈｔｔｐ：／／ｃｋｒｄｃｎｋｉｎｅｔ／

ｇｒｉｄ２０／ＮａｖｉｇａｔｏｒａｓｐｘＩＤ＝２。

（邱巍，２００５：１９）

③网上期刊等

网上期刊出版物包括学术期刊、报纸、新闻专线等，引用时

原则上与引用印刷型期刊文章的格式相同，另需加上网址和最后

访问日期。

示例：

王巍，２０１０，《夏鼐先生与中国考古学》，《考古》第 ２期，

ｈｔｔｐ：／／ｍａｌｌｃｎｋｉｎｅｔ／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ＫＡＧＵ２０１００２００７ｈｔｍ，最

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２年６月３日。

（王巍，２０１０）

（６）古籍

标注项目：责任者与责任方式，出版时间，文献题名，卷

次，版本。

（责任者与责任方式，出版时间：页码）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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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吾编，１８９１，《金文最》卷一一，光绪十七年江苏书局

刻本。

（张金吾编，１８９１：１８）

（元）苏天爵辑，１９９６，《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三 《廉访使

杨文宪公》，姚景安点校，中华书局。

（苏天爵辑，１９９６：２５７－２５８）

杨钟羲，１９９１，《雪桥诗话续集》卷五上册，辽沈书社，影

印本。

（杨钟羲，１９９１：４６１）

《清史稿》卷二三  《范文程传》，１９７７，中华书局点校

本，第３１册。

（《清史稿》卷二三 《范文程传》，１９７７：９３５２）

译　著

行文中一般只列出姓，多个作者时亦然。

韦伯，马克斯，２０１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罗克斯

伯里第三版）》，苏国勋、覃方明、赵立玮、秦明瑞译，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韦伯，２０１０：１２３）

布迪厄，皮埃尔、华康德，２００４，《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

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布迪厄、华康德，２００４：３９）

苏国勋，２０１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文版前言》，

载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罗克斯伯里第三

版）》，苏国勋、覃方明、赵立玮、秦明瑞译，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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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文献

（１）专著

①独著

Ｐｏｌｌａ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２００６ＴｈｅＯｍｎｉｖｏｒｅｓＤｉｌｅｍｍａ：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ＦｏｕｒＭｅａｌ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ｅｎｇｕｉｎ．

（Ｐｏｌｌａｎ，２００６：９９－１００）

②合著

Ｗａｒｄ，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Ｃ，ａｎｄＫｅｎＢｕｒｎｓ２００７ＴｈｅＷａｒ：Ａｎ

Ｉｎｔｉｍａｔ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１９４１－１９４５ＮｅｗＹｏｒｋ：Ｋｎｏｐｆ．

（ＷａｒｄａｎｄＢｕｒｎｓ，２００７：５２）

如果有四个或者更多的作者，在正文中用 “等”，在文后的

参考文献中，可详细列出。（如：Ｂａｒｎ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２）主编和副主编、编撰、编著

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Ｒｉｃｈｍｏｎｄ，ｅｄｓ／ｔｒａｎｓ１９５１ＴｈｅＩｌｉａｄｏｆＨｏｍｅｒ

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

（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１９５１：９１－９２）

（３）译著，包括原作者

ＧａｒｃíａＭáｒｑｕｅｚ，Ｇａｂｒｉｅｌ１９８８Ｌｏｖｅｉｎ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Ｃｈｏｌｅｒａ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Ｅｄｉｔｈ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Ｌｏｎｄｏｎ：Ｃａｐｅ．

（ＧａｒｃíａＭáｒｑｕｅｚ，１９８８：２４２－２５５）

（４）章、节或者文集中的文章

Ｋｅｌｌｙ，ＪｏｈｎＤ２０１０“ＳｅｅｉｎｇＲｅｄ：Ｍａｏ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Ｐａｘ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Ｗａｒ”Ｉｎ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Ｊｏｈｎ Ｄ Ｋｅｌｌｙ， Ｂｅａｔｒｉｃｅ

Ｊａｕｒｅｇｕｉ，ＳｅａｎＴ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ａｎｄＪｅｒｅｍｙＷａｌｔｏｎ，ｐｐ６７－８３

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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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ｌｌｙ，２０１０：７７）

Ｒｉｅｇｅｒ，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Ｆｒａｎｋｅｎｓｔｅｉｎ；ｏｒ，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ｂｙＭａｒｙＷｏｌｌｓｔｏｎｅｃｒａｆｔＳｈｅｌｌｅｙ，ｘｉ－ｘｘｘｖｉｉ

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

（Ｒｉｅｇｅｒ，１９８２：ｘｘ－ｘｘｉ）

（５）报纸杂志文章

在行文中，列出参考内容的具体页码。在参考文献中，则列

出该篇文章在杂志中所在的页码。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ＪｏｓｈｕａＩ２００９“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Ｐｌａｔｏ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１０４：４３９－４５８．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９：４４０）

Ｍｅｎｄｅｌｓｏｈｎ，Ｄａｎｉｅｌ２０１０“ＢｕｔＥｎｏｕｇｈａｂｏｕｔＭ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ｅｒ，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５．

（Ｍｅｎｄｅｌｓｏｈｎ，２０１０：６８）

（６）数字出版物

如果在线版，列出网址 ＵＲＬ，推荐列出登录日期。

Ａｕｓｔｅｎ，Ｊａｎｅ２００７Ｐｒｉｄｅａｎｄ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ｅｎｇｕ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Ｋｉｎｄｌ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Ａｕｓｔｅｎ，２００７）

Ｋｕｒｌａｎｄ， Ｐｈｉｌｉｐ Ｂ， ａｎｄ Ｒａｌｐｈ Ｌｅｒｎｅｒ， ｅｄｓ １９８７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ｈｔｔｐ：／／ｐｒｅｓｓｐｕｂｓｕｃｈｉｃａｇｏｅｄｕ／ｆｏｕｎｄｅｒｓ／．

（ＫｕｒｌａｎｄａｎｄＬｅｒｎｅｒ，ｃｈａｐ１０，ｄｏｃ１９）

Ｋｏｓｓｉｎｅｔｓ，Ｇｕｅｏｒｇｉ， ａｎｄ Ｄｕｎｃａｎ ＪＷａｔｔｓ２００９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Ｈｏｍｏｐｈｉｌｙｉｎａｎ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１５：４０５－５０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８，２０１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８６／５９９２４７．

（ＫｏｓｓｉｎｅｔｓａｎｄＷａｔｔｓ，２００９：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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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书评

Ｋａｍｐ，Ｄａｖｉｄ２００６“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Ｄｉｎｎｅｒ”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

ＯｍｎｉｖｏｒｅｓＤｉｌｅｍｍａ：Ａ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ＦｏｕｒＭｅａｌｓ，ｂｙ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ｏｌｌａ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Ａｐｒｉｌ２３，ＳｕｎｄａｙＢｏｏｋＲｅｖｉｅｗｈｔｔｐ：／／

ｗｗｗｎｙ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２００６／０４／２３／ｂｏｏｋｓ／ｒｅｖｉｅｗ／２３ｋａｍｐｈｔｍｌ．

（Ｋａｍｐ，２００６）

（８）未出版论文

Ｃｈｏｉ，Ｍｉｈｗａ２００８“Ｃ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ＩｍａｇｉｎａｉｒｅｓｉｎＤｅａｔｈＲｉｔｕａｌｓ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ＰｈＤｄｉｓ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

（Ｃｈｏｉ，２００８）

Ａｄｅｌｍａｎ，Ｒａｃｈｅｌ２００９“‘ＳｕｃｈＳｔｕｆｆａｓＤｒｅａｍｓＡｒｅＭａｄｅ

Ｏｎ： ＧｏｄｓＦｏｏｔｓｔｏｏｌｉｎ ｔｈｅＡｒａｍａｉｃＴａｒｇｕｍｉｍ ａｎｄ Ｍｉｄｒａｓｈｉｃ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Ｐａｐｅｒ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

Ｂｉｂｌｉｃ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１－２４．

（Ａｄｅｌｍａｎ，２００９）

（９）网站

Ｇｏｏｇｌｅ２００９“ＧｏｏｇｌｅＰｒｉｖａｃｙＰｏｌｉｃｙ”Ｌａｓｔ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Ｍａｒｃｈ

１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ｏｇｌｅｃｏｍ／ｉｎｔｌ／ｅｎ／ｐｒｉｖａｃｙｐｏｌｉｃｙｈｔｍｌ．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ｓＨａｐｐｙＭｅａｌＴｏｙ

ＳａｆｅｔｙＦａｃｔｓ”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Ｊｕｌｙ１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ｓｃｏｍ／

ｃｏｒｐ／ａｂｏｕｔ／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ｓｈｔｍｌ．

（Ｇｏｏｇｌｅ，２００９）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ｓ，２００８）

（十一）外文正、斜、黑体的应用

正体用于：

（１）三角函数符号 （如 ｓｉｎ、ｃｏｓ…），反三角函数符号，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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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函数符号；反双曲函数符号。

（２）对数符号，常数符号，公式中的缩写字 （如 Ｌｏｇ、Ｌｎ、

ｃｏｎｓｔ、ｍａｘ、ｌｉｍ、Ｒｅ、Ｉｍ等）。

（３）表示数学符号的希腊字母 （如 Σ，Π等）。

（４）罗马数码。

（５）化学元素符号。

（６）温标 （如
"

，℃）。

（７）计量单位的代号 〔ｃｍ （厘米）、Ｆ（法拉）、Ｖ （伏

特）、ｅＶ（电子伏特）、Ω （欧姆）等〕。

（８）硬度符号 （如 ＨＢ，ＨＲ，ＨＶ，ＨＳ）；公差配合符号

（如 Ｊｂ）；螺纹符号 （如 Ｍ）。

（９）光谱所用的字母 （如 Ａ—Ｈ、Ｋ等）。

（１０）国名、组织名、机关名、书名、地名及其缩写 〔如

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中华人民共和国）、ＵＳＡ（美国）、

ＩＰＡ（国际音标）、ＩＳＯ（国际标准化组织）、ＧＢ（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标准化代名）等〕。

（１１）仪器、元件、样品等的型号 （如 ＪＳ，６Ｖ６等）。

（１２）试验及试件编号。

（１３）方位和经纬度 （如 Ｎ、Ｗ等）。

（１４）生物学学名中的种、属 〔ｓｐ（种）、ｓｕｂｓｐ（亚

种）〕。

斜体用于：

（１）外文书名，外文报纸、期刊、杂志名。

（２）长篇外文诗的名称，以及外文戏剧、动画、电视连续

剧的名称。

（３）外文法律案例 （原告和被告）的名称。

（４） 代 表 量 （如 ｘ，ｙ，ｚ，ａ，ｂ，ｃ，原 点，Ｏ，∠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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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Ｃ等）。

（５）表示标量和算符 〔如 ｆ（ｘ），ｄｙ等〕。

（６）物理量的符号 （如 Ｐ，Ｖ，υ，Ф等）。

（７）化学中的浓度单位 （如 Ｎ，Ｍ等）。

（８）生物学中的学名 （如 Ｏｒｙｚａｓａｔｉｖａｓｕｂｓｐｓｈｉｅｎ籼稻）。

（９）表示单位代号的俄文字母 （如 см，мｉ等）。

黑体用于：

黑正体常用于张量等，如张量 Ｓ、张量 Ｔ等。

黑斜体常用于矢量及电磁学、力学中某些符号，如矢量 Ａ、

矢量 Ｂ，磁场 Ｈ、电场 Ｅ等。

三　辅文

图书的辅文是相对于正文而言的，图书中除了正文之外的文字

及图表的内容均属于辅文。辅文是正文的辅助与补充材料，是书籍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辅文能够保证图书的完整性，强化图书的功能，

指导读者购买和阅读，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作者及其作品，更准确

地把握作品的要领和主旨，同时还更有利于检索的准确快捷。

辅文种类很多，按照功能大致可分为评介性辅文、识别性辅

文和检索性辅文三类；按照辅文的编排位置分，也分为正文前辅

文、正文中辅文和正文后辅文三类。具体某本书的辅文的内容和

形式可根据实际需要安排，可多可少，不一定种类齐全。

评介性辅文：主要包括内容提要、序、编辑说明、出版说

明、凡例、注释、附录、参考文献、附书光盘简介、相关出版物

介绍、跋、后记和编后语等。

识别性辅文：主要包括书名、作者、出版者、版权说明、图

书在版编目数据、版本记录、出版责任人记录、出版发行者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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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载体形态记录、版本及印次记录等，以及关于丛书、多卷

书、翻译书及其他相关责任人、权利人的记录等。

检索性辅文：主要有目录、书眉、索引、符号表、检字表、

引文出处说明等。

在辅文中，学术著作需要特别突出的是作者简介、参考文

献、索引。

（一）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应该客观、简明概要，一般不使用形容词。其内容

一般包括作者的姓名、出生年月、籍贯、学位、职称、研究方

向、经历、学术成就 （含学术成果、代表作、贡献）等。

（二）参考文献

无论以脚注形式标注征引文献，还是以 “作者—年份”体

例标注征引文献，文后通常会有一定的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一般没有页码，不加序号。排列顺序为中文在

前，日文、西文、俄文、其他文种依次。中文参考文献按责任者

姓氏的音序编排，英文 （其他文种根据该文种语言习惯著录）

则依责任者姓氏字母音序编排。同一责任者有多部参考作品，可

按出版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在该责任者名下。参考文献排版时应

注意首行顶格，第二行缩进四个英文字符的形式排列，便于作者

查询。

所有引证注释的引证文献一般应列入参考文献。没有直接引

证或间接引证的文献，但对责任者撰写本著作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文献资料，也应列入参考文献。参考文献信息应力求完整、准

确、真实。同时要防止将未被责任者研读或参考的文献资料列入

参考文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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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参考文献不必译出，从原文。如需翻译，原文在前，译

文在后。

如果图书参考文献中古籍较多时，亦可将古籍单列一类。

（三）索引

索引是学术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简明而全面快速地

揭示学术著作所包含的所有重要主题或特征信息，为读者快速浏

览提供方便，帮助读者在一部学术著作中迅速判断关于阐述某一

主题或特征的信息的具体位置，从而可以快速了解所需信息，减

少查找的盲目性。

１索引的种类及本社主要使用的索引类型

索引有多种类型，参照国际学术著作出版的情况，结合本社

实际，本社主要采用关键词索引、人名索引、地名索引、团体名

索引等，视著作具体情况，可采用其中的一种或多种并用。

关键词索引是指以著作题名、文摘和正文中选取的对表达著

作主题内容具有实质意义的词语为标目的索引。

人名索引也称姓名索引，是以著作中的人名为标目的索引。

团体名索引是指以著作中的团体名为标目的索引。

地名索引是指以著作中的地理名称为标目的索引，包括行政

区域地名索引、自然区域地名索引、名胜古迹索引等。

２可索引内容选取的原则及选取索引标目需注意的问题

学术著作中需要做索引的部分是：正文、作者序言 （前言）

附录、后记、图表、注释、补遗等。不需要做索引的部分是：书

名页、献辞、他人序言、目次、凡例、篇章节名称、广告、摘

要、致谢等。

学术著作中可标引的内容 （可标引材料源）包括以下几个

部分：前言、序言、导言、跋、后记，正文，注解，图解、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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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地图、图表，具学术意义之符号，补遗，结果、结论，参考

书目，附录。

可索引内容选取的原则是：参考价值较大；重点内容和新颖

内容优先选择；反映著作主要观点及论述过程的内容；反映新材

料、新方法运用的内容。

（１）选取人名索引标目需要注意的问题

尽可能使用正式姓名为索引标目，将各种别名置于圆括号中

附于正式姓名之后。例如：陈胜 （陈涉、陈王、楚隐王）

书中出现的别名，应编写参照条目引向正式采用的标目。例

如：陈涉见陈胜，陈王见陈胜。

遇有同姓名不能辨认时，应在正式姓名后圆括号中用身份或

时代或籍贯或其他特征予以区别。例如：刘秀 （汉光武帝），刘

秀 （晋元帝时将军）。

外国人用译名做标目，一律姓在前，名在后，将原名附于译

名之后用圆括号括起来。例如：迪毕克，Ｒ（Ｄｕｂｕｃ，Ｒｏｂｅｒｔ）。

（２）选取地名索引标目需要注意的问题

编制地名索引，只要以被索引的图书为准，把其中的地名逐

一做成索引款目即可。遇有重名，一般加注所属的上级地名或加

注释性文字进行区别。例如：悉尼 （加拿大），悉尼 （澳大利

亚）。

（３）选取关键词索引标目需要注意的问题

选作关键词的词语，应是单词或术语，是能揭示文献主题内

容的实词，包括名词、名词性词组等。关键词可以是 《汉语主

题词表》里的词，也可以是词表外的词。

选取标准：关键词应是单义性的，即一个关键词应表达事物

的一个概念；有些名词性词组也可选取作为关键词，如市场经

济、信息高速公路、和谐社会等；人名、地名、事物名称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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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也可选为关键词，如毛泽东、延安、解放日报、西安事变等

都可选取为关键词。

不能用作关键词的情况：冠词、介词、连词、感叹词、代词

和某些动词不能选取作为关键词。

此外，一些不具有学科性质的通用词语，如理论、报告、方

法、问题、对策、措施、特点、发展、研究、思考等，不能选为

关键词。

还有一些表示时间性的词，如建国初期、新时期、转型期、

２０世纪等，也不宜选为关键词。

以词组作关键词时，需要掌握的原则是：当构成一个词组的

两个单词处于整体与部分关系时，这个词组应切分为两个关键

词，如 “党校函授”，就应切分为 “党校” “函授”两个词；当

一个词组由概念交叉的两个词组成时，这个词组需要均分成两个

关键词。如 “哲学教学改革”，可切分为 “哲学教学” “教学改

革”两个词。再如 “计算机控制系统”也要切分为 “计算机控

制”“计算机系统”两个关键词。

如果一个词组切分为两个关键词后，其含义发生变化，甚至

词义模糊时，应以原词组为关键词，如 “红色旅游”，就不能切

分为 “红色”和 “旅游”两个词。特别是一些固定搭配又具有

特定含义，且已被普遍认同的词组就不能切分。如 “信息高速

公路”，就不能切分为 “信息”和 “高速公路”两个关键词。

还有像 “科学发展观” “学习型社会” “现代企业制度”

等，也无需再作切分。

专业术语、专用名词也不能切分。

３索引的质量要求

（１）索引应能有助于充分发挥图书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符合读者需要，查找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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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选取可索引内容精当，重要的可索引内容不应遗漏。

（３）提取可索引内容准确，忠实于图书原文。

（４）标目措词恰当，既符合图书内容，又符合读者思路，

并前后一致。

（５）出处的表示必须与正文的被索引内容相符。

（６）索引款目排列次序准确。

（７）正确使用标点符号和空格。

（８）翻译作品的索引必须按照原书翻译成中文、重新编排

索引。

４索引的编排

索引款项一般包括：索引词、说明或注释语、出处等项目。

一般应由著作责任者在交稿时提供索引词、说明或注释语；索引

出处即索引词在文中的页码。

（１）人名索引：中文人名索引按人名姓氏的音序编排；外

文人名索引按人名姓氏字母音序编排，姓在前，名在后。

（２）地名索引按地名首字音序编排。

（３）主题索引、名目索引等按首字的音序编排，一般排双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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