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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新闻出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27）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谢寿光、高传杰、童根兴、傅祚华、李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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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出版规范 引文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学术出版中引文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学术专著的出版，期刊、研究报告、论文等其他文献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5834 标点符号用法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引文  quotation 

引用的相关文献的词语、句子和段落。 

注：改写 CY/T 50—2008，定义3.87。 

3.2  

行中引  run-in quotation 

插入行文中的引文形式。 

3.3  

提行引  set-off quotation 

引文段 block quotation 

单独成段的引文形式。 

4 引文的基本要求 

引文的基本要求包括： 

a) 应引用与行文相关的词语、句子或段落； 

b) 引用应完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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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引文应有出处； 

d) 引文应与行文贯通。 

5 引文形式 

5.1 行中引 

行中引包括以下几种形式： 

a) 引文为关键词 

示例：孙中山很多决策实际上也是“调和现状”而非“彻底解决”。 

b) 引文为原文，且篇幅较小 

示例：古人云：“多行不义必自毙。” 

c) 引用原意 

示例：德国学者 N.克罗斯研究了瑞士巴塞尔市附近侏罗山中老第三纪断裂对第三系褶皱的控制；之后，他又描述

了西里西亚第 3 条大型的近南北向构造带，并提出地槽是在不均一的块体的基底上发展的思想。 

5.2 提行引 

提行引包括以下几种形式： 

 

a) 引文篇幅较长或需强调  

 

b) 引文用于比较 

 

c) 引文为信件、书目纲要、清单等。 

 

示例：正是针对类似的情况，阿罗告诫我们： 

               

我以为正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导致了历史上的巨大灾难。这种

对过去目标的信奉使得我们恰恰在后来的经历表明这一信奉应该改

变的时候，反而强化了最初的承诺。 

 

示例：知颍州的吕公在《答手诏》的奏疏中说： 

 

臣闻晏子曰:“天之有彗，以除秽也。”考之传记，皆为除旧布新气象。……

今民不安业，畎亩愁叹，上干和气，……又况加之以天地变异乎！ 

 

王安石在回答这道手诏的奏章中，仍然坚持其“天变不足畏”的观点，说道： 

 

臣等伏观晋武帝五年，彗实出轸；十年，轸又出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

与《乙巳占》所期不合，盖天道远，人道迩，先王虽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

已。 

 

-52-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www.chinacaj.net

http://www.pdfxviewer.com/
http://www.pdfxviewer.com/


  

5 

 

 

5.3 引用诗歌时，可用提行引用，亦可用行中引，格式如下。 

示例1：在描写征战边疆苦楚的诗作中，李白的《关山月》是代表作，诗曰：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  

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示例2：如徐志摩的《赠日本女郎》：“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

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沙扬娜拉！” 

 

6 引文的标记 

6.1 引用关键词、原文时，引文加引号。引号应符合 GB/T 15834的相关规定。 

6.2 引用原意时，不加引号。 

6.3 提行引时，引文不加引号，字体字号宜与正文有所区别；宜与正文行文上下空一行；引文段整

体左侧缩进两格。 

6.4 引文一部分采用行中引，一部分采用提行引时，适用各自的规则。 

示例：1917 年 4 月 9 日，胡适十分激动地给陈写信说： 

 

                  今晨得《新青年》第六号，奉读大著《文学革命论》，快

慰无似！足下所主张之三大主义，适均赞同。适前著《文学改

良刍议》之私意，不过欲引起中国人士之讨论，征集其意见，

以收切磋研究之益耳。今果不虚所愿，幸何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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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引文中的省略 

7.1 引文省略与行文无关的字、词、句或段落，应使用省略号（„„）进行标识。 

7.2 引文前不应使用省略号，引文后不宜使用省略号。 

7.3 省略几个段落时，应采用两个省略号标识，其后再引用的段落起始处有省略时，该段落之前应

用省略号。 

 

7.4  引文中本身存在省略号时，引用时后加的省略号用“[ ]”标识。 

示例：轰炸机与搜查飞机的隆隆响声、炸弹声、枪炮声„„这已是日据区，但血战还继续着[„„]很多有钱

人被绑架了，拿大笔钱赎身。 

8  引文的注释 

8.1 引文应有出处注，体例应统一。 

8.2 插入引文中的文字说明应置于方括号内。 

8.3 对引文整体的说明宜用脚注或尾注。 

8.4 应保留引文自身包含的文献征引或注释信息。 

 

 

 

    示例：   “随着这几年沙尘暴的肆掠，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生态环境为全

国关注。”刘代表说： 

 

第一步我们使全国 40%的草场得到治理；第二步，再治理 40%

草场，基本遏制生态恶化的趋势，初步绿起来、富起来；到 2015

年，基本实现草原生态良性循环。放入框中进行标识 

 

示例：“族群”则为多族群国家内部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群体，可称为     

“亚文化群体”。目前中文对这个词汇的使用，混淆了它们之间的重要差异。 

„„„„ 

„„在亚非拉各殖民地也出现了要求民族解放的“民族主义-民族自

决”运动。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先后出现了“政治化”的发展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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