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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图法》体系结构及应用发展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编制《中图法》最终用户版的思路，阐
述分面分类检索方法对学术资源发现的影响。通过分析《中图法》体系架构与聚类特点及划分规律，提出对原体
系框架类扩充和对框架类分面改造的方案，并概括最终用户知识服务体系方案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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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图法》体系结构及应用发展问题

进入21世纪，
《中图法》编委会曾3次参与组织召
开全国情报检索语言学术研讨会，很多学者就相关主

1.1 分面组配思想在《中图法》的应用与研究

题展开研究。如以侯汉清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对《中图
法》体系脱胎换骨的改造思想；以陈树年为代表的学者

在互联网与计算机应用的大数据环境下，很多学

提出面向21世纪《中图法》及其标引技术改造研究，提

者就《中图法》单线层层顺序划分的等级列举式知识体

出提高分类法描述文献主题的能力，改造《中图法》分

系不能满足最终用户多属性入口检索同一主题的需求

类标引规则，使之适应计算机检索思路，提出多面复分

[1]

问题，多次提出对其分面改造的思路。如王军 曾基于

即多个类号的机读标引模式，其理论思想在《中图法》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及馆藏书目数据分类号和主题词

第五版及分类标引规则的国家标准制定中也有一些应

来构建面向最终用户的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系统。

用实践。

《中图法》的编制修订受国外分类法分面组配思想

在《文献分类标引规则》（GB/T 32153—2015）附

影响，尤其受到阮冈纳赞分面分类理论的影响，如1975

录B中，提出“可通过多类号灵活组配的方式，满足用

年《中图法》第一版，在我国分类法编制史上首次引入

户多途径检索，充分发挥计算机检索系统的功能。也即

冒号组配编号法；1985年第二版与1991年第三版增设大

将部分凝固的先组类号（类目中固定的主题要素组合）

批专用复分表并设置联合符号、复分区分符，扩大冒号

拆分，形成独立的检索点，利用通用复分号前置区分符

组配使用范围。1990年，
《中图法》编委会在天津市组织

的功能，使通用复分要素成为能与主类号实现组配检

召开《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以下简称《资料法》）分

索的独立类号”，并通过示例明确提出“兼顾分类检索

面改造学术研讨会，探讨《资料法》分面改造方法。在

与分类排架需求的分类标引规则”，以及“仅满足分类

1999年出版的《资料法》第四版通过自由组配、分段标

检索的文献分类标引规则”，从而达到简排架类号，详

记制方法来组配类号，由列举式分类法的先组类号复分

检索类号的目的[4]。

结构转变成组配分类法的后组类号交叉组配结构[2-3]。

2009年，国家图书馆《中图法》编委会发布《中国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图法》最终用户版体系结构及可视化研究”（编号：15ATQ006）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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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主题词表》（以下简称《中分表》）第二版Web版；

基本原理及用户检索步骤、识别主题过程等进行研究，

2011年单独发布《中图法》第五版Web版，Web版功能

完成《需要以分面分类法作为一切情报检索方法的基

之一是为满足最终用户利用类目体系浏览导航和检索

础》的备忘录[7]，提交到英国图书馆协会及联合国教科

各图书馆OPAC系统的文献资源[5]。

文组织，提出分面分类法是今后分类法的发展方向，也
是主题法、索引法及自动检索等一切情报检索方法的

1.2 《中图法》的应用发展问题

基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分类表编制与检索应用实践，
该研究结论依然适用于和实践于21世纪网络环境下学

上述研究成果为《中图法》多角度导航检索文献提
出解决思路和标引方案，但目前存在以下问题。

术资源发现和系统检索方法，也将成为网络环境下服
务于最终用户的知识组织系统构建的基础。

（1）多类号标引问题。基于编目时间、成本及每个标

资源检索、浏览、发现、导航系统均需帮助用户明

引员的专业信息素养等因素，以及在编目标引社会化、市

确某一主题模糊检索的准确表达，提供准确内容的选

场化的环境现状下，很难达到多类号分析揭示主题标引的

择检索，完成获取某一主题准确检索及相关检索资源

[6]

目的，因此，标引规则改造方案不完全符合标引实践 。

的任务，这是资源主题检索的必要步骤和用户检索的思

（2）用户类号检索问题。类号直接检索已不适应

维过程，也是学术用户发现新资源的方法。这与20世纪

网络环境下用户的检索习惯，即使标引人员采取多类号

末21世纪初IFLA发布的一系列书目概念模型（FRBR、

后组标引模式，提供两个以上散组和后组类号的方案，

FRAD、FRSAD），特别是2017年8月发布的模型统一

也需要给最终用户提供组合检索类号的检索平台，以及

版I FLA-LR M所提出的用户任务（查找[Fi nd]、识别

分组和后组类号对应的类目导航途径，只能满足类号检

[Identify]、选择[Select]、获取[Obtain]、探索[Explore]）

索途径的部分需求，无法解决多属性和复合主题资源转

相一致[8]，也与国际标准ISO 25964—1：2011《信息与文

换或直接检索问题。

献 叙词表及与其他词表的互操作第1部分：用于信息检

（3）等级列举式体系导航问题。
《中分表》Web版
及《中图法》第五版Web版虽然为最终用户提供等级浏

索的叙词表》对资源元数据和词表类表编制提出的检索
需求一致[9]。

览导航体系，但层层划分的列举式等级体系不适应多属

分面分类法之所以成为今后分类法的发展方向有

性主题资源的间接入口检索和专深复杂主题资源的限

三方面原因。首先，分面分类法可以多种面（多角度）展

定因素入口检索，最终用户很难查找未复分类和起止

示类目间（即主题间，包括单元主题和部分复杂主题）最

范围类的资源。

有用的属分关系，提供资源主题扩检与缩检的界面或平

（4）《中图法》自身功能限制问题。
《中图法》一

台，帮助用户构成/拆分复合主题，形成类目组配的检索

直具备实体文献分类排架与各资源分类检索的双重功

工具，成为用户主题模糊检索的精准转换工具；其次，分

能，而且等级列举式分类体系更适合文献分类排架的

面分类法不局限于字面与不同语种形式的概念转换，优

需求，二者功能目标相互矛盾，在一部分类法中不可兼

于计算机环境下字、词、句的全文模糊检索的准确度；

得。旧分类体系结构改变，对业界用户将有“牵一发而

最后，分面分类体系是通过知识体系来分析与综合概

动全身”的实体文献重新组织的后患。

念，可以完成简单主题与复杂主题资源的检索任务。

总之，
《中图法》在手工目录组织环境下形成的排

因此，本文提出将资源分类排架与分类检索、浏览

架从简、检索从深，以及排架集中、检索分散的功能区

功能在一部分类法中分离的思想，专门编制为资源多

分，对于机检网络环境下资源分类导航并不适用，且分

面属性浏览检索服务的“《中图法》最终用户版”。
《中

类浏览检索或类号专指检索也不宜替代主题词专指检

图法》体系结构的分面改造与多面类目体系呈现（可视

索功能。

化）方法将成为“《中图法》最终用户版”研制的重要
内容。
《中图法》原类目体系重点满足于实体排架与资

1.3 分面分类浏览与检索方法对学术资源发
现的影响

源标引需求，通过两个关联版本的不同功能来解决长
期以来《中图法》体系分面改造的困扰，解决数字资源
等更多形式的学术资源、专业资源的深度浏览检索和发

1955年，英国伦敦分类法研究小组对文献分类法

现新资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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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版需建立在用户熟知和广泛应用的《中图法》分

（航空、航天）和X类（环境科学、安全科学），这4类

类体系基础上，与《中图法》原体系结构既需相对独立

在22个大类中规模较小，且具有学科特殊性和专业性

又需相互关联，即在《中图法》一级、二级大类及部分

及知识框架性作用。因此，22个大类对学术资源均有较

三级类基本不变的体系基础上，区分不同属性体系结构

强的概括能力（见图1）。

块，通过网络技术实现不同属性体系结构块的分面后
号与《中图法》原体系复分标引类号的映射索引，通过
规则动态自动建立和人工编制映射索引结合的方式。

2 《中图法》聚类分析
《中图法》体系改造及呈现与文献资源主题构成
要素和用户多角度浏览需求的规律性、习惯性、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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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检索的“面”结构，同时借助建立新体系多面组合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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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密切相关。文献主题构成要素按其性质（属性）可

图1 一级大类文献量聚图

概括为多个范畴，阮冈纳赞曾将其概括为本体、物质、
动力（能量）、空间、时间五大基本范畴 [10]。我国GB/T

在22个一级大类中，
《中图法》社会科学部类展开

3860—2009《文献主题标引规则》，将其概括为主体因

9个大类，自然科学部类展开10个大类，其中还有100

素、限定因素（方面因素）、空间因素、时间因素、文献

余种独立的学科领域未能列为一级类，根据学科领域

[11]

类型因素五个方面 。这些因素与阮冈纳赞的五大范畴

渊源关系设为一级大类的联合类组或渊源学科领域中

名称虽不完全相同，但实质相同，限定因素包含阮冈纳

的二级类。如“B哲学、宗教”大类中的B9宗教、B82伦

赞的“物质”“动力”范畴，这些因素或范畴即为主题

理学、B84心理学，
“G文化、科学、教育、体育”大类中

分面分类标准、分面分析与概括的要素，也将成为分类

的G4教育、G8体育、G2信息与知识传播学（新闻学、图

浏览、检索的途径。范畴面的细化区分与文献主题的主

书馆学情报学、博物馆学、档案学），
“O数理科学和化

体或本体的复杂程度及所含文献量密切相关，即与分

学”大类中的O1数学、O4物理学、O6化学等；另外，在

类法类目划分的深度及其聚类文献资源量密切相关。

“T工业技术”大类下，包含独立活动领域的工程技术
类，如TD矿业工程、TE石油天然气工业、TF冶金工业

2.1 《中图法》体系架构的文献保障特点

等16个二级大类。
根据相同的统计方法，对国家图书馆同种数据库

《中图法》是兼顾文献分类排架和编制分类检索

2017年前标引《中图法》类号的二级独立学科或领域

工具为基本功能的体系列举式分类法。其分类体系以

类进行统计，发现包括G4、D9、TP、K81、J2等在内的

科学分类和知识分类为基础，从科学学科划分角度、

38个二级独立学科领域文献量超过3万种；1万~3万的

知识领域的习惯性划分角度及各学科领域的平衡角度

二级大类独立学科领域有23个类，包括C93、TV、P1、

确定22个一级大类。这些基本大类具有经典、稳定、成

R9、K89等。

熟独立、较为概括的学科或知识领域特点。作为《中图
法》最终用户服务版，这些大类同时需具备较大文献量

2.2 《中图法》类聚文献与导航检索分析

保障，才可起到文献类聚与导航作用。
根 据国家图书 馆中外文图书、学位论文 数 据库

一级大类的文献量大多在10万种以上，其中12个

（920万余条文献记录）标引的《中图法》类号文献统

大类（一半以上）在20万种以上。从科学性、稳定性、兼

计（截至2017年1月1日），22个一级大类的文献量为3万~

容性及实用性原则出发，
《中图法》最终用户版需从学

121万余种，其中18个大类均高于10万种文献量，低于

科领域独立性及其文献保障率角度设置导航类，在一

10万种文献量的大类有A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级大类兼容性不变的情况下，对一级大类与聚类超过3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N类（自然科学总论）、V类

万种或接近3万种文献的二级独立学科领域类，均可考

4

2018年第5期（总第168期）

卜书庆

《中图法》最终用户的知识服务体系方案研究

虑构成《中图法》最终用户版的大类框架，即分面对象

电通信经济可合并为信息产业经济（含邮政电信）、旅

类、导航类。此外，还应考虑聚类超过10万种文献的18

游经济；J7舞蹈、J8（戏剧、曲艺、杂技艺术）与J9（电

个一级大类析出二级类学科领域的需求度，即分面分

影、电视艺术）可合并为J7/9表演艺术，包括舞蹈、戏

析的需求度。

剧、电影与电视艺术；O3力学、O7晶体学与O4物理学

二级类学科领域分面分析需求度由类聚文献量、
与本大类学科领域关联度及学科领域划分特点等要素

可合并为O3+O4+O7物理学，并按组成部分的共同属
性分面展开。

决定，类聚文献量越大，则越有必要进行分面分析，与

（3）对跨类或跨部类的相似学科合并，分面处理。

本大类学科领域关联性弱或与其他大类关联性强/有

如E9、TJ可合并为TJ+E9军事技术、武器工业；K9地理

交替性、与本大类学科领域划分相似度弱或与其他大

与P9自然地理学合并至K9+P9地理。原E9、P9可在E类

类划分相似度强的部分，有必要独立成为分析主体（即

与P类改为交替类，但类号可不变。

“面”），这样可提高该主体文献的导航发现率，以及
从主题要素面角度浏览文献的检准率。

（4）对综合性学科与综合性内容的文献，可考虑相
似划分集中于“总论复分表”，提供直接入口与各科组

在编制《中图法》最终用户版时，可参考以下标准。

配入口的导航检索途径。如C社会科学总论、N自然科学

（1）对排在“A~Z大类聚集文献量图”中聚类文献

总论、T工业技术与“总论复分表”的-0/-79类目划分相

量较多的T类、G类、F类、D类、K类、J类、R类、B类、

似，可合并；Z类综合性图书与“总论复分表”的-5/-79

O类、S类等包含的部分二级学科领域类符合以上分面

类目划分相似，但配号不同，可采取将共性类目合并至

析出要素；H类、I类、Q类等包含的二级学科领域类间

“总论复分表”中，不同类目交替指向“Z综合性文献”

关联性强，划分相似，不宜拆分析出本类；P类虽然包

类来导航，同时可与各学科类组配，形成各大类交叉入

含的学科领域多，但文献类聚量较少（少于3万种），只

口的导航类；对C类、N类文献频率不足的二级学科领

有P1天文学近3万种，其他如P5地质学、P7海洋学与本

域类可保留在社会科学总论、自然科学总论中成为导航

大类内、外学科领域均有关联，下属类目中包含的交替

类的一部分，TB一般工业技术与T类合为一个导航类。

类较多，因此，可考虑拆分为P1天文学，P2~P7为P地球

综上，
《中图法》可析出的二级学科作为分面导航
类共计51个，即将二级类提升至分面导航类，51个二级

科学。
（2）对同位学科领域关联性强、划分相似的二级

类与18个一级大类共同作为分面导航类，共计69个大类

学科领域类也可考虑归并，合为一个有文献保障的导

（见图2）。针对920万余种文献设置69个导航类，每个

航类，便于集中分面分析，并能减轻一级学科领域文

大类平均导航文献量约13万种。其中I文学、G4教育、

献导航量大或不足的检索难度。如D1国际共产主义运

R医药卫生、D政治、F经济、K历史、H语言文字、D9法

动、D2中国共产党与D33/ D37各国共产党，可合并为

律、TP（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K81传记、J2绘画

D1/37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党，然后按国家区域属

艺术类目中的文献量均超过20万种，且所包含的类目关

性分面展开；F49信息产业经济、F59旅游经济与F6邮

联性强，学科领域不可再进行分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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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导航类文献类聚量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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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图法》体系的分面重排、重建可
行性分析

3.2 从导航检索功能角度对《中图法》体系
结构分面分析

3.1 从《中图法》导航类包含的关系角度分
面分析

《中图法》由于类目连续划分时，运用分类标准或
先后次序不同则形成不同的聚类树形结构（包括不能
穷尽采用重点列类，选择不同将形成不同类系的树形

《中图法》类目体系包含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导

结构），任何权威聚类树形结构都会受到不同时代认

航类包含的纵向关系为等级关系，有从属关系和并列

知等因素的影响，类目设置的预见性与滞后性与其先

关系。反映类目间的亲缘关系，形成等级结构。类目的

天体系永远并存，所以等级列举式分类体系不能满足

横向关系指类目间非等级但内容上相互关联的关系。导

不同时代检索者的所有需求或同一时代不同检索者多

航类间和导航类内均包括横向关系，即相关关系和交

属性检索需求。

替关系。

《中图法》最终用户版试图通过导航类（69个大类）

从属关系又分为属种关系、整体与部分关系和方

分面序列各学科领域的分类体系的类目，容纳所有属性

面关系。属种关系，即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如生物的

文献，从而构成文献类序及导航检索的工具。改造等级

分类、事物及其类型等；整部关系，即整体与部分的

列举式分类体系的编制方法，拆分层层限定划分的复合

关系，如学科及其分支、生物及其器官、事物及其组成

标准划分的类，归纳为并列的不同类型的类列，即“面”

部分、各级行政区域等；方面关系，即全面和某一方面

并区分重排，使层层限定划分、单线展开的树形结构变

的关系，如学科及其问题、事物及其属性等

[12]

。其中，

为多树（“面”）并列交叉关联结构，如区分《中图法》体

属种关系、整部关系的体系一般可概括归纳为“专论

系潜在的“总论面”“专论面”，对连续性的不同属性划

面”，即专论事物各方面的全部集中面；方面关系的体

分，以其散组可并列交叉的多类型“面”替代。

系归纳为“总论面”，即事物总论集中面。特殊规定集
中法，可根据类目注释再区分确定“面”的性质。

等级列举式分类体系不能穷尽事物的重复属性，
多采用复分体系编制（如总论复分表、地区复分表、时

并列关系，指处在同一划分层次上的不同类目间

间复分表、专论复分表、“一般性问题”类列、被仿类

的关系。若同一划分层次上存在多个属性，则存在多

目体系等），复分体系对于检索者而言不能直接入口检

组同位类；若每组同位类与导航类 从属关系类型不

索。因此，分面分析时，对复分体系可概括归纳至主体

同，则构成“总论面”与“专论面”；若相同则构成“总

“总论面”中或为主体面的附属面。如“共性问题面”，

论面”或“专论面”的多个属性面，多个属性面间的类

附属面还包括“区域面”“时间面”“民族面”等，可提

目存在包含关系，外延不相互排斥，可归纳为多重列类

供与主体面组配的联系，也可成为入口检索途径。通过

法的属性面，如U448.1/.5各种桥梁、J212/219各种绘

检索技术根据分面检索公式自动区分组配顺序，解决

画技法。

原体系附属面不能显现展示和提供入口检索的问题。

相关关系，指当一个学科或事物与另外的学科、事

分面重排满足了多方面、多角度的科学研究需要，

物关系密切或性质相近时，通常在相关的类目下编制

提供多途径检索，满足检索者从其所从事的、熟悉的属

参照注释，用以显示类目间的相关关系。
《中图法》最

性入手查找学科、专业的有关文献。交叉选择（组配）

终用户的知识服务体系可通过相关关系类目的注释扩

查找则可满足不同检索者所希望集中检索的文献，其

展相关文献的直接导航与检索，当注释指向为导航类

实后台文献已按《中图法》原体系分类聚类方向集中，

或多个类时可超链接相关面，进一步选择检索。

但检索者的交叉选择则激活二者（多属性）的联系与索

交替关系是对多重隶属关系的类目采用分别列于

引指向。

不同的上位类下，并指向使用类与其产生的关系。同
样，对指向一个使用类/使用面或多个面的不同情况，
采取直接导航资源和再现“面”导航的方法处理。

3.3 从解决体系分类法“集中与分散”矛盾
角度重排分面序列
“集中与分散”的矛盾是等级体系分类法一个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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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基本矛盾。张琪玉[13]曾将“集中与分散”的矛盾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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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兼顾排架与检索的两种功能。

括为当同一类的事物共同具有几组属性，若只采用其

（2）《中图法》体系框架不变原则。在《中图法》

中一组属性作为分类标准，那么其他几组属性的事物

一级大类保持不变的基础上，提升增补高频使用的二

将会因未被采用划分标准而造成分散。若几组属性全

级独立学科类，与原一级大类共同构成最终用户版分

部被用作分类标准，那么首先被采用的一组属性可分别

面展开的一级导航类。

集中具有该组某一属性的事物，其他属性被采用的越

（3）按属性分面归纳简化层级体系原则。以横向

晚则会越分散，范围相对较小。如《中图法》文学作品

多面体系展开，简化替代部分纵向体系层级展开。将层

类按国家属性划分集中某国各体裁文学作品，则小说、

层限定的线性复合属性的等级体系改造为多维分面并

诗歌、散文等各体裁属性的文学作品按国分散不能全

列结构的等级体系。

部集中。
因此，一个大类在连续划分过程中，需要分别使用
该类事物的若干属性作为分类标准时，各大类均需概

（4）文献资源保障原则。以文献分类计量数据统
计分析为基础，取舍最终用户版不同“面”的详简类目
划分体系。

括为“事物种类”类列（“专论面”）与“事物及剖面”

（5）先组标引与后组检索类号映射一致性原则。

类列（“总论面”）。当二者继续展开时，求同存异，同

在数据机读化修改过程中，对分面交叉后组类号及合并

时必然存在交叉检索体系，则根据《中图法》专指性分

类或新建类类号与《中图法》原体系标引类号（包括复

类规则，其导航索引应指向专论集中面的复合类号。如

分先组号）建立动态映射索引，以便成为多面体系的联

G42教学理论（各级各类学校教学理论入G61/79有关

合类号与单线体系复合类号的自动转换检索工具，实现

各类），G40/57（教育理论至教育事业）类列不再选择

先组类号与后组类号的一致性检索。

“事物种类：各类教育”作为划分标准，而在G61/79各
类教育的“专论面”下集中。

（6）兼容建设类号编码体系原则。从实用性出发，
在原类号编码体系基础上，兼容设置有条件的自动后组

事物时间、空间等属性（包括民族、人员等），可以

检索标记、索引码、面标记，以起到唯一标识、区分并

成为“专论面”“总论面”中的一部分，也可以为进一步

固定“面”序、类序，以及先组与后组类号的转换检索

区分为“专论面”“总论面”的附属属性。因此，就以上

作用。类号也可隐匿于后台数据中，以便在原编号体系

属性并列展开不同类型“面”，检索者不分先后顺序，

基础上调整类目级别，突破整齐划一的类号对重建重

对多“面”类目同时选择后组检索，按检索公式指向集

排体系的限制，使类号成为后台索引唯一标识，而不再

中类，则对连续划分造成的每种属性一边得到集中而

是分类检索途径的唯一标识。

另一边被分散的聚类现象得以解决，即“集中与分散”
的矛盾就迎刃而解，因层层限定划分造成很多独立属
性文献无直接入口检索途径的问题也不攻自破。

4 《中图法》体系分面改造方案的核心
问题

4.2 确立《中图法》最终用户知识服务体系
导航类
根据文献资源主题因素构成规律及《中图法》主表
与附表构成部分，
《中图法》最终用户版的体系对应区
分主体面和附属面两部分。主体面由框架类及其扩展面

4.1 确立体系分面改造原则

构成，框架类即分面对象类，也为检索导航类。在对学
科大类独立性、稳定性、科学性、结构性及标引频率分

通过对《中图法》体系架构与聚类分析、导航类在

析基础上，建议筛选设置69个并列导航类，其中包括

《中图法》中的划分规律与分面改造的可行性分析，以及

22个一级大类（含3个二级类与一级大类构成联合类）

各类使用频率分析，可根据其规律性及最终用户检索需

和47个二级独立学科类（具体可参考图2）。

求的适应性对《中图法》体系分面改造，提出以下原则。
（1）导航检索功能分离原则。
《中图法》体系改造

4.3 区分设置不同属性面

的目的在于专门编制面向最终用户查找文献资源的学
科分类导航及浏览检索的分面体系，分离《中图法》原

导航类由“面”构成，根据文献集中聚类属性区分
2018年第5期（总第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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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属性“面”，对属种关系和方面限定关系的类列可

检索导航的目的，
《中图法》8个通用表及与主表相似标

分别归纳为“专论面”和”总论面”，但若文献集中与

准合并建立最终用户版附属面。附属面可包括通用问

分散方法规定与“专论面”和”总论面”功能不同，要

题及文献形式面（共性问题面）、区域属性附属面（空

优先考虑文献集中功能，对原划分标准及划分次序调

间面）、时间属性附属面（时间面）、民族与人员属性等

整，以便符合“专论面”和“总论面”的区分集中文献

专用辅助面（辅助面）等。

功能。如“G258各类型图书馆、信息机构”类列应归为
“总论面”。

空间、时间、民族、人员等分类属性常为《中图法》
主体面的划分属性，其类列构成主体面的一部分。为简

因此，一般导航类包括“事物种类”属性专面（“专

化导航体系，增加附属属性类目的入口检索，需拆分导

论面”）、
“事物方面”属性总面（“总论面”），两“面”

航类首层以空间等附属属性划分的类目，使其与区域面

共同构成《中图法》最终用户知识服务体系的主体面。

等属性后组，一般删除重复列举类，包括主体面下的附

每个面至少由一个相同属性类目组成，每种面（如“总

属属性类目的归纳合并，改为与附属属性待组的类列或

论面”或“专论面”）根据类目划分需要，可设置多个并

类目（见图3）。

列面，并可交叉组配检索，其组配结果可按多重列类标

B哲学类按时代属性划分的类目合并于总论面，专

引规则执行。主体面中任何一个面均可独立检索文献，

论面的区域属性类目不重复列举，由附属面取代，再按

两种面之间、同种多个面间、主体面与附属面间均可交

时代属性划分的类目可与总论面交叉组配，索引至专论

叉检索文献，但针对文献量一般控制在两“面”交叉组

面类目，B1之所以列举时代属性，一是为简化时代表，

配检索范围，限制多“面”交叉的复杂检索。

二是为B3/7各国哲学进一步划分属性。对附属面属性

根据文献类号统计分析结果，建议每个导航类展
开的类目级别控制在原版4级左右，该版本体系规模控

划分不能涵盖且高频类也可选择列举，如B502.23唯心
论哲学学派及其下位类。

制在1万种以内的列举类目数量。为达到入口检索、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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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B哲学类的“面”

4.4 合并原体系重复列举的相似类

终用户版将拆分部分通用先组属性重复列举体系，变
先组类号为待组（散组）类号。如合并按区域属性划分

为提供多属性入口检索和浏览途径，
《中图法》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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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下的专类复分表，成为主体面被交叉组配或被仿分

例2

体系。合并与时代属性面相同划分标准列举的类列。

250$aD910.01$c D910.09$fm02$j 各法通论（复分

专类复分表、
“一般性问题”类列等共性问题若能

规定）

与总论面合并，则合并使其成为被仿照复分类列，合并

6650#$aD910.01$c D910.09$f l$rD911$cD916$bD

过程中出现同体系不同类号则需编制对照索引，删除无

911$cD916$s01$c09（D911$cD916根号，包括其下复分

文献保障的类目体系，合并频率低的相似类目或需复分

后的组配，可多面交叉，则661注释优先）

的注释。

备注：专、总面间检索，在“总论面”说明款目的665
字段集中说明组配办法。

4.5 分面后组检索规则与分面数据、索引数
据机读化定义

例3
250$a G811.1$fm01

（1）“面”标识定义。为同种“面”聚类和体系可

6650#$aG811.1$f l$aG82$cG89$bG82$cG89$t06

视化，需在原编号制度基础上增加“面”标识。
“面”区

$wzb（映射专类复分表“06”，即G811.1：G82$cG89的

分标识及其组配检索规则（公式）、映射索引等需以机

附加号）

读数据形式呈现，以便实现该体系的电子化、网络化、
自动化及关联化检索的目标。
“专论面”“总论面”“附属面”间及“面”内不同
序列“面”分别为并列交叉关系，均可入口检索也可通

661#1$i依$zf b2$i分。$aG811.1$zf b2$d2$c7$bG81
2$cG817$x0?$r.1
备注：在映射类即替代类（被复分类）的665字段说
明映射（对照索引表）的附加类号。

过“面”间类目组配检索，交叉检索不区分先后顺序，
但交叉类目间的后组类号应与原体系同一主题标引类

例4

号一致。为保证交叉组配生成类号的正确性、一致性，

250$aG252$cG254.9$fl（多重复分规定）

须有相对应的机读组配规则。

6680#$fl$aG255.1$cG255.9$i 优先

（2）分面与组合索引数据基础。
《中图法》元数据
基础为MARC格式，在不同字段定义类号、类名及类号组

备注：本范围类与G255.1$cG255.9组配，其索引号
优先为G255.1$cG255.9。

配，其中250类号字段为类目的唯一标识字段，661/668
字段为指导主表和附表正确地进行类号组配和由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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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主题词表（工程技术卷）》
《汉语主题词表》自1980年问世以后，经1991年进行自然科学版修订，在我国图书情报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曾经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为了适应网络环境下知识组织与数据处理的需要，2009年由中国科学技术
信息研究所主持，并联合全国图书情报界相关机构，完成《汉语主题词表（工程技术卷）》的重新编制工作。
全书共收录优选词19.6万条，非优选词16.4万条，等同率0.84。在体系结构、词汇术语、词间关系等方面进行改
进创新。为了方便工程技术领域不同专业用户使用，
《汉语主题词表（工程技术卷）》按专业分13个分册出版，同时
建立《汉语主题词表》服务系统，提供在线概念检索和辅助标引服务，通过可视化技术展示各类概念关系，可用于
汉语文本分词、主题标引、语义关联、学科分类、知识导航和数据挖掘，是文本信息处理及检索系统开发人员不可
或缺的工具。
《汉语主题词表（工程技术卷）》已于2014年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全书2 300余万字，总定价3 880元，
可分册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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