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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标题 

⚫ 标题：  

标题应简明、具体、确切，能概括文章的特定内容，符合编制题录、索引和检

索的有关原则，一般不超过 20 个字。必要时可加副篇名，用较小字号另行起排。

标题应避免使用非公知公用的缩略语、字符、代号和公式。 

⚫ 摘要/关键词等：  

公开发行的学报，其论文应附有中英文摘要。摘要应能客观地反映论文主要内

容的信息，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一般不超过 200 字，中文排在作者署名与关键

词之间。 

英文摘要的内容一般应与中文摘要相对应。中文摘要前以[摘  要]作为标识；

英文摘要前以“Abstract:”作为标识。 

关键词是反映论文主题概念的词或词组，一般每篇可选 3—8个，应尽量从《汉

语主题词表》中选用。未被词表收录的新学科、新技术中的重要术语和地区、人物、

文献等名称，也可作为关键词标注。关键词应以与正文不同的字体字号编排在摘要

下方。多个关键词之间用分号分隔。中英文关键词应一一对应。中文关键词前以[关

键词]作为标识；英文关键词前以“Keywords:”作为标识。  

 

标题层次 

⚫ 一、二、三、四…… 

 一级标题，仿宋，汉字数码后有内容的加顿号，顿号后无空格，居中 

⚫ （一）、（二）、（三）、（四）…… 

 二级标题，黑体，汉字数码括号后无空格，首行 2 字符缩进 

⚫ 1、2、3、4…… 

 三级标题，仿宋，阿拉伯数字后用“.”，后加一空格，首行 2 字符缩进 

⚫ （1）、（2）、（3）、（4）…… 

 四级标题后紧接题文无空格，首行 2 字符缩进，后面可接正文 

全文分级依照上述顺序，可不满四级序号但不可颠倒顺序。例如，全文仅有两级标

题，作者可以选择在一级标题下分“（一）（二）”，或直接下分“1. 2.”。 

 

 

文章信息（*此几项请另起一页标注在文章最后） 

⚫ 作者 

文章均应有作者暑名。作者姓名置于标题下方，团体作者的执笔人也可标注于

篇首页地脚位置。遇到“译”“整理”“注释”等需注明。译文的署名，应著者在前，



译者在后，著者前用方括号标明国籍。各种补白短文，作者姓名亦可标注于正文末

尾。多位作者的署名之间空一中文字符隔开。 

⚫ 单位 

对作者应标明其工作单位全称、所在省、城市名及邮政编码，加圆括号置于作

者署名下方。不同工作单位的作者，应在姓名右上角加注不同的阿拉伯数字序号，

并在其工作单位名称之前加注与作者姓名序号相同的数字；各工作单位之间连排时

以分号隔开。 

[美]马修·埃德尼
1
  [英]罗杰·凯恩

2
著  钟小锋

3
译 

（1.美国南缅因州大学，美国波特兰 04104；2.英国伦敦大学， 

英国伦敦，WC1E7HU; 3.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 基金项目 

获得基金资助产出的文章应以[基金项目]作为标识注明基金项目名称，名称写完整

框在引号内，并在圆括号内注明项目编号。多项基金项目应依次列出，其间以分号隔开。

基金项目排在收稿日期之后。 

示例：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xxxxxxx”（xxxxxx） 

⚫ 作者简介 

对文章主要作者的姓名、性别、出生年、籍贯；单位、职称；主要学术方向做出介

绍。其前以[作者简介]作为标识，相继列出，其间以分号隔开。一般排在篇首页地脚，

置于收稿日期（或基金项目）之后。 

示例：  

    [作者简介] 乌兰娜，女，1980年生，内蒙古达拉特旗人，博士，内蒙古大学历史学系

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 xxxxxxx。 

 

 

数字用法 

（一） 公元纪年的世纪、年代、年、月、日使用阿拉伯数字，行文中的古代年代要加

公元。如： 

19 世纪 60 年代、1922 年 12 月初、公元前 463—前 389 年、公元 25 年、公元

1628 年 

（二） 中华民国纪年只能使用到民国 37 年（1948 年），建国后台湾使用的民国纪年

应改为公元纪年表达。如： 

民国 3年（1914年） 

（三）非公元纪年时年、月、日使用汉字数字。（包括历史年号纪年、干支纪年、各民

族其他纪年方式等），应保持原表达方式，并于文中第一次出现时标注公元纪年于其后，公

元纪年使用括号“（）”并于括号内添加“年”字（时间段后不添加）。如： 

秦厉公二十六年（前 451 年） 

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  

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 年） 

至元二十七年（1290 年）  

正德四年（1509年）  

 



年份不应简写，如 1950年不应写作“50 年”或“五〇年”；使用“世纪+年代”表述

方法时应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但表示概数含义时，概数部分应使用汉字，如： 

正 误 

20世纪 80年代 1980 年代、1980s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20世纪 2、30年代 

1938 年 38年、三八年 

万历三年三月十五日 万历三年三月 15日 

 

（四）表的顺序号、数据及计量单位均用阿拉伯数字； 

（五）古籍文献的卷数和引文使用汉字数字。如： 

《晋书》卷一一《天文志上》：“古旧浑象以二分为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 

《资治通鉴》卷一〇〇 

 

 

数据 

带有计量单位的数据通常使用阿拉伯数字，整数一至十，若不是出现在具有统计意义

的一组数据中，则可以用汉字。注意，计量单位（除温度、百分比、经纬度外）均使用汉

字全称，汉字应用标准表述，如“公里”应为“千米”，且不使用通行符号简写“km”、

“m”等。如： 

占全区域人口总数的 60% 

历年绝对低温平均值都在-7.0℃以下 

东经 112°附近的低洼盆地 

三本书 

东苕溪全长 164千米 

现有面积约 22平方千米 

 

4 位以上的较大数据应使用千分空分节，三位数字一组，组间空 1/4 个汉字字符。5位

以上的数据可以改写为以“亿”“万”等较大单位的数据，在没有计量单位的情况下，阿

拉伯数字不应与汉字数字混用，应该统一。如： 

五万或 50 000 （不应写作 5 万，若有单位则为“5万元”） 

城乡聚落总共 6 920个 

共男女大小 120 320口 

 

 

  



➢ 地图 

《地图管理条例》（2015 年 11 月 26 日国务院令第 664 号公布）第十五条：“国家实行

地图审核制度。需要注意的主要有：全国地图，主要表现地为两个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

行政区域的地图，香港特别行政区地图、澳门特别行政区地图一级台湾地区地图，世界地图

以及主要表现地为国外的地图，历史地图。 

地图作图应尽量使用带有审图号的地图或国家发布的标准地图，可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

http://bzdt.ch.mnr.gov.cn/下载和制作。地图清晰度不低于 400dpi。 

以下为具体作图注意点： 

 

中国全图四至范围 

中国全图必须准确反映中国领土范围。《公开地图内容表示若干规定》第三章第六条对

中国全图的图幅范围规定如下：东边绘出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西边绘出喷赤河南北流

向的河段，北边绘出黑龙江最北江段，南边绘出曾母暗沙（汉朝以前的历史地图除外）。 

 

 

 

南海诸岛可作为附图表示，正图重复出现时，附图也要重复出现。《公开地图内容表示

若干规定》第四章第十二条对南海诸岛附图的四至范围规定如下：北面绘出中国大陆和部分

台湾岛，东面绘出马尼拉，南面绘出加里曼丹岛上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间的全部界线（对

于不表示邻国间界线的专题图，南面绘出曾母暗沙和马来西亚的海岸线），西面绘出河内。 

 

http://bzdt.ch.mnr.gov.cn/


 

 

 

 

重要岛屿丢失错误 

我国重要岛屿包括海南岛、台湾岛、黄岩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

群岛、曾母暗沙及界河中岛屿。在地图中经常出现以下几种岛屿丢失错误。 

一是在表示中国全图时，漏绘我国全部或部分重要岛屿。 

二是在表示广东省地图时，漏绘我国东沙群岛。 

三是在海南岛全部表示在地图中时，漏绘南海诸岛（包括黄岩岛、东沙群岛、西沙群

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曾母暗沙等）。 

 

 

历史地图改绘（示意图） 

地图需要有外部框线，图例、比例尺、指北针应置于框线内。正确使用界限符号和聚

落点符号层级；古今地名、水系等需用颜色区分（今地名用 65%灰色，古地名用黑色），

凡涉及国界线的图件，依据最新标准底图。 

应确保图例完整，且图例上的标注、字体格式与图中的完全一致。资料来源中应注明

底图来源和绘图依据。示意图需确保清晰度。 

 

 



 

 

 

右图为错误示例→ 

（同一图例在图中

大小不一且与图例

所示不完全一致） 

 

 

 

 

 

 

 

 

 

正确示例： 

 

 



直接引用古地图 

古地图应保证清晰度，规整剪裁后附于文中，四周应有明显框线。资料来源中直接注

明出处。如下： 



➢ 图表 

插图、书影 

文章需要插图或展示书影图片时，应保证图片的清晰度和四边的规整性，图片居中，

方向需与正文一致。以“图”为单位统一编号，编号采用阿拉伯数字，如“图 1”，编号

与图名之间空两个英文字符。编号与图名统一位于图片下方并居中。图名下另起一行注明

资料来源，与文献引用规范保持一致。图片清晰度均不低于 400dpi。如： 

 

  



统计图 

     文章需要插入统计图时，应保证图片的清晰度和四边的规整性，图片居中，方向需与

正文一致。本刊为单色印刷，请勿使用彩色图形，不同的内容之间以形状样式区分。以

“图”为单位统一编号，编号采用阿拉伯数字，如“图 2”，编号与图名之间空两个英文

字符。编号与图名统一位于图表下方并居中。图名下另起一行注明资料来源，与文献引用

规范保持一致。图表可编辑版本需另附。如： 

 

表格 

1. 表格没有特殊情况下均用混合表（两边无竖线） 

2. 文稿中表格需注明标题，文中含一个以上的表需注明表序号 

3. 表中或表后应注明资料来源 

4. 表号和标题中间空两个英文字符，表题加粗 

5. 表中首行带单位的，单位用“/”隔开，如：甲数/名；户数/户 

6. 如整个表单位相同，可在表标题下一行居右写如：（单位：户） 

 

例： 

表 1  明天启元年（1621 年）北京五城铺甲户数统计表 

（单位：户） 

五城 铺数 甲数/名 户数/户 

     中城        53     2544    25440 

     东城       173     3608    36080 

     南城       135     4330    43300 

     西城       101     3764    37640 

     北城        63      873     8730 

     合计       525    15119   151190 

资料来源：《明熹宗实录》卷九。 



➢ 注释 

1. 本刊采用页下注，每页重新编号，文中引用标注符号为“
①②③

”，页下注为“①②③”；

符号后空一个字符再接文字。 

2. 注释号紧随后引号；没有引号的，注释号放在逗号之前其余相邻的标点之后。 

3. 注脚中不出现“前揭”“同上”等字眼，每条引用均需出注。若段内多条引用来自同一

出处，则可在同段落最后一条引文末尾统一标注。 

4. 文中带有引号的长段引文和单独列出的引文都要出注。 

5. 同种责任方式的责任者，如三人同为著者，则三人名字之间用“、”隔开，超过三人

的剩余责任者以“等”省略；不同类型责任方式的责任者之间，如著者与点校者、著

者与译者之间用“，”隔开，如果只有“著”或“撰”或逗号后不直接跟姓名的，可

省。 

6. 同页出现两条或多条完全相同的注释，则合并文字到第一条相同文献处，序号并排顺序

列出。 

 

 

各类文献的具体征引格式： 

 

一、征引古籍 

（一） 刻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时代/责任者与责任方式/著作名/卷次、篇名（任选）/版本/页码。页

码不易标注者可不标。责任者时代以“〔 〕”标出。撰作者名后可省略“撰”“著”。如： 

〔清〕孔昭薪纂录：《孔氏大宗谱》卷首，道光三年刻本。 

〔明〕张璁：《谕对录》卷二二，嘉靖九年十月二十四日“谕张元辅”条，北京大学图

书馆藏明刻本，第 26页。 

（二）影印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时代/责任者与责任方式/著作名/卷次、篇名（任选）/出版社影印本

/出版年/页码。如： 

〔清〕方苞：《春秋通论》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7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本，1987 年，第 297—299页。 

《论语•尧曰》，《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 年，第 2535页。 

（三）经今人整理的古籍 

标注顺序：撰写者时代/撰写者/整理者名/著作名/卷次、篇名（任选）/出版者/出版年

/页码。如： 

    〔清〕孙诒让著，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卷三，中华书局 1987年版，第 103

页。 

    （四）隋唐以前传世文献多为习见古籍，可不标出撰写者时代和撰写者。官修大型典籍、

类书亦可不标出作者时代和姓名。如：先秦诸子、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通、《太平御

览》等。如： 

《晋书》卷一四，中华书局 1974年版，第 406页。 

(五)标注古籍卷次用汉字数字，“十”“百”等整数位省去。如：卷一〇，卷六九，卷一

一四等。连续页码之间使用“—”一字连接线。不同页码间用“、”点开。页码使用阿拉伯

数字。 

 



二、近现代著作。 

（一）专著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著作名/卷册/出版者出版年+版/页码。多卷本著作标明

卷次，卷次以阿拉伯数字标出；丛书标明丛书责任者与责任方式/丛书名。超过三人撰写的

著作第四责任人往后以“等”省略。多名作者名间用“、”隔开。著作名重复出现且同一篇

文章中只提到一个版本从第二次标注起可省出版者出版年，如有具体引用的务必标出页码，

如：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 1955年版，第 158—161 页。 

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卷（上）》，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9年版，第 8页。 

朱瑞熙、刘复生、张邦炜等：《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版，第 115页。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版，第 451页。 

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第二册，陈雷主编：《中国水利史典――淮河卷一》，水利水

电出版社 2015年版，第 580－582 页。 

（二） 析出文献 

标注顺序：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集题名+(卷期)/出版者出

版年+版/页码。文集责任者与析出文献责任者相同，省去文集责任者。如： 

张之：《邺之初筑是否再古邺城处》，《历史地理》第 9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168—172页。 

齐思和：《毛诗谷名考》，《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 1981年版。 

饶宗颐：《〈春秋左传〉中之“礼经”及重要礼论》，陈其泰、郭伟川、周少川编：《二十

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学苑出版社 1998年版，第 463页。 

（三） 翻译作品 

    标注顺序：责任者国籍/责任者/翻译者/著作名/出版者+出版年+版/页码。作者国籍以

“[]”标出。如： 

   [美]艾兰（Sarah Allan）著，汪涛译：《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

究》，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 160页。 

（四） 期刊 

    标注顺序：责任者/文献题名/期刊名/年期。出刊周期短于半月者如旬刊、周刊、日刊

等，出版时间精确到日；以栏目、文章单独编辑页码的，在页码后加括号注明栏页或文页，

整篇提及不需要加页码。同名异地刊物应有区别说明，一年不止出版一卷的不能省略卷数。

如： 

    潘明娟：《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关系看早商的主都和陪都》，《考古》2008年第 2期。 

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传记文学》（台北）1976 年第 28卷

第 1期。 

（五） 学位论文 

孟艳霞：《明嘉靖、隆庆、万历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河道治理研究——以开封以下

河段为中心》，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 24－26页。 

（六） 报纸 

    标注顺序：责任者/文献题名/报纸名称/出版年月日/版次。如： 

    杨伯达：《东北夷玉文化板块的男觋早期巫教辨》，《中国文物报》2008年 4月 9日，第

7版。 

（七） 电子文献 

    标注顺序：责任者/文献题名/获取和访问路径/引用日期。如： 



    张 俊 民 ：《〈 敦 煌 悬 泉 汉 简 释 粹 〉 校 读 》， 简 帛 网 [2011-10-

15],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7zhangjunmin001.htm. 

（八） 未刊文献 

    标注顺序：责任者/著作名/著作性质/地点/时间/页码。如： 

    金秉骏：《汉代小吏的吏徭及充资》，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学国际论坛论文，北京，2006

年 11月。 

 

三、外文文献 

   （一）西文专著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著作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著作名用斜体，

出版地后用英文冒号，其余各项间用英文逗点隔开。引文跨页用“pp.X-X”。如： 

    T’ung-tsu Ch’ü，Han Social Structure，Seatt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2,p.121. 

    Brain E.Mcknight,The Quality of Mercy：Amnestie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Justic,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81,pp.37-72. 

    (二)西文期刊 

    标注顺序：责任者/文献题名/期刊名/卷册及出版时间。著作名用英文引号标出，期刊

名用斜体。如： 

    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85, November 1979. 

    (三)日、韩文献 

    标注方法与中文文献相同，作者名及文献名尽量用原文标出。如：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科挙前史》，京都，同朋舍，1971 年，第 179页。 

   渡辺信一郎：《中国古代国家の思想構造――専制国家とイデオロギー》，东京，校仓书

房，1994 年，第 337－349 页。 

鈴木喜一：《春秋時代の君臣倫理》，《日本中國學會報》第 34 集，1982 年，第 1－16

页。 

 

七、其他 

（一）甲骨文、金文、简帛资料、敦煌文书、徽州文书等资料的征引依照本专业通行方

法。 

（二）同一文献再次引用，只需标出责任者、著作名和页码。 

（三）征引文献以“参见”“详见”“并见”等引导，责任人直接与文献连接，二者之间

不要加冒号。如： 

参见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 152页。 

关于春秋时期的会盟还可以参考张全民《试论春秋会盟的历史作用》，《吉林大学社会科

学学报》1994 年第 6 期；莫金山《春秋列国盟会之演变》，《史学月刊》1996 年第 1 期；宋

立恒《论会盟在春秋争霸中的特殊功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 6期。 

  



附录：引用标准及参考规范文件 

GB/T1.1-93 标准化工作导则标准编写的基本规定  

新闻出版署.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 1992-07-07 

新闻出版署.社会科学期刊质量管理标准，1995-06-13 

新闻出版署.期刊出版管理规定，2005-09-30 

CAJ-CD B/T1-1998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1999-01-12 

GB/T 16159-2012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GB/T 6447-1986 文摘编写规则 

GB/T 13417-2009 期刊目次表 

GB/T 3259-1992 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音拼写法 

GB/T 15834-2011 标点符号用法 

GB/T 9999-2001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GB/T 9999.1-2018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第 1 部分：CN 

GB/T 9999.1-2018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第 2 部分：ISSN 

GB/T 16827-1997 中国标准刊号（ISSN 部分）条码 

GB/T 11668-1989 图书和其它出版物的书脊规则 

GB/T 788-1999 图书和杂志开本及其幅面尺寸 

GB/T 3179-2009 期刊编排格式 

GB/T 15835-2011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GB/T 28039-2011 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 

GB/T 7714-2015 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GB/T 14706-1993 校对符号及其用法 

GB 3100-1993 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 

GB/T 3101-1993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 

GB/T 3469-2013 信息资源的内容形式和媒体类型标识 

GB/T 13745-2009 学科分类与代码 

GB/T 3860-2009 文献主题标引规则 

GB/T 13190.1-2015 信息与文献 叙词表及与其他词表的互操作 第 1 部分：用于信息检索的叙词表 

GB/T 13190.2-2018 信息与文献 叙词表及与其他词表的互操作 第 2 部分：与其他词表的互操作 

GB/T 3793-1983 检索期刊条目著录规则 

GB/T 7408-2005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GB/T 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3259-1992 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音拼写法 

CY/T 118-2015 学术出版规范 一般要求 

CY/T 119-2015 学术出版规范 科学技术名词 

CY/T 120-2015 学术出版规范 图书板式 

CY/T 121-2015 学术出版规范 注释 

CY/T 122-2015 学术出版规范 引文 

CY/T 123-2015 学术出版规范 中文译著 

CY/T 124-2015 学术出版规范 古籍整理 

CY/T 170-2019 学术出版规范 表格 

CY/T 171-2019 学术出版规范 插图 

CY/T 172-2019 出版行业标准 图书出版流程管理 

CY/T 173-2019 学术出版规范 关键词 

CY/T 174-2019 学术出版规范 期刊学术不端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