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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作简况 

1.1 编写目的及任务来源  

本标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22466-2008《索引编制规则（总则）》（以下

简称《总则》）的子标准，所制定的索引规则主要针对学位论文文献。 

学位论文索引，是深刻揭示学位论文内容的工具，是重要的学术方法，也是学术规范的

基本组成要素之一。为学位论文编制索引，使用符合学术规范的术语词汇标引学位论文中的

观点、理论、技术、方法、材料、应用等主题，特别是对学位论文创新内容和创新点的标引，

有利于学位论文创新成果的检索、利用和传播。同时，索引便于评阅者快速审阅学位论文的

学术规范性和创新有效性，提高评阅质量和效率。通过建立标准，训练学生掌握索引技能，

培养学生养成索引思维和索引意识，促进索引教育教学，提高学位论文创新水平和学术质量。 

本标准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8 年第三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

通知》（国标委发〔2018〕60 号）《学位论文索引编制规则》（20182058-T-469）国家标准

项目制定。该标准由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4）提出并归口，由中国

索引学会组织起草。 

 

1.2 标准制定原则  

为促进教学、研究、索引编制及其他相关领域的规范交流，制定本标准。编制过程遵循

以下原则： 

（1）本标准根据《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1.1-2009 

的规定编写；  

（2）尊重科学，客观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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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阅规范，体系统一；  

（4）适应实际，简明实用；  

 

1.3 主要工作过程  

（1）前期研究阶段  

2018 年 9 月 28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8 年第三批国家标准制修订

计划的通知》中《学位论文索引编制规则》（计划号：20182058-T-469）为推荐性标准，由

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4）归口上报，项目周期为 24 个月。  

 

（2）标准起草阶段  

在《学位论文索引编制规则》起草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组成之后，中国索引学

会（以下简称“学会”）于 2018 年 10 月，在上海复旦大学组织召开了标准制定工作启动会，

参会代表 10 多人，会议由学会秘书长杨光辉主持，杨光辉秘书长介绍了标准项目来源及工

作组成员情况。经公开讨论，确定了标准编制成员分工，拟定了下一步工作计划，明确了编

写进度要求。 

2018 年 10 月 17 日，在复旦大学召开“发展中的中国索引事业”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

学会专门举行小型研讨会，讨论《学位论文索引编制规则》的起草问题。 

2018 年 11 月 16 日，学会委派常务理事冯占英、王雅戈参加了在北京中国科技信息研

究所举办的第二届信息与文献标准化研讨会，学习标准编写规范和推广应用。 

2019 年 1 月 17 日，学会 2019 年第一次常务理事会议在复旦大学召开，学会主要领导、

秘书处工作人员和《标准》起草小组成员专门讨论了《标准》起草事宜。 

2019 年 5 月 25 日，学会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召开标准项目起草小组会议暨“索引国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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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及索引编纂”研讨会，就《标准》“草案稿”的文本内容进行讨论。会后经汇总与会专家提出

的具体意见，王雅戈等起草小组成员对“草案稿”文本进行修改。 

2019 年 5 月 30 日，《标准》起草小组向文标委第九分会提交本标准的“草案稿”、编制

说明、中期检查表等相关文件。 

2019 年 6 月，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学会秘书长杨光辉组织工作组成员温国强、薛春香、

李旻、杨雪珂、孙涵涵、王雅戈等人对本标准文本进行了审读和修改。 

 

（3）标准征求意见阶段  

2019 年 10 月 18 日，学会在成都召开年会之际，针对《学位论文索引编制规则》撰写

工作，在西华大学图书馆召开专门讨论会，召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大学、解放

军政治学院、复旦大学、北京印刷学院等单位相关专家，对中期检查以来《标准》文本的修

改稿进行了详细讨论，并在 10 月 19 日召集四川省图书馆、兰州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

范大学、贵州民族学院、高等教育出版社、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点通公司等 10 多个单位 20

多位专家和研究生，对《标准》（征求意见稿）文本再次进行了仔细讨论。 

2020 年 6 月 15 日，学会在召开线上专家会议，秘书处领导及工作成员、起草小组成

员、专家学者叶继元、柯平，资深编辑李伟国等人参加，对《标准》进行了认真讨论。会后

进行了及时修改。 

2020 年 6 月 16-18 日，组织南京农业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常熟理工学院，没有

索引编制经验、未经培训的在读硕士研究生、应届本科毕业生共 6 人，参照《标准》文本

对本人或他人的学位论文进行了编制索引的测试。学生反映，根据个人差异，基本大约 1-2

小时学习《标准》文本，1-2 个小时编出了一份基本符合规范的学位论文索引。学生普遍认

为《标准》意思明白，容易理解，方法实用，容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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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根据启动会精神，经多次修改，完成了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并在专家组内对

标准第一稿征求意见，收到来自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解

放军政治学院、等单位专家的意见，经对这些意见进行汇总并完善标准草稿；同时，学会组

织召开专家研讨会，逐句朗读、讨论、修改，根据讨论内容对标准进行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根据标委会安排，现提交《标准》（专家意见稿）文本。  

 

2. 国家标准编制依据与原则、主要内容说明

及预期经济效果 

2.1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与适用范围 

目前，我国索引人才非常缺乏，学术交流中也缺乏索引环节。实践证明，通过学生为自

己的学位论文编制索引，是快速培养索引人才的重要途径，也能提高学位论文的质量，加快

学位论文创新成果的交流和传播。制定本标准，可以为学位论文索引编制和索引人才培养提

供依据，非常有必要。 

本标准适用于学位论文类文献编制内容索引，博士学位论文推荐采用，硕士学位论文建

议应用，学士学位论文参考试用。本标准也适用于博士后出站报告索引的编制。 

本标准适用于印刷型、电子版、网络版等形式的学位论文编制索引，也适用于不同载体

形式的学位论文索引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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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由于已经编制索引的学位论文数量极少，因此起草小组在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在接受专

家意见的基础上，先后收集理、工、农、医、文、史、哲、政治、经济、管理等专业学士学

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根据教育部颁布名单和保密限制可公开获

得）各十多篇，组织本科生、硕士生对这些论文进行了索引编撰实验，这些实验过程和实验

数据为本标准起草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大量示例。 

本标准撰写了前言、引言、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参考文献等章节，还

编写了学位论文索引的功用、学位论文索引的类型、学位论文索引的标引、学位论文索引排

序与版面、学位论文索引编制简明流程等章节内容。 

本标准是编制学位论文索引的技术规范，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前言。阐明本标准的性质、提出单位、归口单位、解释单位、起草单位、起草小组成员。 

 

引言。阐明本标准制定的背景。 

 

1 范围。规定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是作者（本科生、硕士、博士研

究生）自己为学位论文编制索引，以及博士后自己为出站报告编制索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提供参考的相关技术标准。引用的相关技术标准有 GB/T 22466 索

引编制规则（总则）、GB/T 7713.1 学位论文编写规则、GB/T 36070 地方志索引编制规则。 

 

3 术语和定义。规定本标准涉及的主要术语及其定义。本标准术语和定义共 14 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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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通用术语和定义、专用术语和定义，能够覆盖学位论文索引编制需要。其中通用术语和定

义从相关标准直接引用；专用术语和定义由起草小组撰写。其中能够体现学位论文索引编制

特点的专用术语如下： 

3.2 创新内容 Innovative content  

学位论文中描述其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的内容。创新可以分为不同类型和层次，例如原

始创新、集成创新、协同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学派创新、领域

创新；选题、观点、理论、技术、方法、材料、应用以及其它创新等。 

3.3 创新词汇 Innovative vocabulary 

学位论文中用于描述其创新内容的词汇，包括概念、术语、符号、公式、定理、动作以

及其它专有名称等。 

3.5 学位论文索引 index of thesis  

指向学位论文内容的概念、语词及其它项目的检索工具，由一系列索引款目组成，附于

学位论文之后，一般位置在参考文献之后、致谢之前。  

3.9 创新词汇标目 innovative headings  

以表述学位论文创新内容的词汇编制的索引标目。  

这些术语和定义对于编制学位论文索引，揭示学位论文创新内容，具有说明和限定作用。 

 

4 学位论文内容索引的功用。 

说明学位论文索引的功用。学位论文索引的功用如下： 

4.1  揭示知识内容  

揭示学位论文内容中的各种知识点，为检索论文的重点、要点、创新点等内容提供便捷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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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重组知识体系  

学位论文的撰写格式已由 GB/T 7713.1 规定，学位论文索引按照标目的字顺或其他方

法排序，不同 于正文内容的排列方式，对学位论文的知识内容进行重新组织，有利于知识

挖掘。  

4.3  推动索引编制  

为大学生、研究生编制学位论文索引提供规范和方法。 

4.4  促进索引教学  

为学位培养管理单位、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学位论文作者、学位论文收缴和保存单位开

展索引教学、 督促学生编制学位论文索引提供参考依据，制定相关管理规则。  

4.5  培养索引意识  

在大学生、研究生群体中普及索引知识，使学生掌握索引技能，训练学生的索引思维，

在学习、研究和工作中养成自觉利用索引的习惯，培养其索引意识。  

4.6  提升论文质量  

创新是衡量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标准，遵守学术规范与学术方法是保证有效创新的基础。

索引既是一种开展学习和研究工作的工具，也是一种学术规范和学术方法。编制学位论文索

引，既能够促进学位 论文创新，也能够提升学位论文质量。 

 

5 学位论文内容索引的类型。 

说明索引的类型。 

学位论文主要编制综合性主题索引。主题索引是指以主题词为标目的索引，是学位论文

索引的主要 类型。综合性主题索引是指以多种索引款目（如包含主题、人名、地名、机构

名等两种以上索引标目） 混合编排的索引。 作者还可以根据学位论文的学科和内容特征，



12 
 

为其编制专门索引，即只含有一种索引款目的单一索 引。专门索引的类型很多，例如以人

名、机构名、地名、事件名、年号、书名、报刊名、文章名、著者 名、图谱、乐曲旋律、

专利号、产品型号、地理坐标、化合物名称、分子式、环系、动物名称、植物名 称、矿物

名称等专有名称作为标目而编制的索引。 

 

6 学位论文内容索引的范围。 

规定学位论文索引范围和不列入索引范围。学位论文索引的范围受学位论文结构限定，

学位论文的结构由中国国家标准《学位论文编写规则》规定。 

6.1  学科范围  

学位论文索引的学科范围，应与《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规定的学科范围相一

致。 学位论文索引编制时，应参考《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的最新版本，或与学

位论文作者入 学、毕业或学位论文开题、答辩年份相对应的版本。  

6.2 标引范围  

学位论文索引的标引范围主要是学位论文主体部分的重点论述内容。从引言（绪论）开

始，到结语 （结论、展望）为止。 前置部分（封面、版权声明、诚信承诺、题名页、勘误

表、致谢、摘要、序言、前言、目次、插图、 附表、缩写和符号清单、术语表）和结尾部

分（作者简介、学位论文数据集、封底）的内容可以不予标引。 

 

7 学位论文内容索引的标引。 

说明学位论文索引的基本格式、学位论文索引主要类型、学位论文索引款目的标引方法。

并给出了大量示例，以便于学位论文作者编制索引时参考。以下列举了部分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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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索引格式 

学位论文索引款目的基本格式为“标目+出处”，标目以学位论文中表达术语、概念的语

词或符号表示。应当选取具有实质性检索意义且重点论述的内容为标目。出处以标目所在原

文页码的阿拉伯数字表示。标目与页码之间以空格隔开。同一标目有多个出处时，不同的出

处按数值从小到大的顺序接续标注，中间以顿号“、”隔开。多个款目按照拼音、字顺或其它

与正文内容不同的方式进行排序形成索引。 

7.2 主题标引  

学位论文索引的主题标引尽量采用原文中使用的词汇，并选择原文中重点论述、具有检

索价值的主题词予以标引，即对原文中出现的主题词进行选择性标引（也称为简明型标引）。 

 

7.3  注释 

标目注释是解释标目的文字。当标目的含义不易理解时可以为标目作进一步说明，解释

标目的含义、内容、背景。注释文字著录在标目之后的括号中。注释可以是标目的其它文种

的对照文字；也可以是全称和简称的对照；可以是范围的限定；也可以是性质的说明，等等。

示例中括号内的文字即为标目注释。 

 

7.4  轮排 

当一个复合主题词用作索引标目时，可以把复合主题词拆分成多个单一主题词，把这些

单一主题词分别作为标目编制成索引款目，并与该复合主题词款目一起进行排序，这种处理

方法就是轮排。通过轮排，读者可以获得更多的检索入口。一些需要注释的标目，注释中的

内容如具有检索意义，可以为该标目及其注释编制轮排索引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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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专有名称标引示例  

1）人名标引 

2）地名标引 

3）文献名标引  

4）化学物质名称标引  

5）生物名称索引、疾病名称索引、方剂名称索引、药品名称索引  

 

8  学位论文内容索引的创新词汇标引  

创新性是学位论文的重要特征，用括号、星号、注释、加粗等方式，对学位论文中表达

创新内容的 创新词汇进行突出标引，并对其创新类型加以注释。具体来说，就是以创新词

汇为标目，以注释的方式 注明该创新词汇的创新属性，如观点、理论、技术、方法、材料、

应用或其它创新。 学士学位论文可以不标引创新词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需要对创新词

汇进行标引。  

 

9 学位论文内容索引的排序和版面设计 

以大量示例说明学位论文索引的排序方法和版面格式。 

9.1  普通主题款目排序。 

索引款目按照与正文顺序不同的方式进行排序，可以按字顺排序，也可以按其它方式排

序，例如拼 音、笔画、四角号码、数字、字母等。  

索引标目中若包含非汉字字符，如标点符号、数字、英文字母、拉丁字母、希腊字母等，

可以按照 它们在编码字符集中的顺序排列，可以但不要求必须按数值和字母自然顺序、或

按数字所表示的数值从 小到大排列。标目中的标点符号不参与标目语词的排序，即无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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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标点符号，都优先按照标目语词排 序，语词相同的集中在一起，再按照字符集中的顺序

区分标点符号的先后顺序。  

9.2  创新词汇款目排序  

创新词汇款目是学位论文索引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分散排序，也可以集中排序。 

1）分散排序，就是把创新词汇款目与主题款目混合在一起，统一排序。分散排序可参

考本标准“7.6 创新词汇标引”和“8.1 排序”部分带有“xx（xx 创新*）”字样的示例。  

2）集中排序，就是把所有的创新词汇款目提取出来，独立成组进行排序，并且集中排

在主题索引 开头的位置。还可以把创新词汇款目中说明创新词汇性质等内容的注释文字置

于款目的开头位置与原 款目进行轮排。集中排序可参考本标准“9 学位论文索引编制流程”

示例中“创新词汇款目”部分样例。 

3）集中-分散排序，就是把创新索引词汇款目集中排序的同时，也进行分散排序。采用

这种排序方 法，通过创新索引词汇款目和主题索引款目都可以检索到原文中的创新内容。  

创新词汇索引款目排序是学位论文索引排序的独特问题。经过大量试验，总结出了上述

排序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深入揭示学位论文创新内容；学位论文评阅者可以快速查看创新

部分的内容，便于及时作出评价；通过学位论文的族性知识组织属性，有利于作者检查学位

论文的各种主题内容，提升学位论文质量；索引便于读者检查学习利用，有利于创新知识的

传播。 

9.3  版面设计 

 

10 学位论文索引编制流程和版面设计 

10.1 编制流程 

学位论文索引的作者是索引的初学者，虽然对论文内容熟悉，但是对索引方法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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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索引的时间相对较紧张，也具有一定的压力。因此，学位论文索引应力求简明，方法应

力求简便，使用应力求简单。流程如下： 

1）选取索引词（标目）； 

2）标注页码（出处）； 

3）核对（排序前）； 

4）排序； 

5）返查（排序后）； 

6）标注助检符号； 

7）排版。  

本标准最后给出了相对完整的学位论文索引示例，便于作者进一步理解和编制索引。 

 

2.3 预期社会经济效益  

本标准的制定、颁布，为我国学位论文索引编制提供了规范和方法，有利于研究成果的

检索利用，有利于学术交流和学术创新，有利于提高学位论文质量，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

其经济效益通过提升论文质量和学术水平、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和索引人才而体现。 

 

3.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

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目前国外尚无同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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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

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1） 法律法规层面 

暂无直接相关法律法规。 

 

（2）标准层面  

《学位论文编写规则》（GB/T 7713.1）在“5.6.1 分类索引、关键词索引“提出”编排分类

索引，关键词索引等。“但是没有给出具体的索引编制方法，也没有示例。 

本项目旨在为学位论文类文献编制索引提供规范。目前，国内制定了《索引编制规则（总

则）》，规定了索引编制的基础性规范，但是各类文献索引编制需要制定相应细则以适应特定

需求。如《地方志索引编制规则》就专门为地方志类文献索引编制提供规范。另有相差标准

《学位论文编写规则》主要规定学位论文的撰写格式。以上标准对学位论文索引编制索引的

针对性不强。 

本标准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使用对象是学位论文作者，即毕业生。编制索引时期正处于

学位论文完成、准备提交阶段，这时段正是研究任务和撰写任务刚完成时，还需要找工作就

业，作者比较累且忙，作者对索引对象（学位论文）非常熟悉，但是对索引规则不大熟悉。

因此，为能推动作者及时、顺利完成索引编制任务，本标准的体例应当简明、易用。国内现

有相关领域标准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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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7713.1—2006 学位论文编写规则 

GB/T 22466—2008 索引编制规则（总则） 

GB/T 36070—2018  地方志索引编制规则 

 

对以上标准、规范所体现的内容，在本次《学位论文索引编制规则》标准编制时，并结

合学位论文类文献特点对其进行修改，部分内容与其基本保持一致。 

 

(3)标准采用情况  

标准编订过程中，主要参考了《学位论文编写规则》（GB/T 7713.1—2006）、《索引编

制规则（总则）》（GB/T 22466—2008）、《地方志索引编制规则》（GB/T 36070—2018）等

标准、规范。整体上，本标准与国内现行新的相关标准规范体系统一，同时突出了学位论文

类文献编制索引的特点。目前尚无本领域的国外标准，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吸收了本领域国际

研究的先进成果和理念。 

主要体现在电子索引编制方面，如电子索引的自动标引、自动排序方面。 

 

5.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遵循了各方参与原则，制定时充分吸收了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无重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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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

家标准的建议  

建议将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7.知识产权状况声明 

本标准未接到任何涉及相关专利或知识产权争议的信息、文件。 

 

8.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生效，可以采取宣贯视频、宣贯培训资料等方式宣传推广。 

 

《学位论文内容索引编制规则》标准起草组 

2020 年 6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