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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4）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索引学会、常熟理工学院、复旦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雅戈、杨光辉、温国强、王彦祥、王兰成、薛春香、衡中青、褚峻、李炜超、

王夏、杨雪珂、孙涵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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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引  言 

中国国家标准GB/T 7713.1—2006《学位论文编写规则》对学位论文的质量和创新有明确规定，要

求博士学位论文表明作者在本门学科上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在科学和专

门技术上做出了创造性的成果，并具有独立从事创新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承担专门技术开发工作的能力；

硕士学位论文表明作者在本门学科上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对所研究课题有新的见

解，并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学士学位论文表明作者较好地掌握了

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础技能，并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学位论文内容索引是深入揭示学位论文学术内容的工具。为学位论文编制内容索引，特别是对学位

论文中的创新内容的标引，有利于学位论文创新成果的检索、利用和传播，也便于评阅者快速判断学位

论文的创新程度，提高评阅质量和评阅效率。 

本标准由中国索引学会牵头制定。 

本标准遵循GB/T 22466—2008《索引编制规则（总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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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内容索引编制规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学位论文内容索引的编制规则，包括专业性规则和说明性规定。 

本标准适用于博士、硕士、学士学位论文作者为自己撰写的学位论文编制内容索引，也适用于文献

加工服务机构为已发表的学位论文编制内容索引。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载体形式的学位论文索引的编制，包括且不限于印刷版、电子版、网络版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引用是必不可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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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3.1—2006 学位论文编写规则 

GB/T 22466—2008 索引编制规则（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便于使用，部分术语和定义直接或间接引用了GB/T 7713.1—2006、

GB/T 22466—2008中的某些术语和规定。 

3.1 学位论文 thesis;dissertation 

作者提交的用于其获得学位的文献。包括学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 

3.2 索引 index 

指向文献或文献集合中的概念、语词及其它项目等的信息检索工具，由一系列款目及参照组成，索

引款目不按照文献或文献集合自身的次序排列，而是按照字顺或其它可检索的顺序排列。 

3.3 学位论文内容索引 index of thesis and disse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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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款目按照标

目的字顺排列。附于学位论文末尾，位置在参考文献之后、致谢之前。 

3.4 创新词汇索引款目 index entry of innovative vocabulary 

以表述学位论文原文中创新内容的词汇为标目，以标目所在原文页码为出处的索引款目。 

3.5 索引款目 index entry 

对某一文献或文献集合的主题内容、涉及事项或外部特征加以描述的记录，是索引的基本单元。学

位论文索引款目由标目、注释及出处组成。 

3.6 索引标目 index h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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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表示文献或文献集合中的某一概念或事项，并决定索引款目排列位置的词汇。学位论文索引标

目，直接控制着索引的类型、特征、性质，也影响着索引的质量和使用效果。学位论文编制索引应标引

出有检索价值的标目。 

3.7 学位论文电子索引 electronic indexof thesis and dissertation 

用计算机为学位论文内容编制并可在计算机上进行显示和查检的索引，其存储形式可为电子文档或

数据库。 

4 学位论文内容索引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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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重组知识体系 

索引按照标目的字顺或其它方法排序，是对学位论文的知识内容进行重新组织，有利于知识发现和

挖掘。 

4.3 培养索引意识 

有利于学生掌握索引知识和索引技能，培养索引素养和索引意识，在学习、研究和工作中养成自觉

利用索引的习惯。 

4.4 提升论文质量 

索引既是开展学习和研究工作的工具，也是快速衡量学术文本符合学术写作、出版规范程度的重要

组成要素之一。编制学位论文索引，能够促进学位论文写作规范和内容创新，提升学位论文质量。 

5 学位论文内容索引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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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学位论文内容索引的格式 

6.1 格式 

学位论文索引款目的基本格式为“标目，出处”。 

多条索引款目按照字顺排序形成学位论文索引。 

标目，以学位论文中表达术语、概念以及专有名称的词汇或符号表示。学位论文索引款目以原文论

及的具有检索价值的词汇为标目。用作标目的词汇又称为标目词或标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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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表示标目词在原文中位置的符号。学位论文索引以表示页码的阿拉伯数字表示出处。 

用逗号“，”分隔符使标目词与出处页码分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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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以逗号“，”隔开。 

学位论文索引，采用每行一条款目的分行式排列。 

标目中的数字以数字的自然顺序排序，外文单词以单词的自然顺序排序，汉字以汉语拼音音序排序。

按汉语拼音排序时，同音字中的相同汉字要集中在一起。 

 

示例： 

仿真实例，53，74，81 

分解算法，23，41 

 

示例中的标目分别是“仿真实例”、“分解算法”，表示出处的阿拉伯数字是标目词在原文中的页码。

索引款目“仿真实例，53，74，81”表示“仿真实例”在学位论文原文的第 53 页、74 页、81 页，“分

解算法，23，41”表示“分解算法”在学位论文的第 23 页、第 41 页。一个标目可以有多个出处。 

示例： 

《巴门尼德篇》，89 

非一同一性，89 

黑格尔，89 

 

示例中的“非一同一性”、“黑格尔”、“《巴门尼德篇》”是标目，阿拉伯数字“89”是页码。主题概

念、人名、文献名都可以作标目。 

 

6.2 注释 

注释，对标目进行解释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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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容可以是标目的其它文种的对照文字、全称和简称的对照、范围的限

定、性质的说明等。 

 

示例： 

传统农具（古农具），1，2 

检全率（召回率），107 

 

示例“传统农具，1，2”，括号中的文字“（古农具）”是对“传统农具”含义范围的进一步解释和

限定，阿拉伯数字“1，2”是页码，表示该标目在学位论文原文的第 1 页、第 2 页。 

 

示例： 

CDWA（艺术作品描述类目），35，36 

EPOCH（欧洲智能文化遗产保护项目），16 

 

示例中括号内的文字“（艺术作品描述类目）”是括号之前英文缩写词“CDWA”的中文对照，“（欧

洲智能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是“EPOCH”的对照文字。 



GB/T ×××××—×××× 

4 

6.3 轮排 

当一个主题词有多种说法时，如主标目词及其注释、同义词、专有名称的多个并列名称等，其注释、

同义词、并列名称，都可以置于标目的开头位置编制成索引款目，并与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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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 关键词轮排 

关键词标目注释中的内容如具有检索价值，可以为该标目及其注释编制轮排索引款目。 

 

示例： 

CDWA（艺术作品描述类目），35，36 

EPOCH（欧洲智能文化遗产保护项目），16 

传统农具（古农具），1，2 

古农具（传统农具），1，2 

检全率（召回率），107 

欧洲智能文化遗产保护项目（EPOCH），16 

艺术作品描述类目（CDWA），35，36 

召回率（检全率），107 

 

示例中，以标目词和标目注释，分别作为标目的开头，编制索引款目，并一起进行排序，从而形成

标目词及其注释的轮排，增加了检索途径。括号“（）”内为标目关键词的注释或同义词等并列内容。 

6.3.2 人名轮排 

一个人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名号，例如本名、笔名、表字、别号、别名、法名、谥号、封号、艺名、

网名等，选择最新或常用的人名形式为标目。必要时可以为其他形式的人名编制轮排索引款目。 

 

示例： 

萨琅（字用谦，号屺云），25 

屺云（名萨琅，字用谦，号屺云），25 

用谦（名萨琅，字用谦，号屺云），25 

 

示例中，以每位人名的每个称呼，分别作为标目的开头，为一个人的多个名字制作多个款目进行轮

番排列，可以从每个名字查到该人物在论文中的位置。例如，根据学位论文内容所述，为人名“萨琅”

分别制作了以“萨琅”、“屺云”、“用谦”为开头的三个人名款目“萨琅（字用谦，号屺云），25”、“屺

云（名萨琅，字用谦，号屺云），25”、“用谦（名萨琅，字用谦，号屺云），25”，并进行轮排，从三个

名字都可查找到论文中“萨琅”的内容。款目中人名与其并列名称用“，”分隔。 

7 学位论文内容索引的标引 

标引，根据文献特征，通过标记、引用或提取文献中的主题概念以及表达其它信息的语词，制作索

引款目的过程。标引是制作索引的最重要的步骤，也是决定索引质量的关键环节。 

7.1 标引范围 

7.1.1 学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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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颁布的授予学位学科门类的学位论文，属于编制学位

论文索引的学科范围。军事学学位论文索引，可参考其它学科学位论文索引编制。 

7.1.2 内容范围 

学位论文索引的范围主要是学位论文主体部分。 

重要附录的内容可以标引。 

学位论文包括三个部分：前置、主体、结尾。其中主体部分从正文的绪论（导论）开始，到结论（讨

论或展望）结束。 

前置部分（封面、版权声明、诚信承诺、题名页、勘误表、致谢、摘要、目次）和结尾部分（作者

简介、封底）的内容一般不予标引。 

7.2 标引深度 

标引深度，索引页数与索引正文页数之比。学位论文索引的标引深度约为3—5%。 

7.3 关键词标引 

可选择学位论文中的关键词作为标目，并标注关键词在论文中的页码，制作关键词索引款目。 

学位论文索引宜采用原文中论述或论及的具有检索价值的关键词或词组进行标引。 

学位论文的关键词，指作者在撰写学位论文时在正文全文中论述和论及的关键词，并不是指作者在

论文摘要和正文之间列出的少量关键词。 

关键词可以细分为表达主题概念的关键词、各类专有名称（如人名、地名、文献名等）、表述创新

内容的创新词汇。 

创新词汇，是表述学位论文创新内容的关键词、词组和句子。 

 

示例： 

信任投资行为，115 

GSS 信任指数，115 

公共品博弈实验，115 

边际个体回报，115 

搭便车策略，115 

 

示例是根据一篇学位论文中的一页内容的关键词进行标引的结果。 

7.4 专名标引 

7.4.1 人名标引 

人名标引，就是选择学位论文中论及的人名作标目，并标注人名在论文中的页码，制作人名款目。 

学位论文索引选择具有检索价值的人名进行标引。 

人文社会科学学位论文中人名出现较多，作者可根据论文研究的目的和人名检索的必要性来确定某

个人名是否需要标引。 

一般以人名的惯用形式（惯用名）为标目，以便利用户查找。如果在原文中用法不一，则选择其中

的一种形式作为标目，以其它人名形式作为标目注释。选择人名形式时，应考虑姓名的正式化问题。 

人名在多处有论及时，可多次标引。 

人名标引方法详见 GB/T 22466—2008 索引编制规则（总则）中“7.4.1 人名”标目标引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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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顾炎武，1，136 

冯贞群，20 

 

示例是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人名标引的样例。其中“顾炎武”标引了二次，表示在原文第 1 页、第

136 页有论及。 

7.4.2 地名标引 

地名标引，就是选择学位论文中论及的地名作标目，并标注地名在论文中的页码，制作地名款目。 

人文社会科学学位论文中地名出现较多，作者可根据论文研究的目的和地名检索的必要性来确定某

个地名是否需要标引。 

地名在多处有论及时，可多次标引。 

 

示例： 

雁门，22，24 

宛平，24 

 

示例是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地名标引的样例。例如“雁门”在原文第 22 页和第 24 页都出现过，所以

标引为“雁门，22”、“雁门，24”。 

7.4.3 文献名标引 

文献名标引，就是选择学位论文中论及的文献名作标目，并标注文献名在论文中的页码，制作文献

名款目。 

人文社会科学学位论文中文献名出现较多，作者可根据论文研究的目的和文献名检索的必要性来确

定某个文献名是否需要标引。 

文献名在多处有论及时，可多次标引。 

 

示例： 

《授时通考》， 1 

《农政全书》， 62-65，69，72，73 

 

示例是一篇博士学位论文文献名标引的样例。示例中的“《农政全书》”进行了多次标引，表示该文

献名分别在第 62-65、69、72、73 页有论及。学位论文索引款目合并时，若同一标目有三个（含三个）

以上的连续页码时，这几个连续页码以“起始页码-末尾页码”的格式标识。如示例“62-65”中的“-”

是起止符号，表示第 62 到第 65 页。 

7.4.4 其它专有名称标引 

著者名、机构名、事件名、图谱名、化合物名、公式名、定理名、动物、植物、矿物名称等专有名

称，都可进行专名标引。专有名称在多处有论及时，可多次标引。 

 

示例： 

白术，10，13-16 

川芎，9，10，12-16，42，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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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是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中草药名称标引的样例。中药名多次标引。 

 

示例： 

萆薢散，15 

萆薢汤，2，15 

 

示例是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中药方剂名称标引的样例。 

方剂名在多处有论及时，可多次标引。 

 

示例： 

孤子 2 

驻定零曲率方程 16 

矩阵元素关于 B和 C的函数 16 

Lenard 方程 16 

 

示例是一篇博士学位论文的标引样例，示例中标引了“孤子”等主题关键词和“驻定零曲率方程”、

“矩阵元素关于 B 和 C 的函数”、“Lenard 方程”等公式名称。阿拉伯数字“16”表示该标目所在原文

的页码。 

7.5 图表标引 

学位论文常常附有图照或表格，统称图表。图表索引款目以图表名称中概括图表内容的关键词为标

目，以图表所在的页码为出处。标目可以与图表名称相同或部分相同。图表索引款目与关键词款目混合

排列时，可以在标目后标注“（图）”、“（表）”等字样，以注释的方式说明该标目是图或表的标目。 

图表指正文中的图表。 

 

示例： 

液基细胞学（图），7 

醋酸染色法（图），8 

 

示例是一篇学位论文中图照名关键词的标引样例。 

 

示例： 

晚清新旧小说出版量（表），178 

 

示例是一篇学位论文中表格关键词的标引样例。 

7.6 附录标引 

附录也叫附件，附属于正文，是对正文起补充说明作用的信息材料，附录材料的形式多样，可以是

文字、图照、表格等形式。 

附录标引与正文标引方法相近，选取附录中表述主题的关键词和各种专有名称进行标引。 

附录材料数量较多且不易查检时，对其进行标引。 

附录材料数量较少、内容简明、以字顺排序、查检容易、在目次中已较详细反映时，不予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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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学位论文创新内容词汇的标引 

8.1 创新 

创新是学位论文的重要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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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应用创新、技术创新、

观点创新、方法创新、材料创新、其它创新；等等。 

8.2 学术创新点 

学术创新点是学位论文的核心要求，包括选题创新、研究创新（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结果创新。 

8.3 创新词汇 

创新词汇是创新点的载体，创新内容通过创新词汇呈现。学位论文中描述创新内容的词汇称为创新

词汇，创新内容指学位论文中描述其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的内容。新的概念、术语、符号、公式、定理、

动作、技术、方法、原理、应用及其相关的新的专有名称等，都可以作为创新词汇。 

8.4 创新词汇索引款目的格式与标引 

8.4.1 格式 

学位论文索引中，以加粗并在标目后标注星号“*”的方式，表示创新词汇索引款目。 

示例： 

人民币周边化*，51 

 

示例中，带有星号并加粗的“…xx*”款目“人民币周边化*，51”是一条创新词汇索引款目，标目

为“人民币周边化”，出处页码为“51”。 

 

示例： 

柿基金属玻璃模型* ，42 

 

示例中，带有星号并加粗的“…xx*”款目“柿基金属玻璃模型*， 42”是一条创新词汇索引款目，

标目为“柿基金属玻璃模型”，出处页码为“42”。 

8.4.2 标引 

创新词汇，可以是一个词，也可以是一个句子，或者一个段落。 

学术创新，不仅是名词、术语的创新，更多的是内容的创新。创新内容的描述，不仅是一个词或词

组，更多的是一个句子。特别是方法创新、结果创新，有时需要一段文字进行描述。 

示例： 

生年考：萨都喇生年为元成宗大德十一年考（1307）*，9 

姓氏考：冒姓萨（赐姓萨）*，24 

卒年考：萨都喇卒于至正十九年后（1359）*，10 

族属考：萨都剌本来是他的名，后来依据当时习俗，以首字作为姓。其家世已经很难考实。萨都剌的族属本来

应该是西域回纥，即回鹘，后被回回人收养，称为回回人，称其为西域人、色目人是地域、等级而分，称回鹘、回

回则是其氏族。*，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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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是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创新内容词汇的标引样例。示例中的款目均为带有星号“*”和加粗标记

的创新词汇索引款目。 

“姓氏考”这个术语本身不是创新词汇，“姓氏考”的研究结果“冒姓萨（赐姓萨）”是创新内容； 

“生年考”这个术语本身不是创新词汇，“生年考”的研究结果“萨都喇生年为元成宗大德十一年

考（1307）”是创新内容； 

“族属考”这个术语本身不是创新词汇，“族属考”的研究结果“萨都剌本来是他的名，后来依据

当时习俗，以首字作为姓。其家世已经很难考实。萨都剌的族属本来应该是西域回纥，即回鹘，后被

回回人收养，称为回回人，称其为西域人、色目人是地域、等级而分，称回鹘、回回则是其氏族”是

创新内容。 

9 学位论文电子索引与索引自动化 

9.1 电子索引 

9.1.1 电子索引 

电子索引，是在数字化环境下发展起来的，通过对电子文本的标注形成富语义标识的电子文档后生

成的索引。 

学位论文电子索引的基本形式是超链接索引，在索引标目的出处与原文中的标引词之间建立超链接

实现检索功能。超链接索引与纸质索引格式相同，可以直接印刷成纸本索引。 

9.1.2 电子索引功能 

知识整序，电子索引不仅能够快速链接到索引项对应的内容，而且能够揭示这些索引项之间的关联，

通过电子索引使电子文档中的知识单元可以有机连接，这种连接打破了文本原来的逻辑顺序，体现了知

识点的重新整序和连接，这正是索引的本质。 

语义组织，电子索引强调对文本知识单元的揭示、标注和连接。电子索引的功能也可突破传统查检

的职能，更注重知识单元的揭示、关联，从而更适用于语义组织。 

学术研究，电子索引不仅具有检索学位论文内容的功能，而且可以用于语词统计分析，对利用学位

论文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帮助。 

9.2 自动标引 

9.2.1 自动标引 

自动标引，就是应用术语自动识别技术从文本数据中提取人们关注的特定信息，是索引自动化的基

础。 

自动标引有两种常见的实现方式。一种是手工在电子文档中的标目词上做出标记，计算机自动选取

标目词并自动添加页码，然后自动生成索引款目；一种是标目词的选取和添加页码直至生成索引款目全

部由计算机自动完成。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自动标引可以分为以下多种方式： 

按照自动化程度分： 

1） 半自动标引。手动标引标目词、自动标注出处，款目生成自动化。 

2） 全自动标引。标目标引、出处标注和索引款目生成过程全部自动化。 

 

按照标引所用到的技术可分为： 

3） 基于手动选取标目词的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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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词表的标引。标引前构建各种词表及其规范档，包括学科主题词表、专有名称表等。

标引时调用词表中的语词与原文内容进行匹配，从而自动生成索引款目。 

5） 基于数学/统计学模型的标引。利用数学与统计学知识建模，将文本输入模型使其自动输

出标引结果。 

 

其中，基于数学/统计学模型的标引又可分为两类： 

6） 基于传统机器学习与传统自然语言处理算法的标引：使用传统的机器学习与传统自然语言

处理的算法建立模型并用模型对文本进行标引。 

7） 基于深度学习算法的标引：使用深度学习方法建立模型并对文本进行标引。 

9.2.2 自动标引输出标准化 

自动标引的结果输出需要规范化，即自动生成的索引款目的技术方法要通用，这需要遵守相关标准。

自动标引的相关技术标准主要有RDF资源描述框架（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文本编码规

范TEI（Text Encoding Initiative）和关联数据（Linked Data Collections）等。 

自动标引输出的数据包含数据内容、描述数据内容的元数据格式、数据内容的描述信息集、支持开

放获取等要素。 

9.3 自动排序 

索引自动化包括自动标引和自动排序两个方面，自动排序能更多地节省索引编制时间，提高工作效

率。 

索引排序最主要的任务是去除重复标目、合并页码，是一项机械重复工作。 

学位论文索引根据标目是数字、字母、汉字，则分别按照数字的自然顺序、字母单词的自然顺序、

汉字的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拼音排序应注意如下问题： 

1）多音字标目的处理。需要在排序后进行人工校对和调整。多音字的自动排序按自动化程度可分

四个层次。第一，应用办公软件自动排序功能，排序后进行人工核查和调整；第二，应用多音字推荐程

序，指出多音字，供人工排序参考，可提高核查效率；第三，构建多音字词表，根据多音字的组词及属

性确定其读音和排序位置；第四，应用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多音字索引款目的全自动排

序。 

2）标目中的标点符号。标目开头带有引号、书名号、括号等标点符号，标点符号不参加标目语词

的排序，否则会影响标目的正常排序次序。 

3）排序异常。例如，如果索引标目同音字排序时出现相同字不能集中排在一起、按照汉语拼音音

序排序规则破坏数值排序等情况，应该手工予以调整。 

9.4 索引软件 

电子索引自动索引技术的应用一般通过索引软件实现。索引软件按照其自动化程度可分为全自动索

引软件和半自动索引软件，现有条件下主要以半自动索引软件为主。按照适用语言可分为西文索引软件

和中文索引软件。按照软件的独立性可分为通用索引软件和专用索引软件，一些通用的办公软件具有索

引编制功能，国外开发的专用索引软件适用西文学位论文索引的自动编制，国内开发的专用索引软件适

用于中文学位论文索引的自动编制。 

9.5 基于超链接的学位论文电子索引标引示例 

学位论文可以编制基于超链接的电子索引。 



GB/T ×××××—×××× 

11 

 

示例： 

基于超链接的学位论文电子索引 

 

原文： 

全文创新点 

 

1、 完善了梨自交不亲和体外反应系统，并改进微量花粉管线粒体分离纯化方法。 

2、 阐明了梨自花授粉花粉管死亡过程中，线粒体、核 DNA 以及花粉管顶端活性氧的变化特点，确定了花粉管顶端活

性氧调控的自花授粉花粉管死亡具有程序性死亡特征。 

3、 揭示了一条梨自花授粉后花粉管死亡的信号传递路径，明确了自花花粉管线粒体、花粉管顶端活性氧、质膜钙离子

通道、微丝骨架和核 DNA 变化特点及相互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了配子体型自交不亲和性机理的理论。 

 

—93— 

 

标引： 

花粉管顶端活性氧调控的自花授粉花粉管死亡具有程序性死亡特征*，93 

梨自花授粉后花粉管死亡的信号传递路径*，93 

梨自花授粉花粉管死亡过程中，线粒体、核 DNA 以及花粉管顶端活性氧的变化特点*，93 

梨自交不亲和体外反应系统*，93 

配子体型自交不亲和性机理的理论*，93 

微量花粉管线粒体分离纯化方法*，93 

自花花粉管线粒体、花粉管顶端活性氧、质膜钙离子通道、微丝骨架和核 DNA 变化特点及相互间的关系*，93 

 

示例是某学位论文“全文创新点”一节基于超链接的电子索引标引样例，在索引款目的页码和正文

中的标引词之间建立了超链接，检索简便。例如：当用光标点击款目“梨自交不亲和体外反应系统*，
93”的页码“93”时，光标就会指向到第 93 页的正文中的索引词“梨自交不亲和体外反应系统”。 

10 学位论文内容索引的排序与版面设计 

10.1 排序 

学位论文的主题关键词、专有名称、创新词汇索引款目，放在一起排序，编制成关键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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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索引款目按照标目字顺排序，汉字标目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数字按数值从小到大的升序

排列，外文字母按字母的自然顺序排列，外文单词按单词的词序排列。不同类别的标目按照数字、外文、

汉字的顺序排列。按拼音排序时应注意，同音字中相同的字要集中在一起。 

标目中的标点符号不参与标目词的排序，即无论有无标点符号，都优先按照标目词的字顺排序，再

按照编码字符集中的顺序区分标点符号的先后顺序。 

 

示例： 

胞外聚合物(EPS)，16 

饱和度，18 

泵送注射成型，45 

边界条件*，116 

不连续无压成型，45 

 

示例是某学位论文的排序样例，汉字开头的标目按汉语拼音排序。 

 

示例：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2 

《资本预算》,2 

资产财务管理时期,2 

资金流,4 

 

示例是某学位论文的排序样例，汉字开头的标目按汉语拼音排序，标点符号未参与排序。 

 

示例： 

“11”体系，4，57 

“122”体系，26，42 

60Co γ射线各向异性温度，12 

 

示例是某学位论文的排序样例，数字开头的标目按数字的自然顺序排序，标点符号未参与排序。 

 

示例： 

F 检验，8 

PDA+生长促进剂，8 

PDA 培养，2 

SAS 软件，7 

 

示例是某学位论文的排序样例，字母开头的标目按字母的顺序排列。 

10.2 创新词汇款目的排序 

创新词汇款目是学位论文索引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创新词款目，宜采用集中-分

立排序方式。 

学士学位论文创新词汇款目，宜采用分立排列方式，即学士学位论文创新词汇索引款目，不集中排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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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分立排序，就是把创新索引词汇款目集中排序的同时，还进行分立排序。采用这种排序方法，

可以更加直观地展示创新内容，增加创新内容检索的便利性。 

集中排序，把所有的创新词汇款目提取出来，集中排列在索引开头的位置，形成创新词汇索引，简

称创新索引。 

分立排序，把创新词汇款目与关键词款目，包括专名款目一起排序，这就是学位论文的关键词索引。 

 

示例： 

索  引 

创新索引 

…… 

SEG 分词系统*，68 

标点规则库*，51 

并行分词法*，62 

…… 

关键词索引 

…… 

SEGTAG，68 

SEG 分词系统*，68 

Unicode，93 

…… 

B  

《跋淳熙九经后》，17 

本体，5，6，87 

比较句，45 

标点规则库*，51 

并行分词法*，62 

C 

《茶录》，37 

《茶疏》，37 

陈景，21 

程殻中，2 

词频比值，75 

词頻等级，75 

…… 

 

示例是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创新索引集中-分立排序的样例。 

10.3 版面设计 

索引版面设计，主要包括索引分栏、添加助检符号等。 

分栏可以节约版面，学位论文索引一般分两栏，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三栏。 

在首字相同的一组索引款目前，添加助检符号。如前示例中汉字款目“《跋淳熙九经后》，17”前的

字母“B”、款目“《茶录》，37”前的字母“C”，就是以一组款目首字汉字读音的首字母“B”或“C”

作为助检符号。助检符号可以帮助读者快速检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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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学位论文内容索引的质量控制 

排序之前核对。这是索引质量控制的关键环节。索引款目标引完成之后、排序之前，作者应当对照

学位论文原稿进行核查，查看重要主题是否充分标引；是否标引了非重要主题；创新知识单元是否充分

揭示、创新词汇是否全部标引且是否加粗并标注了创新标志符号；检查文字、标点、格式等是否正确。

如有问题即行修改。 

排序之后反查。索引款目排序之后，选取部分索引款目，返查原文内容，查看索引与原文是否对应，

如有问题即行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22466—2008《索引编制规则（总则）》中“质量管理”规定的索引

质量要求和管理方法，本标准全部采用，编制学位论文索引时须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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