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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类法概述



分类法概述

几个概念：
分类：以事物的本质属性或其他显著特征作为依据，

把各种事物集合成类的过程。是人们认识事物、区分
事物、组织事物的一种逻辑方法。

分类法：对文献进行分类的工具，是一种重要的情
报检索语言。



分类法概述

图书分类：
就是以图书分类法为工具，根据文献所反映的学科

知识内容与其他显著属性特征，分门别类地、系统地
组织与揭示图书的一种方法。

图书分类的作用：
⒈组织分类排架
⒉建立分类检索系统



分类法概述
分类法的历史

较早时的分类法：“四库分类法”
20世纪以来，一些以现代学科分类为基础的

图书分类法陆续出现。这些分类法考虑了知识的系
统性，按照学科的性质归类。

最有影响的有四种：
1、《仿杜威书目十进制》，沈祖荣、胡庆生，1917
2、《世界图书分类法》，杜定友，1925
3、《中国图书分类法》，刘国钧，1929
4、《中国十进分类法及索引》，皮高品， 1934         



分类法概述

建国后陆续编制出《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图书分类法》、《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分类法》
和《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都被应
用于编制馆藏目录、书目和索引。《中国图书
资料分类法》也是常用的分类法。

现在，我国用的最广泛的是《中国图书馆分
类法》



分类法概述

《中图法》的前身可追溯到《中小型图书馆分类表
草案》(以下称《中小型法》)

1957年，《中小型法》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图书分
类法初步走上了由政府领导下的集体编制的道路，
并为编制统一的大型分类法打下了基础。

它所确立的“五分法”基本体系和混合制标记符
号为《中图法》所继承。



分类法概述

1959年由北京图书馆牵头组成了图书分类法编辑
组，着手编制《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后俗称
《大型法》）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草案与
定稿都没有最终结果 。

《大型法》虽然是一部未完成的图书分类法，但其
体系结构、标记制度以及编表技术为《中图法》所
借鉴。



分类法概述

《中图法》修订的几个阶段：
1、1975年10月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产
生了《中图法》第一版。
2、1980年6月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二版。
3、1990年2月出版第三版。
4、1999年3月由北图出版社出版第四版。
5、 2010年9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第五版。



中图法类目简介

中图法在五个基本部类的基础上，形成22个大类
五大部类序列为：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

哲学、宗教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综合性图书



中图法类目简介

A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

哲学、宗教………….B哲学、宗教；
社会科学…………….C  社会科学总论

D  政治 法律
E  军事
F  经济
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H  语言、文字
I   文学
J   艺术
K  历史、地理；



中图法类目简介

自然科学……………….N  自然科学总论
O  数理科学、化学
P  天文学、地球科学
Q  生物科学
R  医药卫生
S  农业科学
T  工业技术
U  交通运输；
V  航空、航天；
X  环境科学、劳动保护科学

综合性图书 …………   Z  综合性图书



《中图法》的结构

1 宏观结构

编制说明

基本大类表

基本类目表

主表

索引

附表

使用手册



《中图法》的结构

《中图法》微观结构

类目(包括通用复分表和专用复分表的子目)：是构造
分类法的最基本要素，每个类目代表具有某种共同属性
的文献集合。一个类目是由类号、类名、类级、注释和
参照组成。《中图法》类目结构入下：

类号 R318.01    生物力学 类名
生物流体力学，骨、软组

织力学以及生物力学在生物 注释和参照
医学工程中的应用等入 此。

类级 参见 Q66



通用复分表

《中图法》运用的组配技术主要有：
通用复分表
专类复分表
类目仿分
主类号直接组配



通用复分表

通用复分表附在主表之后，是主表各级类目组
配复分的依据。

《中图法》的通用复分表由“总论复分表”、
“世界地区表”、“中国地区表”、“国际时代
表”、“中国时代表”、“中国民族表”、“世
界种族与民族表”、“通用时间、地点表”组成，
共8表。
注意：通用复分表只对主表类目起作用，不能单
独使用。



总论复分表
-0        理论和方法

-01    方针、政策及其阐述
-[019]  法令、法规及其阐述
-02哲学原理
-03方法论
… …
-09历史

-1        现状及发展
-2        机构、团体、会议
-3        研究方法、工作方法
-4        教育与普及
-5        丛书、文集、连续出版物
-6        参考工具书

-[7]      文献检索工具
-79       非书资料，视听资料



其它分类法介绍
国内其他分类法

最主要有《人大法》、《科图法》、此外，还有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法》、《中国档案分类法》等。
Ø 《人大法》

全名是《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是建
国后编制的第一部新型分类法，分为4大部类、17个基本
大类。

如： 7   文化、教育、科学、体育
71      文化教育行政
……
710.    体育
711.     文娱体育活动



其它分类法介绍

Ø 《科图法》
全名《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分类法》
文献分为5大部、25大类。类目采用层层划分、详

细展开的方式，形成一个等级分明的类目体系。如：
53  物理学
……    ……
53.6   电学与磁学
53.61  电子物理
53.611   电子说



其它分类法介绍

分类法名称 特点

杜威十进分类法 DDC 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分类法

国际十进分类法 UDC 体系——组配式分类法

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 LCC 最大型的列举式分类法

冒号分类法 CC 分面分类法（阮冈纳赞）

布利斯书目分类法 BC2 分面分类法



二、机读目录



机读目录定义

机读目录，顾名思义是一种机器可读的目录
（Machine-readable Catalogue），简称MARC，
是一种以代码形式和特定结构记录在计算机
存储载体上，可由计算机自动控制、处理和
编辑输出的目录，属于元数据的一种。



机读目录



机读目录



USMARC简介

机读目录产生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1963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就开始研究应用计算
机为图书馆业务服务的方法；

1966年2月进行“机读目录试验计划”，11月
输入5万条书目记录，并向16个参加馆每周发
送1200个记录的磁带。它就是MARCⅠ格式；



USMARC简介

1968年6月，又研制成了MARCⅡ格式，是各种
机读目录格式的母本；

1971年，美国国家标准局正式批准MARCⅡ格
式为美国国家标准，即现在所说的USMARC格
式,或称LCMARC，现在改名为MARC21。它作为
计算机技术发展早期的数据格式，带有传统
卡片的痕迹，比较充分地描述书目中的文献
形式、内容、检索等方面的需要。



UNIMARC简介

1971年8月，国际图联(IFLA)开始设计通用格
式。以实现各国机读目录数据的共享；

1977年发布UNIMARC的第1版；

1980年公布了它的第2版。UNIMARC实现了不
同文种、不同载体的文献机读目录格式的一
体化，可以容纳各种类型的文献，表现了更
大的灵活性，对数据的组织更为科学与合理。



CNMARC简介

定义：
中国机读目录，又称CNMARC（China Machine-
Readable Catalogue的缩写）， 是用于中国国
家书目机构同其它国家书目机构以及中国国内
图书馆与情报部门之间，以标准的计算机可读
形式交换书目信息。



CNMARC简介

发展历程：
中国机读目录研制始于20世纪70年代；

1979年成立了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成立北京地区机读目录研制小组；

1982年，中国标准总局公布了参照USMARC制
定的国家标准《文献目录信息交换用磁带格
式》(GB2901-82)，为中文MARC格式的标准化
奠定了基础；



CNMARC简介

1986年UNIMARC中译本面世。在此基础上，根
据我国实际情况，编制《中国机读目录通讯
格式》讨论稿；

1992年2月正式出版《中国机读目录通讯格
式》，即CNMARC。

CNMARC格式为我国机读目录实现标准化、与
国际接轨，从数据结构方面提供了保障。



CNMARC简介

CALIS联合目录数据库大多数印刷型文献采用的是
MARC格式，目前共有两种：基于UNIMARC的
CNMARC格式和MARC21格式，其中中文和日文采
用CNMARC格式，西文以及俄文采用MARC21格式。

采用不同格式的目的：
1、主要是为了方便共享
2、目前的技术能够实现不同格式的记录的一体化储
存、一体化检索和一体化显示。



CNMARC结构

记录结构由四部分组成：

头标区、目次区、数据字段区和记录分隔符

头标区

头标区位于每一个记录起始部分，是为处理
记录提供信息的数据元素。

头标区的固定长度为24个字符位置(00-23)

头标区的大部分内容由计算机系统自动生成。



头标区示意图

00995nam0#2200253###450#

系统生成 数据基地址
系统生成

系统固定值记录长度
系统生成

表示无层次关系的图书专著新记录



CNMARC结构

目次区

目次区紧接在头标区之后，含有一个/多个目
次款目。

包含字段标识符、字段长度和字段起始字符
位置三个部分组成。

目次区数据由计算机自动生成。



CNMARC结构

数据字段区

目次区之后为数据字段区，按目次区标识的
字段顺序由若干个定长和变长字段构成，每
个字段之间由字段分隔符隔开。



CNMARC结构

字段组成

0—标识块

1—编码信息块

2—著录信息块

3—附注块

4—连接款目块

5—相关题名块

6—主题分析块

7—知识责任块

8—国际使用块

9—国内使用块



CNMARC结构

记录分隔符

MARC格式规定，在每一个MARC记录的最后面，
用一个专门的符号以表示该MARC记录的结束，
这个符号就叫做记录分隔符。



机读目录和卡片目录的差异
机读目录 卡片目录

组成 一条记录可以提供多种检索点 多种款目组成一条记
录

信息量 信息量大 相对小

规范化 标准化规范程度高 相对小

灵活性 多种功能：机读、卡片、书本
、OPAC

单用途

时效性 制作周期短，使用时间长 制作周期长，使用时
间短

共享性 可共享 不可共享、不可交换



三、苏州大学图书馆编目规则



•本馆的编目工作流程

1．验收新书
2．图书分类
3．取书次号
4．主题标引
5．图书著录
6．图书审校
7．粘贴书标
8．送交典藏



•本馆的编目工作流程

1．验收新书
接收各书商送交的待分编图书，清点所交

的图书数量（总数及其包含的种、册数）是否
与交接单上填写的数量相符。



•本馆的编目工作流程

2．图书分类
2．1查重。分类时，首先将新接收图书的

样本抽出，逐种查重。查重依据：本地书目数
据库。

2．2分类。文献分类以《中国图书馆分类
法》（第四版）为依据。分类的基本规则和各
类文献的归类方法，主要参照《中国图书馆分
类法（第四版）使用说明》执行。



•本馆的编目工作流程

3．取书次号
确定分类号后，需按《中西文图书书次号取号规

则》取书次号， 并用铅笔将索书号抄在书名页左上
角。索书号的抄写要求号码正确、字迹清楚、位置
准确

4．主题标引
中文文献主题标引以《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汉语主题词表》(增订本)和《CALIS联机合作编目手
册》为依据，外文文献以《美国国会文献馆主题词
表》为依据。



•本馆的编目工作流程

5．图书著录
按照《普通图书著录规则》和《西文文献著录条

例》进行著录。著录要准确规范，符合CNMARC和
USMARC的有关规定。

6．图书审校
编目人员对分编文献的归类、主题、字段、索书

号等进行审核。
每审校完一车书后，应准确、及时打印好书标，

一般一册文献打印两个书标，书标的顺序应与文献
的顺序基本一致，方便工作。



•本馆的编目工作流程

7．粘贴书标
在每册图书的书脊下方和书名页上应粘贴书标，

作为图书流通排架的主要标志。编目人员应将书标
与样本中分类人员所划分类号仔细核对无误后，方
可粘贴书标。另外，根据图书的不同装祯，应在不
同的部位粘贴书标。书脊厚度在5毫米以上者，书标
应在脊上规定高度（约7毫米）粘贴；书脊厚度在5毫
米以下者，要在书封底靠近书脊下规定高度（同上
）粘贴书标。



•本馆的编目工作流程

8．送交典藏
在编目、审校、加工工作完成后，可对一

个批次的图书进行送典。送典时需浏览一下整
个批次图书的完成情况，确无遗漏后方可送典
。



•图书分类标引细则

1．图书机读数据分类标引的基本原则
1．1在机读数据的分类标引中，应尽可能多地为用户
提供检索入口，增加多途径检索的功能。
1．2对于复合主题和多主题的图书，可标引多个检索
用分类号，标引时注意提高图书分类标引的深度和专
指度。
1．3对于集中排架处理的多卷册、丛书，给分类号时
可以概括些，同时还应注意对单书进行检索用分类号
的标引。



图书分类标引细则

2．各类图书分类原则
编目人员在给具体图书分类时，需依照《中图法》的
具体规定和图书分类原则，给出恰当的分类号，必要
时可参考《（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使用手册》进行分
类。
3．图书分类的程序和方法
图书分类是一项细致而又要求精确的工作。基本工作
程序是：（1）查重；（2）分析图书特征；（3）归类
给号；（4）校对。



图书分类标引细则

4．特殊出版物的分类规定
4．1丛书：一般均作单书归入有关各类；按专门学科
编辑的丛书，所属类目一样，可集中归类，另外，有
些综合性的丛书，出版时间相对集中，有总目次，本
馆收藏较全的，也可集中归类。
4．2多卷册：都应集中处理，如果书名，编者有变更
，应注意先后归类的一致性，按同一种书处理。
4．3连续性出版物：一般集中归类；虽有一总冠名，
但各册都单独成篇，分别出版，又有各自书名的图书
，也可分散归类。
4．4随书光盘：随原书归类。



•中外文图书书次号取号规则

1．中外文图书的同类书依“种次号”法取书次号，西
文图书在种次号前加英文字母x做为前辍，日文图书在
在种次号前加英文字母J做为前辍，以示和中文图书区
别。
2．同一种著作不同版本，注释本，译本的区分号，用
前置符号短横“—”和数字表示（依到馆次序给出数
序）。



中外文图书书次号取号规则

3．同一种著作的卷、册区分号，用前置符号“：”和
卷册数序区分。如果是分卷再分册，则用反斜杠“\”
加以区分。
4．一种书的附件，续集，或一套书的索引，又不愿分
散排架的，可用加号“＋”加数字表示。



•中文期刊分类及取号规则

1．分类原则
本馆期刊依据《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期刊
分类表》（二版）进行分类。工作人员在给具
体刊物分类时，需依照《期刊分类表》上所做
的具体规定和期刊分类规则，给出恰当的分类
号。



中文期刊分类及取号规则

2．排架号取号规则
2．1排架号依刊物邮发代号取号。
2．2刊物名变动而分类号和邮发号未变的，取号时可
在新刊邮发号的末位顺次加1，2，以示区别，避免重
号。
2．3非邮发刊物取号时应慎重，应查明该刊物是否曾
经是邮发刊物，如有过邮发号，可采用，如确定无邮
发号，可依据邮发刊物的排架号取号规则取号。此号
应由期刊编目人员统一给出，做出记录，不得随意自
加



中文期刊分类及取号规则

2．4曾经是非邮发刊物，后又转为正式的邮发刊物，
取号时依邮发号为难，历史上已取号予以保留，排架
时可适当调整架位，尽量使同一刊物排在一起。
2．5取号时应注意邮发号“—”前未满两位的，取号
时在首位补“0”，凑满两位；“—”后未满三位的，
在首位补“0”凑满三位。



四、编目实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