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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新闻出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27）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北京拓标卓越技术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岳、谢仁友、 惠凌峰、安秀敏、张书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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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出版规范 图书版式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学术图书版式类型与结构、版式基本要求和版式的编排。 

本标准适用于学术图书版式的编辑、设计和出版。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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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4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ISO 690-2:1997，NEQ） 

GB/T 11668 图书和其他出版物的书脊规则 

GB/T 12450 图书书名页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学术出版  academic publishing 

学术作品经过评审、编辑加工和复制向受众传播的专业出版活动。 

[CY/T XXXX- XXXX， 定义 3.1] 

3.2  

版式  format 

书刊版面的编排格式。 

[CY/T 50—2008，定义3.152] 

3.3  

护封  book jacket 

包裹在精装书籍封面外面的封皮。又称包封。 

[CY/T 50—2008，定义 3.35] 

3.4  

封面  cover 

书刊的外层，包括封一、封四及书背。 

[CY/T 50—2008，定义3.146]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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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底  back cover 

书刊外表的背面部分。又称“封四”。 

[CY/T 50—2008，定义3.149] 

3.6  

书背  book back 

联接书刊封面、封底的部分。 

[CY/T 50—2008，定义 4.62] 

3.7  

书名页  title leaves 

图书正文之前载有完整书名信息的书页，包括主书名页和附书名页。 

[GB/T 12450—2001，定义 3.1] 

3.8  

主书名页 title leaf 

载有本册图书书名、作者、出版者、版权说明、图书在版编目数据、版本记录等内容的书页。包括

扉页和版本记录页。 

[GB/T 12450—2001，定义 3.1] 

3.9  

附书名页  half-title leaf 

载有多卷书、丛书、翻译书等有关书名信息的书页。位于主书名页之前。 

[GB/T 12450—2001，定义 3.2] 

3.10  

序  preface 

序言；引言 

置于正文之前的有关本书的独立文章，由他人或作者撰写。 

3.11  

前言  foreword 

置于正文之前，由作者撰写的有关本书的说明文字。 

[CY/T 50—2008，定义 3.83] 

3.12  

后记(跋)  afterword 

   

置于书末的有关本书的说明文字，与序、前言有所呼应和补充。 

[CY/T 50—2008，定义 3.95] 

 

3.13  

版心  print area 

印版或印刷成品幅面中规定的印刷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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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T 50—2008，定义 3.122] 

3.14  

天头  head; top 

版心顶端至成品边沿的空白区域。 

[CY/T 50—2008，定义 3.123] 

3.15  

地脚  tail edge 

版心底端至成品边沿的空白区域。 

[CY/T 50—2008，定义 3.124] 

3.16  

钉口  backedge  

书页装订处。 

[CY/T 50—2008，定义 4.61] 

3.17  

切口  cutting edges  

书刊上、下和一侧三面切光之处。 

[CY/T 50—2008，定义 4.60] 

3.18  

字号  type size 

区分单个字体大小的称谓。 

[GB/T 18358—2001，定义 3.3] 

3.19  

插图  illustrations 

插在书刊文字中间帮助说明内容的图画。 

[GB/T 50—2008，定义 3.96] 

4 图书版式类型与结构 

4.1 版式类型 

图书的版式类型分为横排式、竖排式和混合式。 

4.2 图书版式结构 

图书的版式结构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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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书版式结构 

5 图书版式基本要求 

5.1 版心 

图书文字版面的基本要求包括： 

a) 图书版心在钉口一边的留白宜大于 20mm； 

b) 图书天头、地脚、切口的留白宜大于 15mm； 

c) 在保证内容信息完整的情况下出血图可跨出上述规定位置。 

5.2 字体、字号、行距 

图书正文的字体、字号、行距的基本要求包括： 

a) 字体应便于识别； 

b) 正文字号不宜小于 5号字 P； 

c) 注释文字字号宜区别于正文； 

d) 行距适当，通常不小于 1.8mm。 

5.3 页码 

图书页码设置的基本要求包括： 

a) 宜置于距离切口不小于 5mm的位置；  

b) 应置于版面相对固定的位置； 

c) 目次及前后独立部分宜分别设置页码； 

d) 可采用阿拉伯数字、罗马数字、汉字数字连续编码； 

e) 每一个连续页码的计数序列应采用同一种字体； 

f) 书页的正面用单数，背面用双数； 

g) 封一、封二、封三和封四不编页码； 

h) 不影响正文内容完整性和连续性的插页可单独编页码； 

i) 页码字号应与正文字号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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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书眉 

图书书眉设置的基本要求包括： 

a) 应选用具有提示性的信息； 

j) 若使用不同层级标题时，双页面标题层级应高于单页码面标题； 

k) 通常置于版心与上切口之间的空白处，字横排；若置于版心与侧切口之间的空白处时，字竖排； 

l) 宜置于距离切口不小于 5mm的位置。 

6 图书版式的编排 

6.1 封一 

封一的编排要求如下： 

a) 文字信息应简略并与书名页的信息一致； 

m) 通常应标明书名（含版次、卷号等书名信息）、作者及著作方式和出版单位； 

n) 作者名称采用全称，多作者时可仅列主要作者 ； 

o) 翻译作品应标明原文书名和中文书名，原作者译名和译者； 

p) 宜使用规范的汉字、民族文字以及规范的外文； 

q) 题签等手写体、书法体、繁体等可作为书名的文字。 

6.2 封二 

通常空白，但可放置条码。 

6.3 封三 

通常空白，但可放置条码。 

6.4 封四 

放置条码、定价信息,也可放置内容简介、评价等文字和图片信息。 

6.5 书背 

书背文字信息的编排应符合GB/T 11668的规定。 

6.6 正文 

6.6.1 标题 

图书正文标题的基本要求包括： 

a) 应区别于段落字号； 

r) 通常采用序号表示级别次序，也可另加符号或改变字体字号表示级别次序； 

s) 序号可使用汉字数字、罗马数字、阿拉伯数字。 

6.6.2 插图和表格 

图书正文插图和表格的基本要求包括： 

a) 幅面超出版心，与钉口的距离应不小于 20mm，与三个切口距离应不小于 10mm； 

t) 对于尺寸大于书页页面的插图和表格，应设计成折页或跨页形式； 

u) 跨页的图表应根据图书厚度，考虑装订工艺要求，在接缝处留出一定空白或重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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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放置方向应与正文呼应。卧排时左翻页图书，图表的上方朝左；右翻页图书，图表的上方朝右。 

6.6.3 注释 

图书注释基本要求包括： 

a) 夹注应排在段落中； 

w) 脚注应排在本页底部； 

x) 尾注应排在篇章或全文末尾； 

y) 旁注应排在版心两侧空白处。 

6.7 辅文 

6.7.1 题词页 

6.7.2 题词页包括题签、题词、献词、资助说明、获奖说明、研究项目说明、致谢等，宜置于书

名页之前。 

6.7.3 书名页 

图书书名页的基本要求包括： 

a) 全部文字均应使用规范字； 

z) 编排格式应符合 GB/T 12450的相关规定。 

6.7.4 出版说明 

出版说明置于书名页之后、目次之前。 

6.7.5 序和前言 

序和前言宜置于出版说明之后，目次之前。多卷书和丛书若有总序，应位于序之前，新版序言应置

于旧版序言之前。 

6.7.6 目次页与凡例页 

目次页置于正文之前；凡例页置于目次之后、正文之前。 

6.7.7 参考文献 

置于全书或相应章节篇目正文之后。若有尾注，位于尾注之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应符合GB/T 7714

的相关规定。 

6.7.8 附录 

置于正文之后。 

6.7.9 索引 

宜置于后记之前。 

6.7.10 后记 

位于全书的末尾。 

6.7.11 插页 

宜置于和正文相匹配的位置。 

6.7.12 勘误表 

宜置于后记之后，也可作为插页夹于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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