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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的发展过程《中图法》的发展过程

• 《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中小型表)(1957)• 《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中小型表)(1957)

• 《 大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草案》(大型法) (1960)

•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1975、1980、1990第一版至第三版 )

• 《汉语主题词表》(1980、1991)

•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1994 2005)《中国分类主题词表》(1994、2005)

•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1999第四版 )

•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2010第五版 )



一 《中图法》修订的原因一、《中图法》修订的原因

1 1 必要性：1.1 必要性：
第四版于1999年出版，距今已十年，其使

用的信息环境 技术环境 社会环境发生了不用的信息环境、技术环境、社会环境发生了不
小的变化，修订《中图法》第四版，适时出版
第五版是必要的 而五版的修订应满足以下特第五版是必要的，而五版的修订应满足以下特

性需要：

适用性 / 应用性 / 周期性 / 紧迫性



一 《中图法》修订的原因

1 2 《中图法》知识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中图法》修订的原因

1.2.《中图法》知识体系存在的问题

• 历史遗留问题

•类目体系滞后

•类目概念与命名

类 度控•类级深度控制

•类目规范化•类目规范化



二、《中图法》五版修订的原则

• 指导思想

• 结合网络、计算机环境

• 坚持以类分综合性图书资料为主 适当• 坚持以类分综合性图书资料为主，适当
兼顾网络信息、专业单位信息组织的需
要要

• 标记系统的修订标记系统的修订



三、《中图法》五版修订概况三、《中图法》五版修订概况
新增1631个类目，停用或直接删除约2500个类目，直接
修改类约5200多个 五版类目共计51630个（四版修改类约5200多个。五版类目共计51630个（四版：
52710个）

• A大类特别考虑的类A大类特别考虑的类

• 重点修订类

• 大幅度调整的类

• 增加复分标记以及一般性问题的禁用标记

• 完善类目的参见注释，补充类目反向参照

• 合并使用频率过低的类目

• 完善附表类型，补充共性问题，解决依附表复分问题

• 系统性修订



3.1    A大类特别考虑的类
• 通过注释提供了集中与分散的处理办法。

A大类文献若不愿集中 可按文献性质及内A大类文献若不愿集中，可按文献性质及内
容的学科属性归入相关各类。综合性著作可分别
归 D有关各类归入D有关各类。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综合性著作及其研
究 D33/37的“-0”

毛泽东、邓小平的综合性著作及其研究:  D2-0；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专论、专题汇
编及其研究入有关各类编及其研究入有关各类

马列主义研究 入D0-0；毛泽东思想研究 入D610.0，

邓小平理论研究 入D610 1 邓小平论文艺 入I0邓小平理论研究 入D610.1；邓小平论文艺 入I0；

毛泽东传 入K827=73



3 2 重点修订类3.2       重点修订类

• F经济类• F经济类、

• TP计算技术、计算机技术类

• U交通运输类

为重点修订类，三个大类的共同特点为体系陈旧过时为重点修订类，三个大类的共同特点为体系陈旧过时

如：F24 劳动经济、F25物流经济、F293.3房地产经济、

F719服务业F719服务业、

TP311.56 软件工具 TP393.092 网站网页网络浏览器

U231地下铁路体系 U293 5高速列车U231地下铁路体系、U293.5高速列车



F类：增删改类目数最大，其中新增类目230多个，修
改类名 增补注释 理顺体系 明确使用方法共约有改类名、增补注释、理顺体系，明确使用方法共约有
500个类，对无文献保障或过时或重复或主题不明确
的类目删除停用 约140个类的类目删除停用，约140个类。

增加下位类，对原类目体系扩充加细，

如:F271企业体制、F49信息产业经济、F590.7各类型旅游、
F590.65旅游企业、F719商业服务业、F832.2银行业务、
F840.6各种类型保险等；

修改上位类类名，调整下位类,扩充原类目体系，修改 位类类名，调整下位类,扩充原类目体系，

如: F25物流经济、F241劳动力与人力资源、F272企业管理
（总论） F293城市土地经济 房地产经济 F713 36电子商（总论）、F293城市土地经济、房地产经济、F713.36电子商
务等。



TP类：增删改幅度最大TP类：增删改幅度最大

第四版列举约623个类目，五版新增89个类，新增比率为14%，
在各类新增率中最高 如TP317 6游戏软件 TP317 5多媒体软件在各类新增率中最高。如TP317.6游戏软件、TP317.5多媒体软件、
TP311.55软件测试。

修改类 100个 修改比率16% 仅次于F G类 包括类名 注修改类目100个，修改比率16%, 仅次于F、G类。包括类名、注
释和类目体系的调整。如TP317.4图形图像处理软件、TP316.8网
络操作系统（服务器操作系统） TP311程序设计 数据库 软络操作系统（服务器操作系统）、TP311程序设计、数据库、软
件工程，增加TP316的注释：手机操作系统等等;

删除53个类目 删除率8% 仅次于TS TF TG TD 因为类目删除53个类目,删除率8%，仅次于TS、TF、TG、TD，因为类目
划分过细，技术更新，所设类目已过时或与新技术和设备不符,
如非电子计算机各类型.非电子计算机 类型



U类：该技术门类因为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与近十年
我国交通运输体制转轨密切相关，与交通运输工具、
设备、道路快速发展相关。因此，该类修订和删除幅
度也较大，分别在4%和5%以上。

如：调整理顺发展速度快、文献量较大的U231地下铁路体系，如：调整理顺发展速度快、文献量较大的U231地下铁路体系，
原仅供资料分类使用下位类改为图书分类的用类。

明确U231/239 9特种铁路的使用方法 如地铁旅客运输入明确U231/239.9特种铁路的使用方法，如地铁旅客运输入
U293.6



3.3 大幅度调整的类

D政治、法律；

3.3      大幅度调整的类

G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TS轻工业、手工业、生活服务业

与政治 经济 文化 生活 计算机技术相关的大类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计算机技术相关的大类
为局部调整大类。

35 35 35 35 3 35 3如： D035下增加了D035-0,D035-01、D035-3、D035-39

G35 并入 G25

TS 中很多号停用等



D类：局部调整量较大，从增改数量看，仅次于F类。

首先 修改完善局部体系 如D035国家行政管理列类体系增首先，修改完善局部体系，如D035国家行政管理列类体系增
补了D035-0行政学、公共管理学，D035-3公共管理与政府管
理方法（包括政府信息公开 电子政务理论等），D035 29公理方法（包括政府信息公开、电子政务理论等），D035.29公
共安全管理（包括公共安全问题、公共危机（应急）管理）。

其次 调整理顺法律类体系 增补注释 增补新类 理顺D90其次，调整理顺法律类体系，增补注释，增补新类。理顺D90
法学理论和D91应用法学的体系，兼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
为满足新类型的法归类问题，增设和修改了大量类，如新增为满 新类型的 类问题，增设和修 了大量类， 新增
D912.7人权法、D912.8传媒法、信息法、D912.3土地法、房
地产法、D923.7侵权法等类，如D924.33破坏社会主义市场

济 序 2 3 身 主经济秩序罪、D924.34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D924.392贪污贿赂罪等等。



G类：局部调整量较大，从增改数量和增删改比率看，仅次于D类。
该类主要包括三部分的调整：

首先，理顺G2信息与知识传播类的体系，完善G20信息与传播理
论类的体系，增设G209传播事业；

其次，合并G25、G35图书馆学情报学体系，并修改G25类名为
“图书馆事业、信息事业”，把G350/359的全部体系合并到图书 事 息事 / 部 系 并
G250/259类目体系中并调整扩充类名，增补注释，同时增设同位
类G254.9信息检索，总括四版中G252.7文献检索、G354情报检索、
G254 32 录体系 G254 33 种 录 法 G353 21索 编G254.32目录体系、G254.33各种目录组织法、G353.21索引编制，
G356.6机械化、自动化编索引以及智能检索系统、搜索引擎等组
织 构建及检索方法织、构建及检索方法。

再次，补充完善教育、体育类的体系，如对残障人等特殊人群的
特殊教育 体育运动及相应组织机构 如情绪与行为障碍儿童教特殊教育、体育运动及相应组织机构。如情绪与行为障碍儿童教
育、瑜伽健身、军事体育等。除此之外，对G89文娱性体育活动类
做了较大的调整，停用了{G894}私人收藏，改入G268.8私人博物做了较大的调整，停用了{G894}私人收藏，改 G268.8私人博物
馆和G262博物馆藏品的采集、征集、鉴定有关各类，并相应对
G262增补下位类。



TS类：是局部调整较大的类，删除停用类的数量最多，共
740个类

首先，合并使用频率过低或过时或过细的类目，有些图书用类转为
资料用类。资料用类。

其次，修改了大类类名为TS轻工业、手工业、生活服务业；对生活
服务业类突出列类 并调整完善和补充其体系服务业类突出列类，并调整完善和补充其体系。

例如：TS941.565 缝纫机具、编织机具 （其下位类都停用）

TS343 海盐生产方法与设备（4版类名：自然蒸发法与设备）

TS972.122 甜菜、汤、煲、羹 （下位类细分）TS972.122 甜菜、汤、煲、羹 （下位类细分）

TS972.123 素菜 （把资料法的号转为正式类目）

TS975 居住、住宿管理 （变交替类名为正式类目）

TS979 其他 （新增类目）

（婚庆、婚介、丧葬、殡仪、摄影冲印等）



3.4     增加复分标记、一般性问题的
禁用标记

第五版为增强类目复分助记性 降低复分难度 对 些类第五版为增强类目复分助记性、降低复分难度，对一些类
下无直接复分仿分注释而又需复分的类目的类名后增加了复分
标记，并区别8个通用附表、专类复分或仿分的复分标记标记，并区别8个通用附表、专类复分或仿分的复分标记

对“一般性问题”这个类，其类号只起仿分概括说明作用，
不用于类分文献，需归入“一般性问题”类号的直接上位类需 题 直

例如：

TM311 汽轮发电机⑨ （可依专论复分表）汽轮发电机⑨ （可依专论复分表）

K825.4 文化、教育、体育⑤ (可依中国时代表)

J833 歌剧艺术⑨② (依专论复分表和世界地区表分)J833 歌剧艺术⑨② (依专论复分表和世界地区表分)  

TB30 一般性问题 ⓧ (此号不用来类分图书）



3.5     完善类目的参见注释、补充
类 反 参类目的反向参照

首先规范参见注释 区分“参见”与“见注” 其次补充需要首先规范参见注释，区分 参见 与 见注 ，其次补充需要
建立反向参见的注释，删除修改无参见类的注释。

• 例如：例如：

O792 相变

参见 TB303 TG111 5参见 TB303、TG111.5

TB303 材料结构及物理性质

参见 O792 (四版没有)参见 O792      (四版没有)

TG111.5 金属固体相结构和相转变

参见 O792 ( 版没有)参见 O792      (四版没有)



3.6  合并使用频率过低的类目
第 版共停 2300多个类 停 或删除或改 类主要集中在第五版共停用2300多个类，停用或删除或改用类主要集中在
TS、TD、TF、TG、U、TN、F、G35等类，停用类增加沿革
注释，一般停用或删除类在其相应上位类同时补充含义注释。注释， 般停用或删除类在其相应上位类同时补充含义注释。

例如：G35,并入G25

F301.1 土地制度

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土地产权等入此

{F301.11}  土地改革

(停用；5版入F301.1)

{F301.12} 土地国有化

(停用；5版入F301.1)

TP393.1局域网（LAN）城域网（MAN）

保留TP393 11 太 TP393 18 校企保留TP393.11以太网, TP393.18 校企网

新增TP393.19

将停用的TP393 12/TP393 17均合并到TP393 19中将停用的TP393.12/TP393.17均合并到TP393.19中



3.7 完善附表类型，补充共性问题，
解决依附表复分解决依附表复分问题

• 补充“环境、人员表”并与“八、通用时间、地点表”合并，
时在主表部分类 该复分 释（ 意 境 员表并同时在主表部分类下增加该复分注释（注意，环境、人员表并

不通用）

例如：C912 15 各类型人的人际关系例如：C912.15 各类型人的人际关系

如有必要，可依通用时间、地点和环境、人员表复分

世界地区表 新增 8 外太空

国际时代表 取消‘原始社会、封建社会’的叫法，改为以时国 时代表 取消 社 封建社 的叫 为 时
间 区分的古代、近代并加具体年份、取消44（一次大
战）

中国时代表 改为以朝代名称的列表 战国改入26 停用31中国时代表 改为以朝代名称的列表，战国改入26，停用31

世界种族与民族表 调整类号555.2-555.5

中国民族表 新增99（古代民族）中国民族表 新增99（古代民族）

……



3.8 系统性修订3.8   系统性修订
• 修改类名,增强类目的容纳性(1057个）

例如：F241 劳动力与人力资源

（4版类名：劳动力）

F241.1 劳动力与人力资源规划

（4版类名：劳动力计划）

• 增改注释,控制类目划分深度，必要时新增类
例如：F241 劳动力与人力资源

总论劳动力规模、劳动力结构等如此，专论
如有关各类。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入 F292.92 

B849.1 心理咨询与心理辅导 （新增）















一些特殊的类号
• 新增-02，-05，-39，-9 ， D0-02, D035-39,U29-39 R1-9

• 海商法 D913.993  D923.993  D93/97  D996.19

网站设计 TP393 092 F713 361 2• 网站设计 TP393.092  F713.361.2

• 哲学家的非哲学著作 《笛卡尔几何》 O182 / B565.21

• 军事史与战争史 E 类 /  K类（涉及民生的）

• 应试（大学招生 G647.32、企业招聘F272.92、应试技能
G642.474）

• F27 下变化较大 F271/F272/F272 9F27 下变化较大 F271/F272/F272.9

• 导游资格考试 F590.633

• 博彩业、彩票业 F719.52

瑜伽 医学 哲学• 瑜伽 G831.3 （医学 、哲学）

• 大学语文 H193.9 （H1、H19）

• 博客 I267.3博客 I267.3

• 内科护理 R473.5 (细分)

• 游戏软件 TP317.6 （新增）

精细化工 TQ39 （新增 TQ）• 精细化工 TQ39 （新增，TQ）

• 环境现状 X2-1



谢 谢 大 家！谢 谢 大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