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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符号与标记制度是现

代分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

固定类目位置、排列类目次序、

表达类目体系结构的功能。



标记符号

基本标记符号：采用英文字母与
阿拉伯数字结合的混合制号码。

辅助标记符号：为进一步增强标
记符号表达能力，适应类号灵活
组合的需求而采用的一些特殊符
号。



基本标记符号

一个字母标志一个大类，字母顺序反
映大类的序列。用A到Z间的字母表
示22个基本大类。

有些二级类目采用双字母标志。如
DF法律、工业技术T类下的TB一般
工业技术、TD矿业工程、TE石油天
然气工业……
字母后用数字表示大类下类目划分。



为满足某些类目按主题名称区分和排列
其所属同类事物的需要，有选择地使用
“字母标记”法，即在类目的 后区分阶

段再使用字母标记其下位类。

如：TP312 程序语言、算法语言

依语言名称的前两个字符区分，并

按字母序列排，若程序语言名称的前两
位字符相同时，则取第三位字母，以此
类推。 BASIC程序语言为TP312BA，
JAVA程序语言为TP312JA。



辅助标记符号

· 间隔符号 +资料区分号

a 推荐符号 /  起止号

[  ] 交替符号 : 组配符号

- 总论复分号 （）国家地区区分号

=时代区分号 “ ”种族民族区分号

< >通用表区分号 {  } 停用符号

ⓧ禁用符号 圈码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 间隔符号

用于类号的数字部分的分隔，

为使号码清楚醒目，从左到右每三
位类号加一圆点分段标示。

如：I247.5
K837.125.6



+   资料区分号 表示加号后面的号

码代表资料分类法。《中图法》是
集图书和资料一体的分类法，加号
后的类号适用于资料分类。

+ 也用于联合符号 表示标引两个

并列主题，联结两个分类号。

如：R711+R173 妇科学和妇女卫生



a 推荐符号

置于A类马列经典作家著作的互
见分类号后，起推荐作用。
如：A1/49 （特殊分类规定）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毛泽东、邓小平的科学专著，均按学科
内容，在有关各类下作互见。例：《列
宁论图书馆》在A大类编号为A267，互
见编号为G25a。在组织目录时，G25a
排在G25之前，以便突出反映马列主义
经典著作。



/  起止号

表示号码起止的一段范围。

如：K3/7 世界各国和地区历史

凡未列国家或地区的，可依世界地
区表分。

具体到哪个国家就用哪个国家的号
码，日本历史K313，英国历史K561 ，
美国历史K712 。



[   ] 交替符号

用于表示选择使用的交替类目。交替

类目是指在为一个知识门类设置使用类目
的同时，在相应门类下具有同一关系的类
目。一般不用来分类，只起引向使用相应
正式类目的作用。即交替类号下所注释的
“宜入XX类”。
如： [X-019] 环境保护法

宜入D9有关各类。例：中国环境保护
法入D922.68。



: 组配符号

有些复杂主题的文献需要用两

个类号来表达主题时，用冒号加以
连接，把两个类组合在一起。

如：F08  各科经济学

总论入此。

专论入有关各类。

如愿集中于此者，可用组配编号法。
例：教育经济学为F08:G40-054。



- 总论复分号

一些图书按学科内容归入既定

的学科门类后，还需做必要的形式
区分，这就要求使用总论复分表，
并将所用的复分号码连同短横直接
加在主表分类号之后。

如：《数学手册》O1-62
《中国历史大辞典》K2-61



（ ）国家、地区区分号

当某类目需要依地区、国家区分，但

类目下无可依地区表复分的注释时，则

将“世界地区表”或“中国地区表”中的有

关类目用（ ）括起，加在主类号之后。

如：《日本的机器人技术》 TP24(313)
“TP24 机器人技术”的类下无“依世界地

区表分”的注释。



=    时代区分号

当某类目需要依时代区分，但类目下

无可依时代表复分的注释时，则将“国际

时代表”或“中国时代表”中的有关类目加

在主类号之后，两者之间用=联结。

如：《清代的瓷器研究》 K876.3=49

“K876.3  陶、瓷、砖瓦”的类下无“依
中国时代表分”的注释。



“ ” 种族、民族区分号

当某类目需要依民族细分，但类目下

无可依民族表复分的注释时，则将“世界

种族与民族表”或“中国民族表”中的有关

类目置于“”内，加在主类号之后。

如：《彝族的扎染艺术》 J523.2“17”
“J523.2 印染”的类下无“依中国民族

表分”的注释。



<  > 通用时间、地点、环境、人员区分号

当某类目需要依通用时间、地点、环

境、人员表进行复分时，则将“通用时间、

地点和环境、人员表”中有关类目置于<  >
内，加在主类号之后。

如：雨季环境质量评价与环境监测
X8<116>

（“X8 环境质量评价与环境监测”类下无注

释；116为通用时间、地点和环境、人员

表中“雨季”的号码）



{  } 停用符号

置于{  }内的类号是前一版本中用于

标引的分类号，现在的版本已经停用，
类目下再用< >加以沿革注释。

如：{TU243.3} 会议厅

<停用；5版入TU243>
{TS956.2+1} 手电筒

<停用；5版入TS956.2>



ⓧ禁用符号

第5版对“一般性问题”类目进行规范，在其

类名后用此标记加以提示，避免误标引并造成与

其上位类分类不一致。

如： TJ   武器工业 （P627)
总论武器、军用器材的制造入此。

专论入有关各类。

TJ0     一般性问题 ⓧ

TJ01        理论与试验

TJ02        设计、计算、制图

……



圈码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第5版为增强类目复分助记性、降
低复分难度，在无直接复分注释而又需
复分的类目类名后，增加圈码标记，与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主题词对应类号
的复分标记一致。

①通用复分表 ②世界地区表
③中国地区表 ④国际时代表
⑤中国时代表 ⑥世界种族与民族表
⑦中国民族表 ⑧通用时间、地点和环境、

人员表 ⑨专类复分表



J331/339 各国雕塑作品 （P182）
以下如需按作者的国家区分时，可依世界地

区表分，并用（ ）加以区分。例：英国石雕作
品集为J333(561)。

J331         作品综合集②

J332         木刻、木雕②

J333         石刻、石雕②

J334         金属雕刻②

J335         竹刻、竹雕②



DF2/75   各部门法⑨②③ （P56）
各种法均可依下表分。如有必要，再

依世界地区表分，中国再依中国地区表
分，用地区区分符号（）标示。

0    理论

09   法的历史

1    法律文本及其汇编

4    学习、研究

5    解释、案例



DF2    国家法、宪法⑨②③ （P57）
DF21 国家机构组织法⑨②③

DF211 国家权力机关组织法⑨②③

DF212  国家行政机关组织法⑨②③

DF213  国家军事机关组织法⑨②③

DF22 选举法⑨②③

DF23 国旗法、国徽法⑨②③



标记制度

基本上遵循层累制原则，又称等级
标记制，是一种与类目等级相适应
的层次分明的标记制度。常用一位
号码表示一个大类，再加一位号码
表示其下位类，以号码的层层累加
表示类目的层层划分 。



如: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一级类) 
G2 信息与知识传播 (二级类) 
G25 图书馆事业、信息事业 (三级类) 
G250 图书馆学、情报学 (四级类) 
G254 信息组织 (四级类) 
G254.0 信息组织理论 (五级类) 
G254.1 分类法 (五级类) 
G254.2 主题法 (五级类) 
G254.3 信息描述 (五级类) 
G254.34 编目方式 (六级类) 
G254.341 集中编目、合作编目(七级类)



为使号码适应类目设置需要，或给
重点类目留有较宽裕的号码，或为
缩短类号，又采用八分法、双位制、
借号法等措施，增强配号的灵活性
与扩充性。



342.3  马都拉人
342.4  班查尔人
342.5  米南卡保人
342.6  亚齐人
342.7   库布人
342.8   巴塔克人
342.91 巴厘人
342.92 布吉人
342.93 望加锡人
342.94 萨萨克人
342.98 达雅克人

八分法
即第一类至第八

类用一个数字1-8来表

示，第九类至第十六

类用两位数字91-98来
表示…，依此类推。

例： （P1005）
342   印度尼西亚人

342.1  爪哇人

342.2  巽他人



I236.26 内蒙古自治区

地方剧
I236.3   东北地区地方

剧
I236.41 陕西省地方剧
I236.42 甘肃省地方剧
I236.51 上海市地方剧
I236.58 台湾省地方剧
I236.61 河南省地方剧
I236.65 广东省地方剧
I236.71 四川省地方剧
I236.75 西藏自治区地

方剧

双位制
用11、12…19，

21、22…29，3l、32
…99…等双位数字

表示各个同位类…
例： （P171）
I236 中国地方剧

I236.21天津市地方剧

I236.22 河北省地方剧

I236.25山西省地方剧



借号法
为增强类列的容纳性而采用借用下级

类号、上级类号或同级类号的一种编号
方法。

如: I236.65     广东省地方剧

I236.658   香港地方剧

I236.659 澳门地方剧

K232   秦、汉（公元前221—公元220年）

K233       秦（公元前221—公元207年）



标记符号系统在满足分类法

类目体系编制和发展需要的基
础上，保持较好的结构性，并
力求简明、易懂、易记、易用、
易于扩充。

——陈树年



保持《中图法》作为列举式分类
法基本属性不变，保持《中图法》的
基本部类和基本大类设置以及序列基
本不变，保持《中图法》字母—数字

混合制的标记符号与层累小数制的标
记制度基本不变。在此前提下，有选
择地对《中图法》个别大类的体系作
较大幅度的调整和完善。

——陈树年



复分表

随着信息环境的数字化、网络化，文献
内容和形式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趋势，
文献标引对现代分类法提出更高的细化
要求。

复分表是现代体系分类法细化广泛采用

的一种组配技术，它将细分固定化、详

细化、规范化。



复分表作为主表各级类目进一步组配
复分的依据，提供了除学科主题外的
对象、区域、资源类型等信息内容和
表现形式的若干组面。

各版不同程度的修订是分类法更适用
于信息环境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修
订比较慎重，所以设置上仍存在种类
不全、列类粗、类目划分标准单一，
各表间缺少横向和纵向联系等问题。



通用复分表：（主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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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种族与民族表

中国民族表

通用时间、地点和环境、人员表

专类复分表（主表和通用复分表中）



①总论复分表
停用类目1个：（“-08资产阶级理论及其评论研

究”停用，改入“ -06学派、学说及其评论研究”）
改动10多处：主要对内容加注释或修改类名扩

大外延。如修改“-39信息化建设、新技术的应

用”，以便容纳各类有关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

网络通信技术的应用、网站建设等”；“-79非书

资料、视听资料”类的调整和增补注释。

新增类目10个：（-46教学设备；-47考核、评

估、奖励； -795网络资源；-8通用概念等 ）



-1概况、现状、进展
依世界地区表分，中国再依中国地区表分。

如有必要，再依下表分。

（4版类名：现状及发展）

01 水平、动态

02 规划、计划

03 预测、展望、趋势

05 技术座谈

06 生产总结

如：《中国教育电视：历史、现状与发展》

G728-1



主表中任何一级类目，无论是否注
明“依总论复分表分”，均可结合具

体情况进行复分。

如：《化学习题集》 O6-44
(“O6化学”类目下注“依总论复分表分”。)

《中国历史大辞典》 K2-61
(“K2中国史”下未加注释，也可依总论复

分表复分。)



主表中某些类目如已有或隐含总论
复分表中的某些区分内容，或已将
总论复分表中部分区分内容编列成
专类，或已编列使用表中复分列举
的类目，无论配号是否一致，均不
再使用总论复分表复分。



如： B3  亚洲哲学

东方哲学、东方哲学史等入此。

B4  非洲哲学

非洲哲学史入此。

（在处理东方哲学史、非洲哲学史等著作

时，不应再加“－09历史”。）

如： H19  汉语教学

中等学校以上的汉语教学法、教材等入此。

（处理有关著作时不用“－4教育及普及”及
下位有关类目复分。）



如：《苏联对外关系史》

D851.29        X D851.29-09
D83/87  各国外交 ( P45 )
依世界地区表分，再依下表分。

0 外交政策

1 外交行政

6 条约、协定

9 外交史、对外关系史



主表“C社会科学总论”、“N自然科
学总论”等本身就是总论性的类

目，省略了短横符号。当使用这些
类目类分文献时，不可再依总论复
分表复分。

如: C61名词术语、辞典、百科全书

C63目录、样本、说明书

N54 年鉴、年刊



[-7] 文献检索工具
专科文献情报研究、专科目录索引研究宜入

G257.3；专科文献目录宜入Z88，索引宜入Z89。
如愿在各学科作互见分类或愿直接分入各学科

者，可用此号复分。

使用时去掉符号。专书索引可直

接用此号进行复分。

如：《史记索引》 K204.2-7



当某一文献涉及到总论复分表中两
种以上区分标准时，只能选择其中
主要一种加以区分。

如：《外交名词手册》

D8-61， X D8-61-62



②世界地区表
修改类名23个，使地名更符合国际规范
（如：421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421
埃塞俄比亚、421.9厄立特里亚）

新增类目14个（如：196.6东南亚联盟国家、
196.7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96.8上海合作
组织、555.2黑山共和国、8外太空）

增加注释16个（如：“178湖泊、沼泽”下注
释“湿地入此”，湿地包括湖泊、河流、海

滩、沼泽等，是个很重要的地理概念）



主表凡注明“依世界地区表分”的类

目，均可使用此表复分。
如：《林则徐——从小说到电影》 J905.2

J905  电影、电视的评论、欣赏 （P195）
对影片、电视片得评论、欣赏或兼评电影、

电视工作者的著作入此。

依世界地区表分。

2  中国 （P994）
如有必要，可再依中国地区表分。



主表中未注明”依世界地区表分“而
用此表复分时，地区号码须加地区
区分标识（ ）。

如：《英语地区的艺术概况》 J11(191.1)
J11   世界艺术 （P178）

总论世界各种艺术的著作入此。专

论一种艺术的著作入有关各类。

19   按语种、人种、宗教、集团区分的地区

191.1   英语语言地区 （P994）



凡使用表中属于概括性地区的号码（洲
和洲以下的地区）复分后，还需再依其
它标准复分时，则须在概括性地区号后
加“0”再复分。

如：《南美各国高等教育制度》
G649.770.2， X     G649.772

G649.3/7  各国（高等教育概况） （P142）
依世界地区表分，再仿G649.2分。

G649.2    中国 （P141）
G649.22    教育制度 （P142）

77 南美洲 （P998）
772  苏里南 （P999）



198  古代地区 ( P994 )
指与现代地区疆域差别较大的古代地区。

198.1/8  古代地区

用于需要“-09”细分、再用世界地区表进一
步区分的类，或用于类似“-09”具有历史属

性并已注明依世界地区表细分的类，或用于
具有历史属性需要按世界地区表细分又未注
明的类。

198.1  古代东方 198.2 巴比伦王国

198.3  波斯帝国 198.4 古代希腊

198.5  古代罗马 198.7 拜占庭帝国



如：《古罗马农艺史》 S3-091.985
S3  农学（农艺学） （P460）

依总论复分表分。

-09 历史 （P991）
依世界地区表分。

《古希腊艺术史》J110.92（198.4）
J11     世界艺术 （P178）
J110.92  古代（公元前约3500～公元467年）



商榷：《高贵的言辞—索福克勒斯<埃阿
斯>疏证》/沈默撰

索福克勒斯系古希腊著名的三大悲剧家之一，

《埃阿斯》是其现存世七部作品之一。本书运用古典
学、文献学对古希腊悲剧进行翻译与注疏……

国家图书馆 I106.3(198.4)
上海图书馆 I106.3
北京大学图书馆 I545.073

？



I1世界文学 （P168）
I106  作品评论和研究

各时代、各体文学作家及作品，
乡土文学，土著文学的评论和研究等
入此。

I106.2 诗歌

I106.3 戏剧文学

I106.4 小说



I3/7  各国文学 （P174）
依世界地区表分，再依下表分。

-1 现状与发展

-19 文学评奖

06 评论与研究

文学评论史入此。

062  古代文学

063  中世纪文学

064  近代文学

07 各体文学的评论与研究

073  戏剧文学



54    南欧（东南欧、西南欧）
545     希腊

总论古代希腊入世界地区表198.4。
198.4 古代希腊

I545 （主表+世界地区表：希腊文学）
I198.4（主表+世界地区表：古代希腊文学） ？

+    073  （专类复分表：戏剧文学评论）
+    198.4（世界地区表：古代希腊） ？
→ I545.073（198.4）



③中国地区表

中央直辖市、省、自治区可依下表分。

如有必要，可再加地名前两个字的汉语拼
音首字母细分。例：北京市西城区为
13XC；四川省广安地区为712GA；东海
县为534DH。

1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
2 各专区、自治州、盟
3 中央直辖市属各区、各地级市
4 各县、县级市
5 各镇、乡、街道

民族乡、苏木、民族苏木等入此。



主表中的类目，凡注明“依中国地区
表分”者，均可使用中国地区表复分。

如：《杭州市交通志》 F512.755.1
F51       世界各国交通运输经济 （P101）
F512         中国

F512.7          地方交通运输概况

依中国地区表分。

5   华东地区 （P1000）
55     浙江省



未注明“依中国地区表分”的类目，

需要依中国地区表复分时，一律在
中国地区表的子目号前加中国代码
“2”，并用地区区分号“（）”括起，

加在主类号后。

如：

《四川省小儿肥胖症调查》 R723.14(271)
《上海地铁工程设计》 U231(251)



“依中国地区表分”后，又采用

其他标准细分时，需要在地区
号码后加“0”，使之与本地区

所属的省、直辖市区有所区分。



如：《华北沙漠区域地理》

P942.207.3             X  P942.273
P941     世界自然地理 （P319）
P941.3     温带

P941.73   沙漠区、荒漠区

P942     中国自然地理

中国区域自然地理入此。依中国地区表分，再仿P941分。

2   华北地区 （P1000）
22    河北省

27    [绥远省]



④国际时代表 ⑤中国时代表

国际时代表、中国时代表是依照世
界历史分期和中国历史分期编列
的，这两个时代复分表与主表历史
类都采用了共同的区分标准。5版的

修改对类目的修改和设置更加符合
历史这门学科的逻辑体系。



国际时代表的修改

（1）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类目调整；

｛44｝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1914～1918年）

<停用；5版改入国际时代表43>
43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期（1870～1917年）

（2）原始社会改为上古，并对上古和古代
的时间跨度进行了修改。

1  上古（约170万年前～约公元前4000年）

<4版类名：原始社会（约50万年前～公元前3500年）>

2  古代（公元前约4000年～公元475年）

<4版类名：原始社会（约公元前3500万年～公元475年）>



中国时代表的修改

1原始社会 → 1上古（约170万年前～ ）

2奴隶社会 → 2 先秦（约公元前2070 ～）

3封建社会 → 3 秦、汉至南北朝

｛31｝战国 （调整新增至 26 战国）

5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 5 近代

6 民国时期



主表中的类目，凡注明“依国际时代
表分”、“依中国时代表分”者，均可
分别使用两表复分。

如：《晋国地名考》 K928.637
K92       中国地理 （P234）
K928.6     历史地理

中国古地名考入此。

依中国时代表分。

37    晋（265～420年） （P1003）



主表中某些类目如未注明“依国际时
代表分”、“依中国时代表分”而需要

进行国际时代或中国时代复分时，
应在分类号前加时代区分号“＝”。

如：《20世纪80年代服饰文化》

TS941.12=535
《20世纪9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G649.21=75



主表中某些类目，凡已具有某时代特
征者，则不必再使用时代复分表重复
反映该时代。

如： 《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

F091.3    X  F091.3=5
F091.3   近现代经济思想（1640年～）

《明清书法》

J292.26    X   J292.26=48
J292.26   明、清书法



⑥世界种族与民族表
1 世界种族 8个（增加1个澳大利亚人种）

2 中国各民族 1个
3 亚洲各民族 142个
4 非洲各民族 85个
5  欧洲各民族 88个（“黑山人” 从555.51

调整入555.2）
6  大洋洲各民族 34个
7  美洲各民族 56个

共7个种族407个民族，类目总数是复分
表中 多的。



主表中的类目，凡注明“依世界种族
和民族表分”者，均可使用此表进行

复分。

如：《印度民族医学》 R793.51
R79 外国民族医学⑨ （P437）

依世界种族与民族表分。

351 印度民族 （P1006）



如：《自由钟与美国精神》 C955.712.1
C955 民族性、民族心理 （P29）

总论民族传统、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

族差别、民族识别等入此。

专论入有关各类。

依世界种族与民族表分。

7  美洲各民族 （P1010）

71   北美各民族

712.1  美利坚人



未注明“依世界种族与民族表复分”
而又需要复分时，需加民族区分号
“ ” 。

如：《在法国的德意志人的民族教育》

G759.565”516.1”
G759  世界各国少数民族教育概况

依世界地区表分 。 （P143）
561.1  德意志人 （P1008）



⑦中国民族表

增加“99 古代民族”，类目设置更详
尽；增加参见12个，11个是指向
“世界种族与民族表”的反参见，便

于对既分布在中国境内、又同时分
布在国外的民族的选择标引。

如：12   蒙古族
参见世界种族与民族表311。



主表中的类目，凡注明“依中国民族
表分”者，均可使用此表进行复分。

如：《蒙古口头文学论集》 I207.912
I207.9 少数民族文学 （P169）

如有必要，依中国民族表分。

12 蒙古族 （P1011）



凡主表中未注明“依中国民族表分”又
需要用此表复分时，需先加中国民族
号2，并用民族区分号“”。

如：蒙古族由12变成212，土族由3l成23l。
如此可避免标引中国民族的文献使用民族
专用区分号自由组配时产生重号。

《土族民族教育》

G75“23l” X   G75“3l”
（后者与东亚民族教育相混淆。）



⑧通用时间、地点和环境、人员表

新增环境表，“5环境”设置了物理环境、

化学环境、自然环境、航空航天环境、
人文环境5个类目，每个类目下通过注

释加入多种环境概念，从而提供了从
各种环境角度细分文献的途径。

如：51  物理环境

磁、电、辐射等环境入此。



新增人员表，“7人员”将各种人员按性别、

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关系、婚姻状况、
社会经济地位及宗教状况、健康状况、
职业及其他特征划分成9个类目，共49个
小类。

如：78  按职业分

781   专业技术人员

782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公务员等入此。

783   企事业工作人员



环境表和人员表的增设顺应了传统分
类法向分面组配法发展的趋势，同时
在主表部分类下也增加了有关的复分
注释。

如：C912.15   各类型人的人际关系
专论某类型人的交际、处世方法入此。如

女性、职业人等。

如有必要，可依“通用时间、地点和环境、
人 员表”复分。



国内、国外的同一主题的文献得以区
分，分类更为专指。

如：《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研究》

G206.2<325>
《传媒：自由与责任：西方“报刊的社会责

任理论”解读》

G206.2<326>
G206.2   传播媒介 （P120）
325    国内、境内 （P1013）
326    国外、境外



不同时期的同类文献得以区分。

如：《和平时期电子战技术与应用—雷
达对抗篇》 E866<161>
《百年电子战》 E866<162>

E866 高技术战争 （P72）
信息战（数字化战争、网络战、电子战、黑客战、病

毒战）、光速战、气象战、声学战等入此。

161  和平时期 （P1013）
162  战争时期



若在主表中已列有专类者，不再用
此表相关类目进行复分。

如：《老年口腔医学》

R787                 X     R78<725>

《女性心理学》

B844.5               X     B844.5<712>



具有两种以上特征的文献，只可选
择其中主要的一种加以复分；若不
易区分主次时，按编列在后的类目
复分。

如：《女军人集体心理学》

B844<788>
B844   发展心理学 （P19）

不同人群的心理咨询与辅导入此。

788     军人 （P1014）



⑨专类复分表

以简约为原则，凡涉及学科门类共性区
分的问题，如工业产品、仪器、设备等
都可按其理论、设计、结构、材料、工
艺等方面列类，以避免主表的篇幅无限
扩张；

以增强主表伸缩性为原则，除少数设在
末级类目下的专类表，大量既可供概括
性类目又可供末级类目细分使用。



编列于主表有关类目或通用复分
表中，供特定类目的细分使用。

一般与通用复分表结合使用，依
据类目规定的使用范围和次序进
行复分。

专类复分号只能依附于主类号，
不能单独使用。



各馆根据自己情况使用，若确定
的类级没有细分到底，该类所规
定类目仿分不再使用。

如一个馆对I类文学作品规定只分
到3级（I24），那么3级以下的各种复

分规定将不再使用。



•标记符号采用阿拉伯数字，两侧用竖
线标记，以示醒目。
如：K86 世界文物考古 (P230)

仿K87分。
—————————

K87/879   (类目复分仿分规定)
如有必要均可依下表分。

1 文物目录

2 文物图录

3 文字、铭刻

古书契原文及集字入此。

4 题跋、考订、研究

5 调查发掘报告

9 其他



• R29  中国少数民族医学 (P393)
依中国民族表分，再依下表分。

-05  与其他医学的关系

-09  医学史

01 预防

养生入此。

02 基础理论

04 临床医学

诊断、治疗等入此。

08 药学



如：《蟹的低温海水保鲜》
S981.1 鱼类的运输及设备⑨

S981.2 甲壳类的运输及设备⑨

S981.21        虾⑨

S981.22        蟹⑨

S981.29        其他⑨

S983.22（主表：蟹）+022（专类复分表：低温海水保鲜）

→ S983.220.22

S983 水产品保鲜技术

仿S981.1/.9分，再仿下表分。

01  辐射保鲜

02  冷冻保鲜

021    微冻保鲜

022    低温海水保鲜

023    连续冻结保鲜

024    速冻保鲜



•主表中社会科学各类，
凡属上位类依专类复分
表复分的，应在复分子
目号码前面加“0”。本规

定仅限于严格采用层累
制编号的类目。

如：《宋元哲学研究》

—————————

B21/26  中国各代哲学

均可依下表分。

1 原著、节本、分篇

2 注释（评注、批注）、音义

3 校勘、考证

4 语译（古文今译）

5 研究、评论

B244  宋、元哲学 （960～1368年）⑨

《宋元哲学研究》 B244.05
X      B244.5     王安石（1021～1086年）



◆《中国石刻图录》（采用层累制）—— 加“0”
K877.4(石刻)+0+2(专类复分号) →K877.402,查K877.42含义

K877.4    石刻
K877.41 石鼓
K877.42 碑碣（碑文）
K877.43 石经
K877.44 经幢
K877.45 墓志
K877.49 其他石刻

—————————
K87/879  (类目复分仿分规定)

如有必要均可依下表分。

1 文物目录

2 文物图录

3 文字、铭刻

4 题跋、考订、研究

5 调查发掘报告

9 其他

◆ 《中国金石文图录》 —— 不加“0”
K877.2（金石文）+2（专类复分号） →K877.22

K877.2  金石文

K877.3 金文

K877.4 石刻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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