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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科技报告的特点进行分析，并对现有相关标准及其应用情况、相关背景情况进行分析介绍，指出修订科技报告 

编写规则应遵循继承性、前瞻性和通用性原则，描述标准修订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对修订后科技报告编写规则的框架 

结构、主要内容、文档模板定义(DTD)等进行分析描述，以期对标准的编制及科技报告的撰写有所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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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echnical report characteristics，the current relative standards and application status and back— 

gaMs，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it’S necessary to follow the nciples of succession，foresight，and universal when compiling‘pres— 

ent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Based on description of the compiling process，it introduces the framework and main con— 

tent of the revised regulation document module definition．This would be helpful for compiling standards and writing technic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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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报告 。 是科研活动中产生的记录科研活动过 

程、方法和结果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特种文献。GB／T 

77l3—1987《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 

写格式》 在促进科技报告、学位论文、学术论文编写格 

式的统一、促进信息的规范管理和共享利用等方面起到 

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数字科研环境的出现等，科技 

报告的形成、收集、管理和利用途径和方式等发生了重 

大变化。此外，鉴于科技报告在学术内容、产生、出版发 

行和交流利用等方面的特殊性，重新审视原标准，并结 

合实际情况制订新的国家标准，将非常有意义。 

1 科技报告的特点 

1．1 内容 

由于涉及的学科、选题、方法、工作进程等不同，科技 

报告在内容、篇幅、效用等方面可能会有较大差异。但一 

般会洋细描述科研活动的理论、假没、工具、方法、工艺、程 

序、结果等内容，披露最新的研究进展和研究发现，并附加 

图、表、数据等详细信息，具有详尽、新颖、技术含量高和时 

效性强等特点。科技报告价值的重要体现和保证在于专 

业读者可根据其内容重现科学研究过程。 

1．2 格式 

科技报告作为一种灰色文献，一般不经过专业编 

辑人员的审查，由政府机构、学术机构、工商业界自行 

提出和编辑出版，且不受商业出版发行渠道的控制，其 

出版周期不固定。而作为一种交流与传递科研学术信 

息的形式，科技报告应符合科研学术成果的一般编写 

格式。这是科技报告能够促进学术信息共享和交流利 

用的重要保证。 

1．3 其他 

科技报告产生于科研而又服务于科研管理和实践 

活动，大多数包含有受限制或者保密的信息，在交流利 

用中会涉及作者权利保护、国家安全等诸多问题。因 

此，需要对科技报告的来源、密级、知识产权、发行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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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范围等信息进行特别的规范和标注。这是促进科技 

报告的规范撰写、安全管理和利用的重要保证。 

2 国内外现有相关标准及其应用情况分析 

2．1 国内相关标准及其应用情况分析 

通过对国家标准《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 

论文的编写格式》(GB／T 7713—1987)的分析研究，笔 

者认为，可从以下角度对其进行进一步修正和完善：① 

需要修订该规范的整体结构，如缺少“规范性引用文 

件”一章；②由于该标准是三者合一(科技报告、学位 

论文、学术论文)，对于科技报告的针对性 、完备性有待 

加强；③语言表达及一些具体规定应该进一步规范，如 

“结论”的表述比较含糊，易引起读者误解 等；④根 

据科技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需要增加对数字类型科 

技报告的特殊规定。 

而在实践应用中，一方面由于原规范对正文 内容 

的要求 比较笼统，并且受到知识产权与技术保护等因 

素的影响，许多报告的内容不够详尽 ；另一方面，科研 

人员按照 自己的经验或根据其所在单位的特殊要求组 

织撰写报告，因此，格式相对比较多样。 

为加强科技报告编写规范，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提出了修i,7 GB／T 7713—1987中的“科 

技报告编写规则”部分，并获得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的批准。 

2．2 国~l-ffn关规范及其应用分析 

美国科技报告编写规则《科技报告 一编制、格式和 

保存》(ANSI／NISO Z39．18—2005)以及国际标准组织 

的委员会草案《信息与文献 一科技报告编写指南》(CD 

5966)在构成元素、编排格式和显示方式等方面的要求 

相对比较具体。比如，考虑到科技报告的安全管理和 

利用，两者都对科技报告的来源、发行限制及其它相关 

元数据信息进行了特别描述和规定；考虑到科技报告 

的公开出版交流需求，对科技报告的出版发行信息也 

进行了规定；考虑到数字科技报告的特别需求 ，在格式 

方面分别针对印刷版和非印刷版提出不同的要求等。 

在实践应用中，由于受到各科研管理部门的重视，各类 

科技报告 基本都按照标准要求编写。这些都值得 

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3 ‘‘科技报告编写规则”的编制 

3．1 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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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科技报告的特点、环境变化、现有标准及 

其应用情况等因素，编制“科技报告编写规则”时应遵 

循以下原则： 

·继承性原则。本标准是对现有标准的修订，同 

时兼顾科技报告基本构成元素和格式的相对稳定性， 

因此应充分兼容与继承现有标准中的合理规定，并尽 

可能与现有研究成果 、文件的格式相兼容 ，以促进新规 

则的实施。 

·前瞻性原则。由于科技报告的国际交流需求 ， 

修订后的标准应尽可能与国际主流标准相兼容，此外， 

由于数字科技报告数量急增 ，对非印刷型科技报告的 

有关要求方面要吸收国外先进标准的经验，以确保其 

国际性和先进性。 

·通用性原则。考虑到不同类型科技报告的特殊 

性，本标准的修正与完善应该侧重于制定格式和必备 

内容，考虑通用要求和规定，通过明确必备元素、可选 

元素、内容和格式的基本要求等，在保证科技报告编写 

灵活性和规范性的同时，基本保证科技报告的内容充 

实、长期保存和有效利用。 

3．2 编制过程 

科技报告的撰写和管理涉及到科研管理部门、科 

研项目承担者、信息机构等多个方面，由此，成立了由 

上述相关机构中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组成的标准 

起草工作组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 

首先 ，调研分析国内科技报告及科研过程中形成 

的相关文件资料的编写规则和格式规范。主要对《中 

国国防科技报告编写规则》(GB／T 7713—1987、GJB 

567A一1997) 以及部分科研成果报告与技术文件编 

写格式规范等进行了分析比较，以期研究其内容与特 

征 ，确保修改后的标准与相关标准规范之间的兼容和 

一 致。 

其次 ，对国际上的科技报告编写规范进行调研、翻 

译、分析和研究。主要对 ANSI／NISO Z39．18—2005以 

及国际标准组织的CD 5966进行了剖析，以吸收借鉴 

国际先进 、通行 、成熟标准的精华和理念。 

再次，对科技报告进行了实例解剖析。主要对美 

国政府 四大报告(AD报告、PB报告、NASA报告、DOE 

报告)、国内国防科技报告及计划项 目报告进行了个案 

分析 ，以把握与了解现有科技报告的规范程度。 

最后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提出《科技报告编写规 

则》“征求意见稿”，并广泛征求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科 

研基金管理机构、科技信息机构、一线科研人员等各方 

意见和建议 ，先后形成“送审稿”和“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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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技报告编写规则”的主要内容 

4．1 整体框架结构 

修订后的标准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 ，将 

原标准 3—8章合并为两章，共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 

件 、术语和定义、组成部分、编排格式 5部分组成。其 

中，“组成部分”和“编排格式”是本标准的核心。 

此外，还增加了附录A(科技报告结构与编排格式示 

例)、附录c(科技报告题名页示例)、附录D(科技报告辑 

要页示例)、资料性附录 E(科技报告 DTD和 XSL样式表 

示例)，以方便读者快速吸收和操作。其中，DTD不是科 

技报告的组成部分，『酊是管理部门为了更好地管理、传播、 

交流和利用科技报告，在数字信息加工时用作文档合法性 

检验及规范约束的j1 具。XsL可由科技报告管理部门根 

据转换格式的需要，自行制定与编写。 

4．2 科技报告的组成和编排 

本标准规定科技报告由前置部分、主体部分和结 

尾部分组成，于f：对每部分的构成元素作出调整。例如， 

将原标准“主体部分”中的“致谢”调至“前置部分”，对 

“主体部分”的“ 文”元素进行了细化，并增加了“建 

议”元素等，以进一步规范科技报告内容，保证科技报 

告质量。考虑到标准的通用性和一致性，并为方便科 

技报告元数据的管理和利用，在结尾部分增加了“辑要 

页”，辑要页由描述科技报告外部特征的元素组成 ，包 

括题名页的书目信息与摘要、关键词等。此外 ，为便于 

科技报告安全管理和控制还增加了“发行列表”等元 

素。科技报告的构成如表 1所示 ： 

表 1 科技报告构成 

隔 子项 要求 备注 
避 

封面 必备 提供题名等描述元数据信息 

封二 必备 提供权限管理等管理元数据信息 

、， 题名贞 必备 提供描述元数据信息 

蹬 摘要页 必备 描述元数据 

}{次页 必备 结构兀数据 

图和附表清单 }冬I表较多时使用 结构元数据 

分 符号等注释表 符 、缩略语等较多时 结构元数据 

J于或刖日 町选 描述元数据 

致尉 可选 主题内容 

主 引言(绪论) 必备 主题内容 

体 正文 必备 主题内容 

结论 必备 主题内容 
部 建议 可选 主题内容 

分 参考文献 有则必备 结构元数据 

结 附录 有则必备 结构元数据 

索引 可选 结构元数据 黾 

辑要页 可选 提供描述和管理元数据信息 
部 发行列表 进行发行控制时使用 管理元数据 

分 I封底 可选 提供描述元数据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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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将分散在原标准多章的编排格式要求提取 

并合并为“编排格式”一章 ，并增加了“注释”、“勘误 

表”和“书脊”的格式要求，使其更加清晰明了，易于查 

找和使用。本标准还对原标准的一些具体规定进行调 

整和完善：①对每部分的构成元素作出调整，增加了科 

技报告特有的一些元素，例如，对 “前置部分”的“封 

面”和“题名页”，增加了“资助机构”、“合同号或其他 

项目编号”、“特别声明”等元数据；②将语言表达更加 

简洁化、准确化；③增加了对数字科技报告的特殊要 

求；④尽可能与现有相关标准规范相一致。如在参考 

文献标注、章节编号、数字用法 、计量单位等方面都直 

接引用现有相应的标准。 

5 XML文档模板设计 

科技报告编写规则采用 XML来实现数字化科技 

报告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分离和元数据交换。XML DTD 

定义了对科技报告各项元数据要求，以指导数据提交， 

并验证某个具体的数字化科技报告是否规范有效。在 

本标准 DTD的设计过程 中，采用 了 Altova XML SPY 

2008作为编辑工具。主要元数据 的 DTD定义如表 2 

所示 ： 

表2 科技报告主要元数据 DTD 

<!ELEMENT abstract~age(abstract?， 

enabstmct?，keywords?，enkeywords?)> 

<!ELEME NT cover(security of report?，isrn， 

<! ELEMENT issn?，isbn?，classification no ，title，subtitle?， 

front matterf COV— sub volume?，person
_

respomible?，responsibility
_ org?， 

刖 er．inside front finish date?，pub lishitem?，sponsor—org ， 

置 cover?， title —— contract no$．authority)> 

部 page?，abstract
—  

<!ELEME NT inside_front_cover(authority7． 

分 page，1o6，pref- eopyright7．other declare?)> 

ace?， aeknowl— <!ELE ME NT titleA~ge(security_of_report，⋯， 

edge?)> type?，date_range?，memo?)> 

<!ELEMENT los(header，losen时 )> 

<!ELE ME NT  preface fparagraph十)> 

<!ELE ME NT  acknowledge(paragraph )> 

<! ELEMENT <!ELEME NT forward(section)> 

主 body (forward， <!ELEME NT maintext(section)> 

体 maintext，COnClU- 
<!ELEME NT conclusions(section)> 部 

SIOI3S ， re commen‘ 

分 dations7． refer_ <!ELEMENT recommendatioos(section)> 

e．ces)> <!ELEME NT references(header，reference})> 

<! ELE ME NT 
<!ELEME NT summary oage(abstract?，⋯，security of 

结 back matter report，·一，security of summary?，responsible_org_no?， 

sD0ns0r o理 no7．oa~es7．assessor7．) > 

尾 (summary—page?， <!ELEME NT appendix(header
， (section){)> 

部 appendix {， in- <!ELEMENT index(header
， indexentry )> d

ex?，distribution 分 
(!ELEME NT  distribution_list(paragraph{)> 

— list?， backcov- 

er?)> <!ELEME NT backcover(isbn?，publishitem?，security— 

of report?，otherinfo?)> 

6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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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进行了规范和要求，是实现科技报告的规范管理 

和有效利用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然而，科技报告的 

管理工作有其复杂性 ，要真正实现对科技报告的规范 

管理、安全控制和充分交流利用，还有待于科研管理部 

门及科研人员给与充分的重视，有待于将“科技报告编 

写规则”技术规范进行充分地贯彻实施 ，有待于相关管 

理制度和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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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不认真。河源市领导解放思想 ，从实际出发，从科 

学发展的角度出发，促进了图书馆事业上一个新台阶。 

通过教育 ，巾心图书馆人认识 了新形势、新要求 、新任 

务，本着务实的原则 、效益的原则、科学发展的原则，从 

区域文化发展的现实出发 ，转变了观念 ，积极投身到区 

域共建共享任务当中。 

4．2 解决技术和服务模式 问题。 

区域共建共享中心图书馆，体现在中心的地位上， 

中心馆就要解决中心馆的技术和服务问题。首先是技 

术力量问题。中心馆可以是当地的高校馆 ，也可 以是 

具备信息资源实力的当地公共图书馆，或是多方合并 

的图书馆。无论是哪种，主要一条是要具备技术力量。 

其次，是服务模式问题。以什么方式开展社会服务 ，以 

什么方式开展共建共享服务。这一点，在实施过程中 

一 定会有矛盾 ，会有争议 ，但只要从有利于读者的资源 

利用，有利于区域资源共建共享，有利于满足区域经济 

建设和人文进步的信息需求出发，就不难找到一条最 

佳的技术和服务模式。河源大学城图书馆的技术服务 

模式就是其中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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