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洲研究» 注释体例
本刊采用页下注( 脚注) ꎬ每页依序重新编号ꎮ 注释格式分中文文献、外文文献及

数字文献等类型ꎬ依次说明如下ꎮ

一

中文文献

( 一) 著作
１.专著

其注释各个类项的标注次序为:著者ꎬ书名ꎬ出版机构及版次时间ꎬ页码ꎮ 举例:
时殷弘:« 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 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ꎬ第 ８９ 页ꎮ

２.编著

注释格式与专著一致ꎬ但需在编者姓名后加“ 主编” “ 编著” 或“ 编” ꎮ 举例:
陈乐民主编:« 战后英国外交史» 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ꎬ第 １２ 页ꎮ

３. 译著

其注释各个类项的次序为:( 标明著者国别) 著者ꎬ书名ꎬ译者ꎬ出版机构及版次时

间ꎬ页码ꎮ 举例:
[ 德] 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ꎬ何兆武译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６ 年版ꎬ第 ３ 页ꎮ

４.如著者、编者为二人ꎬ两者姓名之间以顿号相隔ꎻ如为三人及以上ꎬ可列出第一

作者( 第一责任人) 姓名ꎬ后加“ 等” ꎬ编著需加“ 主编” ꎮ 举例:

金应忠、倪世雄:« 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 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ꎬ第

１５ 页ꎮ

季正矩等主编:«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前沿学术对话» ꎬ重庆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ꎬ第

７ 页ꎮ

( 二) 文章

１.期刊论文

如引用刊物上的文章ꎬ各类项标注次序为:作者ꎬ文章题目( 加书名号) ꎬ刊物名

称ꎬ期号ꎬ页码ꎮ 举例:

周弘:« 论中欧伙伴关系中的不对称性与对称性» ꎬ载 « 欧洲研究» ꎬ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ꎬ第 １ － １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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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文集中的文章

引用文集中的文章ꎬ其注释格式为:作者ꎬ文章题目( 加书名号) ꎬ文集编者姓名ꎬ

文集名ꎬ出版机构及版次时间ꎬ页码ꎮ 举例:

冯仲平:« 中英发展面向 ２１ 世纪的新型伙伴关系» ꎬ载王振华等主编:« 重塑英

国» 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ꎬ第 ３０５ 页ꎮ
３.会议论文

其引文注释的格式为:作者ꎬ论文题目( 加书名号) ꎬ研讨会名称( 加双引号) 论文ꎬ

地点ꎬ时间ꎮ
举例:

裘元伦:« 欧盟未来全球战略地位的三项决定因素» ꎬ“ 中国欧洲学会第五届年会”

论文集ꎬ吴江ꎬ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６ － ９ 日ꎮ
４.学位论文

其注释格式为:作者ꎬ论文题目( 加书名号) ꎬ博( 硕) 士论文ꎬ学校( 名称) ꎬ年份ꎬ

页码ꎮ 举例:

王凤鸣:« 工党在英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ꎬ博士论文ꎬ北京大学ꎬ１９９７

年ꎬ第 ９ 页ꎮ

５.报纸文章

报纸上的文章ꎬ需在作者、文章题目后注明报纸的名称和出版日期ꎮ 举例:

版ꎮ

钱乘旦:« 从全球视阈看现代化进程» ꎬ« 人民日报 » ꎬ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ꎬ第 ７

二

外文文献

本部分以英文文献为例加以说明ꎬ其他外文如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俄文等ꎬ按照
该语种文献的通约惯例执行ꎮ
( 一) 著作
注释外文著作ꎬ各个类项的标注次序为:著者ꎬ书名( 斜体) ꎬ出版机构ꎬ版次时间ꎬ

页码ꎮ 外文作者名字一律以名前姓后的顺序列出ꎮ 举例:

Ｅｒｎｓｔ Ｂ. Ｈａａｓ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ꎬ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４ꎬ ｐｐ.８６ － １１３.

如为编著ꎬ则编者姓名后加“ ｅｄ.” ꎻ编者为二人ꎬ则加“ ｅｄｓ.” ꎮ 举例:

Ｍａｒｉｏ Ｔｅｌｏꎬ ｅｄ.ꎬ Ｓｔａｔｅꎬ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ꎬ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 ２０１２ꎬ ｐ.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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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ａｉｇ Ａ.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Ｍ. Ｓｍｅｅｄｉｎｇꎬ ｅｄｓ.ꎬ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１２ － １８.

如著作者为三人及以上ꎬ第一位作者( 编者) 姓名之后可省略为“ ｅｔ ａｌ.” ꎮ 举例:

Ａｎｄｙ Ｄｒｅｈ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Ｇａｕｇｉｎｇ Ｉｔ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ꎬ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１６.

( 二) 文章

１.期刊论文

注释外文刊物上的文章ꎬ则各类项次序为:作者ꎬ文章标题( 加双引号) ꎬ刊物名称

( 斜体) ꎬ卷次ꎬ期号ꎬ年份ꎬ页码ꎮ

Ａｎｄｒｅｗ Ｍｏｒａｖｃｓｉｋꎬ “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３１ꎬ Ｎｏ.４ꎬ １９９３ꎬ
ｐｐ.４８１ － ４８３.

２.文集中的文章

其标注次序为:作者ꎬ文章标题( 加双引号) ꎬ文集编者ꎬ文集名称( 斜体) ꎬ出版社ꎬ

版次ꎬ页码ꎮ 举例:

Ｊａｍｅｓ Ｎ. Ｒｏｓｅｎａｕꎬ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Ｏｒｄｅｒꎬ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ｉｎ Ｊａｍｅｓ

Ｒｏｓｅｎａｕ ａｎｄ Ｅｒｎｓｔ Ｏｔｔｏ Ｃｚｅｍｐｉｅｌꎬ ｅｄｓ.ꎬ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２ꎬ ｐｐ.３ － ４.
３.会议论文

Ｍａｃｈａｅｌ Ｊ. Ｇｏｒｇｅｓꎬ “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ｍꎬ”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Ｂｉｅｎｎｉ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ꎬ Ｓｅａｔｔｌｅꎬ Ｍａｙ ２９ －Ｊｕｎｅ １ꎬ１９９７.
４.报纸文章

外文报纸上的文章ꎬ则标注为:作者、文章标题( 加双引号) 、报纸名称( 斜体) 、时

间ꎮ 举例:

Ｐｅｔｅｒ Ｒｉｃｋｅｔｔｓꎬ“ Ｎｏ － ｄｅａｌ Ｂｒｅｘ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Ｄａｍａｇ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ꎬ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ꎬ ２０１８.

三

数字文献

数字文献标注时ꎬ作者、文献名称等类项同上述相应体例ꎬ同时需注明详细的互联
网网址和访问的具体时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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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Ｅｇｅｎｈｏｆｅｒꎬ ｅｔ ａｌ.ꎬ“ Ｔｈｅ Ｅｖｅｒ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Ｕｎｉｏｎ: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

ｒｙ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ＣＥＰＳ Ｐａｐｅｒ￣
ｂａｃｋｓꎬ１８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ꎬｐ.１６ꎬ ｈｔｔｐ: / / ｃｅｐｓ.ｅｕ / ｂｏｏｋ / ｅｖｅｒ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 ｕｎｉｏｎ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ｈｉｓ￣

ｔｏｒ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ｍａｋｉｎｇ －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 ｕｎ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

其他注意事项:
１.重复引用

在同一篇文章中ꎬ如需重复引用同一文献ꎬ则标注格式如下:
(１) 连续引用ꎮ
中文文献ꎬ标注为:同上( 书) ꎬ第 ×页ꎮ 外文文献ꎬ则标注为:Ｉｂｉｄ.ꎬ ｐ. ×ꎮ
(２) 非连续引用同一文献ꎮ

不论中外文ꎬ皆只需注明著作者、文献名和页码ꎮ
２.转引

(１) 中文文献
先将转引文献按上述注释体例列出ꎬ以分号结束ꎮ 再以“ 转引自” 将来源文献按

相应方式注出ꎮ 举例:
Ｂａｒｒｙ Ｅ.Ｃａｒｔｅｒ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ａｐｈａｚａｒｄ Ｕ.Ｓ.Ｌｅ￣

ｇ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 ꎬ７５ Ｃａｌ.Ｌ.Ｒｅｖ.１１５９ ( １９８７) ꎬｐ.１１６６ꎻ 转引自简基松、王宏鑫: « 美国对俄
罗斯经济制裁之国际法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 ꎬ载« 法学评论» ꎬ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ꎮ
(２) 外文文献

Ｇｉｊｓ Ｊａｎ Ｂｒａｎｄｓｍａꎬ Ｂａｃｋｓｔａｇｅ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ｏｍｉｔｏｌｏｇｙꎬ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Ｕｔｒｅｃｈ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０ꎻ ｑｕ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Ｒｉｎｕｓ ｖａｎ
Ｓｃｈｅｎｄｅｌｅｎꎬ Ｍｏｒｅ 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 ｉｎ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Ｌｏｂｂ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Ｕꎬ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６９ － ７０.

本体例从现在开始全面实行ꎬ请各位作者参照执行ꎮ
本刊编辑部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