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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编写规范» 的公告

现发布 «民航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编写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４５—

２０２０)ꎬ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ꎬ 原 «民航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编写内

容及格式要求» (ＭＤ￣ＣＡ￣２０１４￣０２) 同时废止ꎮ

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机场司负责管理和解释ꎬ 由中国

民航出版社出版发行ꎮ

中国民用航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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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规范民航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编制工作ꎬ 统一标准编写的内容和格式要求ꎬ 确

保标准编写质量ꎬ 民航局机场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首次以管理文件的形式印发了 «民航

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编写内容及格式要求» (ＭＤ￣ＣＡ￣２０１４￣０２)ꎮ 该管理文件自发布以

来ꎬ 在加强标准的规范化管理以及确保标准编写和出版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随着民航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编校出版经验的逐步积累ꎬ 原管理文件的部分条款需要

进一步修改完善ꎮ 此外ꎬ 修订该管理文件也是落实民航局工程建设标准改革的任务

之一ꎮ 根据国家对标准编写的有关要求ꎬ 结合多年编校出版的经验ꎬ 并参考其他部

委的先进做法ꎬ 本次修订进一步规范了标准的命名、 术语定义、 符号、 代号、 图例

等内容ꎬ 更名为 «民航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编写规范»ꎬ 以行业标准的形式予以发布ꎮ

本规范共分为 ６ 章和 ２ 个附录ꎬ 主要包括总则、 标准结构、 层次划分及编号、

格式编排、 引用标准、 编写规则、 标准层次编号示例、 标准字体和字号等ꎮ 本规范

的日常管理工作由中国民航出版社有限公司负责ꎮ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ꎬ 请

函告本规范日常管理组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熙门北里甲 ３１ 号中国民航出版社

有限公司ꎻ 电话: ０１０－６４２１１０６７ꎻ 邮箱: ｃｃａｐｈｂｊ＠ １２６ ｃｏｍ)ꎬ 以便修订时参考ꎮ

主编单位: 中国民用航空局机场司

参编单位: 中国民航出版社有限公司

中国民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主　 　 编: 马志刚　 郑　 斐

参编人员: 王迎霞　 吕　 青　 李　 超　 韩景峰　 赵继伟　 覃　 岭

主　 　 审: 李大伟　 李春风

参审人员: 姜昌山　 王建萍　 廖志高　 黄品立　 李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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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 ０ １　 为加强民航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编制工作的管理ꎬ 统一标准编写要求ꎬ 确保标准编写质

量ꎬ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 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 «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范» 等ꎬ 制定本规范ꎮ

１ ０ ２　 本规范适用于民航工程建设行业标准 (以下简称标准) 的编写内容及编写格式ꎮ

１ ０ ３　 标准的编写应做到重点突出ꎬ 格式规范ꎬ 逻辑严谨ꎬ 结构清晰ꎬ 语言精炼ꎬ 用词准确ꎬ

规定明确ꎮ

１ ０ ４　 在编写标准条文的同时ꎬ 应编写标准的条文说明ꎬ 并同时出版ꎬ 配套使用ꎮ

１ ０ ５　 标准的编写除应符合本规范外ꎬ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ꎮ

１ ０ ６　 标准的正式文本应由标准批准部门指定的出版机构出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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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标准结构

２ １　 一般规定

２ １ １　 标准应由前引部分、 正文部分、 补充部分和条文说明部分组成ꎮ

２ ２　 前引部分

２ ２ １　 前引部分包括封面、 扉页、 发布公告、 前言和目次ꎮ

２ ２ ２　 封面应包括标准类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文献分类符号 “ＵＤＣ Ｐ”、 标准编

号、 标准名称、 英文译名、 发布日期、 施行日期和发布机构等ꎮ

２ ２ ３　 标准编号由标准代号 “ＭＨ”、 顺序号和年号组成ꎮ 推荐性标准代号后应加 “ / Ｔ” 表示ꎮ

２ ２ ４　 标准名称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应简练明确地反映标准的主题内容ꎻ

２　 宜由标准的对象、 用途和特征名组成ꎻ

３　 特征名应采用 “指南” “标准” “规范” 或 “规程” 等ꎮ

２ ２ ５　 扉页应包括标准类别、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英文译名、 主编单位、 批准部门、 施行日

期和出版机构等ꎮ

２ ２ ６　 发布公告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１　 标题及公告号ꎻ

２　 标准名称和编号ꎻ

３　 标准施行日期ꎻ

４　 全面修订的标准应列出被替代标准的名称、 编号和废止日期ꎻ

５　 局部修订的标准ꎬ 应采用 “经此次修改的原条文同时废止” 的典型用语予以说明ꎻ

６　 批准部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ꎮ

２ ２ ７　 前言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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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标准编制或修订的背景ꎬ 包括任务来源等ꎻ

２　 概述标准编制的主要工作和主要技术内容ꎻ 对修订的标准ꎬ 还应简述主要技术内容的变

更情况ꎻ

３　 标准的管理部门、 日常管理机构ꎬ 以及具体技术内容解释单位的名称、 电话、 电子邮箱

和通信地址ꎻ

４　 主编单位、 参编单位、 主编人员、 参编人员、 主审人员和参审人员名单ꎮ

２ ２ ８　 目次应包括章名、 节名、 附录名、 标准用词说明、 引用标准名录及其起始页码ꎮ

２ ３　 正文部分

２ ３ １　 正文部分包括总则、 术语和符号、 技术内容ꎮ

２ ３ ２　 总则应包括标准制定的目的、 适用范围、 共性要求以及执行相关标准的要求等ꎮ

２ ３ ３　 标准制定的目的应说明标准制定理由和依据ꎮ

２ ３ ４　 标准的适用范围应与标准名称及其技术内容一致ꎬ 并采用 “本标准 (指南、 规范、 规

程) 适用于” 的典型用语ꎻ 有不适用的内容时ꎬ 应说明标准的不适用范围ꎬ 并采用 “本标

准 (指南、 规范、 规程) 不适用于” 的典型用语ꎮ

２ ３ ５　 标准的共性要求应为涉及整个标准的基本原则ꎬ 或是与大部分章、 节有关的基本要求ꎮ

共性要求内容较多时ꎬ 可独立成章或节ꎬ 章名宜采用 “基本规定”ꎬ 节名宜采用 “一般规定”ꎮ

２ ３ ６　 执行相关标准要求应采用 “ꎬ 除应符合本标准 (指南、 规范、 规程) 外ꎬ 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的典型用语ꎮ

２ ３ ７　 标准中采用的术语和符号 (代号、 缩略语)ꎬ 当现行标准中尚无统一规定ꎬ 且需要给出

定义或涵义时ꎬ 可独立成章ꎬ 集中列出ꎮ 只有术语或只有符号时ꎬ 章名可简化为 “术语” 或

“符号”ꎮ 当内容少时ꎬ 可不设此章ꎮ

２ ３ ８　 当标准条文里的术语在现行同级或上级基础标准已有统一规定时ꎬ 不需要再列出ꎻ 当相

关术语标准已有相同的术语ꎬ 但本标准中的概念或定义角度有差别时ꎬ 可在本标准中列出ꎮ 术

语应按出现顺序给出定义和英文译名ꎮ 除专用名词外ꎬ 英文译名应小写ꎮ

２ ３ ９　 术语和符号 (代号、 缩略语) 分别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标准编写规则第 １ 部分: 术

语» (ＧＢ / Ｔ ２０００１ １) 和 «标准编写规则第 ２ 部分: 符号» (ＧＢ / Ｔ ２０００１ ２) 的规定ꎮ

２ ３ １０　 技术内容的编写ꎬ 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应规定需要遵守的准则和达到的技术要求以及采取的技术措施ꎬ 不得叙述其目的或

理由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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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定性和定量应准确ꎬ 并有充分的依据ꎻ

３　 纳入标准的技术内容ꎬ 应成熟且行之有效ꎻ

４　 标准之间不得相互抵触ꎬ 相关的标准条文内容应协调一致ꎻ

５　 章节构成应合理ꎬ 层次划分应清楚ꎬ 编排格式应符合统一要求ꎻ

６　 技术内容表达应准确无误ꎬ 文字表达应逻辑严谨、 简练明确、 通俗易懂ꎻ

７　 表示严格程度的用词应恰当ꎬ 并应符合标准用词说明的规定ꎻ

８　 同一术语或符号应始终表达同一概念ꎮ

２ ４　 补充部分

２ ４ １　 补充部分包括附录、 标准用词说明和引用标准名录ꎮ

２ ４ ２　 附录应与正文有关ꎬ 并被正文条文所引用ꎮ 附录应属于标准的组成部分ꎬ 其内容具有与

正文条文同等的效力ꎮ

正文条文引用附录时ꎬ 可采用 “应符合本标准 (指南、 规范、 规程) 附录×的有关规

定” 或 “可按本标准 (指南、 规范、 规程) 附录×的规定取值” 或 “宜按本标准 (指

南、 规范、 规程) 附录×的方法计算” 等典型用语ꎮ

附录的编写要求应与正文一致ꎮ

２ ４ ３　 标准中表示严格程度的用词应采用规定的典型用词ꎮ 标准用词说明应单独列出ꎬ 编排在

正文之后ꎬ 有附录时应排在附录之后ꎮ 典型用词及其说明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表示很严格ꎬ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ꎬ 反面词采用 “严禁”ꎻ

２　 表示严格ꎬ 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ꎬ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ꎻ

３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ꎬ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ꎬ 反面词采用 “不宜”ꎻ

４　 表示有选择ꎬ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ꎬ 采用 “可”ꎮ

２ ４ ４　 引用标准名录的编写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引用标准名录应列出标准正文所引用过的标准或参照采纳的国际标准、 国外标准ꎬ 其内

容应包括标准名称及编号ꎬ 标准编号应与正文的引用方式一致ꎻ

２　 应按照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及参照采纳的国际标准或国外标准的层次ꎬ 依次

列出ꎻ

３　 每个层次有多个标准时ꎬ 应按先工程建设标准、 后产品标准的顺序ꎬ 依标准编号顺序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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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ꎻ

４　 参照采纳的国际标准或国外标准应按先国际标准、 后国外标准的顺序ꎬ 依标准编号顺序

排列ꎮ

２ ５　 条文说明部分

２ ５ １　 条文说明应列于正文每条条款之后ꎮ

２ ５ ２　 条文说明的编写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正文中的条文应编写相应的条文说明ꎬ 当正文条文简单明了、 易于理解无需解释时ꎬ 可

不作说明ꎻ

２　 应解释和说明该条文制修订的目的、 原因、 背景、 依据ꎬ 标准用词、 用语的涵义以及在

执行中需注意的事项等ꎬ 所引用的数据和资料应准确、 可靠ꎬ 对引用的重要数据和图表还应说

明出处ꎬ 以及与正文的关系ꎻ

３　 表述应严谨明确、 简练易懂ꎬ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ꎻ

４　 条文说明对严格程度用词的解释必须与条文保持一致ꎻ

５　 内容相近的相邻条文可合写说明ꎬ 起止条号可采用 “ ~ ” 连接ꎻ

６　 对修订或局部修订的标准条文ꎬ 应相应修改其条文说明ꎬ 并对新旧条文进行对比说明ꎬ

未修改的条文宜保留原条文说明ꎮ

２ ５ ３　 条文说明不具备法律效力ꎬ 不得对标准正文的内容作补充规定或加以引申ꎬ 不得写入涉

及国家规定的保密内容ꎬ 不得写入具体公司及工厂名称、 品牌及设备名称ꎬ 不得写入有损公平、

公正原则的内容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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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层次划分及编号

３ １　 层次划分

３ １ １　 标准正文应按章、 节、 条、 款、 项划分层次ꎮ 在同一层次中应按先主后次、 共性优先的

原则进行排序ꎮ

３ １ ２　 章是标准的分类单元ꎬ 节是标准的分组单元ꎬ 条是标准的基本单元ꎮ 条应表达一个具体

内容ꎬ 当其层次较多时ꎬ 可细分为款ꎬ 款亦可再分成项ꎮ

３ ２　 层次编号

３ ２ １　 标准的章、 节、 条编号应采用阿拉伯数字ꎬ 层次之间加圆点ꎬ 圆点应加在数字的右

下角ꎮ

３ ２ ２　 章的编号应在同一标准内自始至终连续ꎻ 节的编号应在所属的章内连续ꎻ 条的编号应在

所属的节内连续ꎮ

当章内不分节时ꎬ 条的编号中对应节的编号应采用 “０” 表示ꎮ

３ ２ ３　 款的编号应采用阿拉伯数字ꎬ 项的编号应采用带右半括号的阿拉伯数字ꎮ 款的编号应在

所属的条内连续ꎻ 项的编号应在所属的款内连续ꎮ

标准层次编号示例详见附录 Ａꎮ

３ ３　 附　 录

３ ３ １　 附录的层次划分和编号方法应与正文相同ꎮ 但附录的编号应采用大写正体英文字母ꎬ 从

“Ａ” 起连续编号ꎮ 编号应写在 “附录” 两字后面ꎮ 例如: 附录 Ａꎻ Ａ ２ꎻ Ａ ２ １ 等ꎮ 附录号不

得采用 “Ｉ” “Ｏ” “Ｘ” 三个字母ꎮ

３ ３ ２　 附录应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编排ꎮ 附录应设置标题ꎬ 其排列格式应在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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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号后空一字加标题居中ꎻ 每个附录应另页编排ꎮ

３ ３ ３　 附录中表、 公式、 图的编号方法应与正文中的表、 公式、 图的编号方法一致ꎮ

３ ３ ４　 当一个附录中的内容仅为一个表时ꎬ 不应编节、 条号ꎬ 应在附录号前加 “表” 字编号ꎮ

例如附录 Ｃ 为一个表ꎬ 其编号为 “表 Ｃ”ꎮ

３ ３ ５　 当一个附录中的内容仅为一个图时ꎬ 不应编节、 条号ꎬ 应在附录号前加 “图” 字编号ꎮ

例如附录 Ｃ 为一个图ꎬ 其编号为 “图 Ｃ”ꎮ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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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格式编排

４ ０ １　 标准中的每章应另起一页编排ꎮ “章” “节” 应设置标题ꎬ 其排列格式应在 “章” “节”

后空一字加标题居中ꎻ “条” 号从左起顶格书写ꎻ “款” 号从左起空二字书写ꎻ “项” 号从左起

空二字书写ꎬ 其内容应在编号后接排ꎬ 换行时应左起顶格书写ꎮ 若条文分段叙述时ꎬ 每段第一

行均左起空二字书写ꎮ

４ ０ ２　 术语、 符号一章ꎬ 当同时存在术语和符号时ꎬ 应分节编写ꎮ

每个术语应编为一条ꎬ 其内容应包括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术语定义ꎮ 中文名称和英文名

称应在编号后空一字书写ꎬ 中文名称后空两字书写英文对应词ꎬ 术语定义应在英文名称换行后

空两字书写ꎮ

符号内容应包括符号及其涵义ꎬ 符号与涵义之间应加破折号ꎬ 符号的计量单位不应列出ꎮ

符号可不编号ꎬ 但应按字母顺序排列ꎮ 对性质相同的多个符号可归为一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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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引用标准

５ ０ １　 行业标准可引用国家标准或相关行业标准ꎬ 不应引用地方标准和规范性文件ꎮ

５ ０ ２　 当标准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标准的有关内容时ꎬ 不应引用其名称和编号ꎬ 应将采纳的相

关内容结合标准编写的实际ꎬ 作为标准的正式条文列出ꎮ

５ ０ ３　 当标准中涉及的内容在有关的标准中已有规定时ꎬ 宜引用这些标准代替详细规定ꎬ 不宜

重复被引用标准中相关条文的内容ꎮ

５ ０ ４　 对标准条文中引用的标准ꎬ 在其修订后不再适用时ꎬ 应指明被引用标准的名称、 代号、

顺序号、 年号ꎻ 在其修订后仍适用时ꎬ 应指明被引用标准的名称、 代号和顺序号ꎬ 不写年号ꎮ

５ ０ ５　 条文中引用本标准其他条文时ꎬ 应采用 “符合本标准 (指南、 规范、 规程) 第× × ×条

的规定” 的典型用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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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编写规则

６ １　 一般规定

６ １ １　 标准的编号应符合工程建设标准管理的有关规定ꎮ 标准一经编号ꎬ 其顺序号不应改变ꎮ

经修订重新发布ꎬ 应将原标准发布年号改为重新发布的年号ꎮ

６ １ ２　 标准条文应采用文字表达ꎬ 当采用文字不易表达或表达尚不清楚时ꎬ 可辅以图说明ꎮ

６ １ ３　 页码的编写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标准必须编排页码ꎻ

２　 前言和目次的内容多于一页时ꎬ 应单独采用正体大写罗马数字从 “Ⅰ” 开始编排页码ꎻ

３　 正文首页起用阿拉伯数字从 “１” 开始另编页码ꎬ 页码应列于页面下方居中位置ꎬ 数字

两边应加一字线修饰ꎮ

６ １ ４　 书眉的编写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１　 应从标准的前言开始ꎬ 在每页书眉位置编排标准的名称、 编号及章名ꎻ

２　 奇数页码应在书眉的右侧顶格排标准的章名ꎻ 偶数页码应在书眉的左侧顶格排标准的名

称及编号ꎻ

３　 书眉与正文间应用细实线分开ꎮ

６ １ ５　 标准中文字字体和字号应符合附录 Ｂ 的要求ꎮ

６ ２　 典型用语

６ ２ １　 标准条文中ꎬ “条” “款” 之间承上启下的连接用语ꎬ 应采用 “符合下列规定” 或 “符

合下列要求” 等典型用语ꎮ

６ ２ ２　 在本标准条文中引用其他条文时ꎬ 应采用 “符合本标准 (指南、 规范、 规程) 第× × ×

条的规定” 或 “按本标准 (指南、 规范、 规程) 第× × ×条的规定采用” 等典型用语ꎮ

６ ２ ３　 在本标准条文中引用其他表、 公式时ꎬ 应分别采用 “按本标准 (指南、 规范、 规程) 表

× × ×的规定取值” 和 “按本标准 (指南、 规范、 规程) 公式 (× × ×) 计算” 等典型用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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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４　 在叙述性文字中描述偏差范围时ꎬ 应采用 “允许偏差为” 的典型用语ꎬ 不应写成大于

(或小于)、 超过等ꎮ

６ ２ ５　 在引用国际民航组织附件相关内容时ꎬ 应采用如 “附件 １４ 第Ⅱ卷第 ３ 章” 的典型用语ꎬ

不应写成 “附件十四第二卷第三章”ꎮ

６ ３　 图

６ ３ １　 标准中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时ꎬ 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ꎮ

６ ３ ２　 图应有编号和图名ꎮ 编号与图名之间应空一字ꎮ 编号和图名应列于图的下方居中位置ꎮ

６ ３ ３　 条文中图应按条号前加 “图” 字编号ꎮ 当一个条文中有多个图时ꎬ 应在条号后加图的顺

序号ꎬ 其间用半字线连接ꎮ 如第 ３ １ ４ 条有两个图ꎬ 其编号应分别为 “图 ３ １ ４－１” 和 “图

３ １ ４－２”ꎮ

６ ３ ４　 一幅图由多幅分图组成时ꎬ 应在每幅分图下方采用 (ａ)、 (ｂ)、 (ｃ) 顺序编号并书

写分图名ꎮ

６ ３ ５　 图应排在有关条文内容之后ꎬ 并应与条文的内容相呼应ꎮ 条文中必须引出所采用的图ꎮ

可采用括号标示出图的编号ꎬ 或采用 “如图× × ×所示” 的典型用语ꎮ

６ ３ ６　 图中需要说明的项目可采用直接标示的方法ꎬ 也可采用按序号 １、 ２、 ３ 等的顺序排列标

示的方法ꎮ 在图外ꎬ 说明文字应在图的编号及图名下方居中排列ꎮ

示例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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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２:

６ ３ ７　 图的标绘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ꎮ

６ ４　 表

６ ４ １　 当条文中采用表有利于对标准的理解时ꎬ 宜采用表格的方式表述ꎮ

６ ４ ２　 表应有编号和表名ꎮ 编号与表名之间应空一字ꎮ 编号和表名应列于表格上方居中位置ꎮ

６ ４ ３　 条文中的表应按条号前加 “表” 字编号ꎮ 当一个条文中有多个表时ꎬ 应在条号后加表的

顺序号ꎬ 其间用半字线连接ꎮ 如第 ３ １ ４ 条有两个表ꎬ 其编号应分别为 “表 ３ １ ４－１” 和 “表

３ １ ４－２”ꎮ

６ ４ ４　 表应排在有关条文内容之后ꎬ 并应与条文的内容相呼应ꎮ 条文中必须引出所采用的表ꎮ

可采用 “符合表× × ×的规定” “按表× × ×的规定确定” 或 “如表× × ×所示” 的典型用语ꎮ

６ ４ ５　 表的外框线应采用粗实线ꎬ 其他表线应为细实线ꎮ 表左右应封闭ꎮ 表头中不应使用

斜线ꎮ

６ ４ ６　 表中的栏目和数值可根据情况横列或竖列ꎮ 表格需跨页时ꎬ 应重复表头ꎬ 并在表的上部

外框线右侧顶格加 “续表” 二字ꎮ

６ ４ ７　 表内数值对应位置应对齐ꎬ 表栏中文字或数字相同时ꎬ 应重复写出ꎮ 当表栏中无该数据

时ꎬ 应以短横线表示ꎮ

６ ４ ８　 表中各栏数值的计量单位相同时ꎬ 应把共同的计量单位加括号后紧接表名右方书写ꎮ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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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单位不同时ꎬ 应将计量单位分别写在各栏标题或各栏数值的右方或正下方ꎮ 表名或各栏标

题中的计量单位宜加圆括号ꎮ

６ ５　 公　 式

６ ５ １　 条文中的公式应按条号编号ꎬ 并加圆括号ꎬ 列于公式右侧顶格ꎮ 当同一条文中有多个公

式时ꎬ 应连续编号ꎬ 其间用半字线连接ꎮ 如第 ３ １ ４ 条有两个公式ꎬ 其编号应分别为 “３ １ ４－

１” 和 “３ １ ４－２”ꎮ

６ ５ ２　 公式应居中书写ꎮ

６ ５ ３　 公式应接排在有关条文之后ꎬ 并应与条文内容相呼应ꎮ 条文中应引出所采用的公式ꎮ 可

采用 “按× × ×计算” 等典型用语ꎮ

６ ５ ４　 公式中符号的涵义和计量单位ꎬ 应在公式下方 “式中” 二字后注释ꎮ 公式中多次出现的

符号ꎬ 应在第一次出现时加以注释ꎬ 以后出现时可不重复注释ꎮ

６ ５ ５　 公式中符号的注释不得再出现公式ꎮ “式中” 二字应左起顶格ꎬ 加冒号后接写需注释的

符号ꎮ 符号与注释之间应加破折号ꎬ 破折号占两字ꎮ 每条注释均应另起一行书写ꎮ 若注释内容

较多需要回行时ꎬ 文字应在破折号后对齐ꎬ 各破折号也应对齐ꎮ

示例:

６ ５ ６　 公式应只给出最后的表达式ꎬ 不应列出推导过程ꎮ 在公式符号的解释中ꎬ 可包括简单的

参数取值规定ꎬ 不得作其他技术性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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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６　 数　 值

６ ６ １　 标准中的数值应采用阿拉伯数字ꎮ 但在叙述性文字中ꎬ 表达非物理量的数字为一至九

时ꎬ 可采用中文数字书写ꎮ 例如: 三力作用于一点ꎮ

６ ６ ２　 分数、 百分数和比例数的书写ꎬ 应采用数学符号表示ꎮ 例如: 四分之三、 百分之三十四

和一比三点五ꎬ 应分别写成 ３ / ４、 ３４％和 １ ∶ ３ ５ꎮ

６ ６ ３　 当书写的数值小于 １ 时ꎬ 必须写出前定位的 “０”ꎬ 小数点应采用圆点ꎮ 例如: ０ ００１ꎮ

６ ６ ４　 标准中标明量的数值ꎬ 应反映出所需的精确度ꎮ 数值的有效位数应全部写出ꎮ 例如: 级

差为 ０ ２５ 的数列ꎬ 数列中的每一个数均应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二位ꎮ １ ５、 １ ７５ 和 ２ 应分别写成

１ ５０、 １ ７５ 和 ２ ００ꎮ

６ ６ ５　 当多位数的数值需采用 １０ 的幂次方式表达时ꎬ 有效位数中的 “０” 必须全部写出ꎮ 例

如: １０００００ 这个数ꎬ 若已明确其有效位数是三位ꎬ 则应写成 １００×１０３ꎬ 若有效位数是一位ꎬ 则应

写成 １×１０５ꎮ

６ ６ ６　 多位数数值不应断开换行、 换页ꎮ

６ ６ ７　 多位数 (标识年号的四位数除外) 均应从小数点符号起ꎬ 向左或向右每三位数字为一

组ꎬ 组间空 １ / ４ 个字的空隙ꎮ 例如: ２３ ４５６　 ２ ３４５ ６７　 １９８７ (年号)

６ ６ ８　 带有表示偏差范围的数值ꎬ 应按下列方式书写:

２０℃±２℃或 (２０±２)℃ 　 　 不应写成 ２０±２℃ꎻ

２０℃ ＋２
－１℃ 不应写成２０＋２

－１℃ꎻ

０ ６５±０ ０５ 不应写成 ０ ６５± ０５ꎻ

(５５±４)％ 不应写成 ５５±４％或 ５５％±４％ꎮ

６ ６ ９　 表示参数范围的数值ꎬ 应按下列方式书写:

１０Ｎ~１５Ｎ 或 (１０~１５) Ｎ 不应写成 １０~１５Ｎꎻ

１０％~１２％ 不应写成 １０~１２％ꎻ

１ １×１０５ ~１ ３×１０５ 不应写成 １ １~１ ３×１０５ꎻ

１８° ~３６°３０′ 不应写成 １８~３６°３０′ꎻ

１８°３０′~ －１８°３０′ 不应写成±１８°±３０′ꎮ

６ ６ １０　 带有长度单位的数值相乘ꎬ 应按下列方式书写:

外形尺寸 ｌ × ｂ × ｈ (ｍｍ): ２４０×１２０×６０ꎬ 或 ２４０ｍｍ×１２０ｍｍ×６０ｍｍꎬ 不应写成 ２４０ × １２０

×６０ｍ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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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计量单位和符号

６ ７ １　 标准中的物理量和有数值的单位应采用符号表示ꎬ 不应使用中文、 外文单词 (或缩略

词) 代替ꎮ 例如:

重量不小于 ５０ ｔ　 　 　 　 　 　 不应写成重量不小于 ５０ 吨ꎻ

时间不宜超过 ２４ ｈ 不应写成时间不宜超过 ２４ ｈｒｓꎮ

６ ７ ２　 符号代表特定的概念ꎬ 代号代表特定的事项ꎮ 在条文叙述中ꎬ 不得使用符号代替文字说

明ꎮ 例如:

钢筋每米重量 不应写成钢筋每 ｍ 重量ꎻ

大于 １２ 倍板厚 不应写成>１２ 倍板厚ꎻ

结果以百分数表示 不应写成结果以％表示ꎮ

６ ７ ３　 在标准中应正确使用符号ꎮ 单位的符号应采用正体字母ꎮ 物理量的主体符号应采用斜体

字母ꎬ 上角标、 下角标应采用正体字母ꎬ 其中代表序数的 ｉ、 ｊ 为斜体ꎮ 代号应采用正体字母ꎮ

６ ７ ４　 当标准条文中列有同一计量单位的系列数值时ꎬ 可仅在最末一个数值后写出计量单位的

符号ꎮ 例如: １０、 １２、 １４、 １６ＭＰａꎮ

６ ７ ５　 不应将单位的符号和名称混在一起使用ꎮ 例如:

千米每小时或 ｋｍ / ｈ　 　 不应写成千米 /小时或 ｋｍ 每小时ꎮ

６ ７ ６　 数值和单位符号之间应空 １ / ４ 个字的空隙ꎬ 例如: ５ ｍꎻ

用于平面角的上标单位除外ꎬ 例如: ５°６′７″ꎮ

６ ８　 汉字和标点符号

６ ８ １　 标准的文字应采用国家正式公布实施的简化汉字ꎬ 不得采用繁体字、 异体字或非正规简

化字ꎮ

６ ８ ２　 章节名称、 图名、 表名ꎬ 不宜采用标点符号ꎻ 表中各栏最末一句句尾不宜采用标点

符号ꎮ

６ ８ ３　 在条文中不宜采用括号方式表达条文的补充内容ꎻ 当需要使用括号时ꎬ 括号内的文字应

与括号前的内容表达同一含义ꎮ

６ ８ ４　 标点符号应采用中文标点书写格式ꎮ 句号应采用 “ꎮ”ꎬ 不应采用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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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８ ５　 连接号的形式有短横线 “－”、 一字线 “—” 和波浪线 “ ~ ” 三种ꎮ 标示化合物名称、 某

些产品名称和型号ꎬ 连接号码等ꎬ 应使用短横线 “－”ꎻ 标示相关项目 (如时间、 地域等) 的起

止ꎬ 应使用一字线 “—”ꎻ 标示数值范围的起止应使用波浪线 “ ~ ”ꎮ 例如: ３￣戊酮为无色液体ꎻ

ＷＺ￣１０ 直升机ꎻ ２６ 号院 ３￣２￣１１ꎻ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ꎻ 北京—上海航班ꎻ ２５~３０ ｇꎮ

６ ８ ６　 每个标点符号宜占一格ꎮ 各行开始的第一格除引号、 括号和书名号外ꎬ 不得书写其他标

点符号ꎮ

６ ８ ７　 “注” 中或公式的 “式中”ꎬ 其中间注释结束后加分号ꎬ 最后的注释结束后加句号ꎮ

分项列举的各项有一项或多项已包含句号时ꎬ 各项的末尾不应再用分号ꎮ

６ ９　 注

６ ９ １　 注应只给出理解或使用标准的附加信息ꎬ 其内容不应包含技术规定和要求ꎮ 注应少用ꎮ

６ ９ ２　 当条文中有注释时ꎬ 其内容应纳入条文说明ꎮ 当确有必要时ꎬ 可在条文的下方列出ꎮ 注

中不应出现图、 表或公式ꎮ

６ ９ ３　 条文的注、 图注和表注应在 “注” 字后加冒号ꎬ 接写注释内容ꎮ 注释内容换行书写时ꎬ

应与上行内容的首字对齐ꎮ

６ ９ ４　 当条文的注、 图注和表注只有一个时ꎬ 应在注的第一行文字前标明 “注:”ꎻ 当多于一个

时ꎬ 应在 “注” 后按 １、 ２、 ３ 的顺序编号ꎮ

６ ９ ５　 图注应在图的编号及图名下方左起空两字排列ꎻ 表注应在表下左起空两字排列ꎮ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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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编写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４５—２０２０)



６ ９ ６　 条文的脚注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从 “前言” 开始ꎬ 应采用 １)、 ２)、 ３) 等顺序编号ꎻ

２　 在条文中需要注释的词或句子之后应使用与脚注编号相同的上标数字 １)、 ２)、 ３) 等标

明脚注ꎻ

３　 脚注应置于相关页面的下边ꎬ 脚注和条文之间用一条细实线分开ꎮ 细实线长度为版心宽

度的 １ / ４ꎬ 置于页面左侧ꎮ

６ ９ ７　 表的脚注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表的脚注应单独编号并置于表的下方ꎬ 当有表注时ꎬ 应紧跟表注ꎻ

２　 表的脚注应采用上标形式的小写英文字母按 ａ、 ｂ、 ｃ 等顺序编号ꎻ

３　 在表中需注释的位置应以相同的上标形式的小写英文字母标明表的脚注ꎮ

６ ９ ８　 图的脚注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图的脚注应单独编号并置于图名之下ꎬ 当有图注时ꎬ 应紧跟图注ꎻ

２　 图的脚注应采用上标形式的小写英文字母按 ａ、 ｂ、 ｃ 等顺序编号ꎻ

３　 在图中需注释的位置应以相同的上标形式的小写英文字母标明图的脚注ꎮ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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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Ａ　 标准层次编号示例

图 Ａ １　 标准条文层次及编号示例

图 Ａ ２　 标准附录层次及编号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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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Ｂ　 标准字体和字号

表 Ｂ　 标准字体和字号

序号 页别 位置 文字内容 字号和字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封面

右上第一行 分类符号 ＭＨ ６３ 磅 Ｔｉｍｅｓ Ｎｅｗ Ｒｏｍａｎ 加黑

右上第二行 标准编号 小二号 Ｔｉｍｅｓ Ｎｅｗ Ｒｏｍａｎ 加黑

第一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二号黑体

第二行 标准名称 小初号黑体

第三行 标准英文译名 小二号 Ｔｉｍｅｓ Ｎｅｗ Ｒｏｍａｎ 加黑

倒数第二行 发布日期、 施行日期 三号黑体

倒数第一行 中国民用航空局、 发布 二号黑体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扉页

第一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四号黑体

第二行 标准名称 小一号黑体

第三行 标准英文译名 小四号 Ｔｉｍｅｓ Ｎｅｗ Ｒｏｍａｎ 加黑

第四行 标准编号 五号 Ｔｉｍｅｓ Ｎｅｗ Ｒｏｍａｎ 加黑

第五至七行 主编单位、 批准部门、 施行日期 小四号宋体

倒数第一行 出版社名 小四号黑体

１４
１５
１６

发布公告

第一行 公告标题 二号小标宋

第二行 公告文号 四号楷体

— 公告内容、 发布部门、 发布日期 三号仿宋

１９
２０

前言
第一行 前言 三号小标宋

— 前言内容 小四号宋体

２１

２２

２３

目次

第一行 目次 三号小标宋

— 章、 附录的编号和标题ꎬ 标准用词说明ꎬ
引用标准名录ꎬ 及其页码

五号黑体

— 节的编号、 标题和页码 五号宋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标准条文

—

—

—
—
—
—
—
—

章的编号 三号 Ｔｉｍｅｓ Ｎｅｗ Ｒｏｍａｎ 加黑

章的标题 三号宋体

节的编号 四号 Ｔｉｍｅｓ Ｎｅｗ Ｒｏｍａｎ 加黑

节的标题 四号黑体

条编号 五号 Ｔｉｍｅｓ Ｎｅｗ Ｒｏｍａｎ 加黑

条内容ꎬ 款、 项编号和内容ꎬ 公式编号 五号宋体

表编号和名称 小五号黑体

图编号和名称、 图和表中文字 小五号宋体

条文注(脚注)、图注(脚注)、表注(脚注) 六号宋体

页码 小五号 Ｔｉｍｅｓ Ｎｅｗ Ｒｏｍａｎ
３３ 条文说明 — 条文说明内容 五号楷体

３４ 书眉 — 书眉内容 五号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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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ꎬ 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ꎬ 说明如下:

１) 表示很严格ꎬ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ꎬ 反面词采用 “严禁”ꎮ

２) 表示严格ꎬ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ꎬ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ꎮ

３)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ꎬ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ꎬ 反面词采用 “不宜”ꎮ

４) 表示有选择ꎬ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ꎬ 采用 “可”ꎮ

２　 本规范中指定按其他有关标准、 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执行时ꎬ 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

定” 或 “应按的规定执行”ꎮ 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 规范和其他规定执行时ꎬ 写法为 “可

参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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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ꎮ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ꎮ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ꎮ

[１]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一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ＧＢ / Ｔ １ １)

[２] «标准编写规则» (ＧＢ / Ｔ ２０００１)

[３] «标点符号用法» (ＧＢ / Ｔ １５８３４)

[４]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ＧＢ / Ｔ １５８３５)

[５] «公路工程标准编写导则» (ＪＴＧ Ａ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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