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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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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引用样式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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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目录
标准文档类结构名重定义  
?vT2``27 宏包结构名重定义
 自定义页面样式       
 ?2/BM;b 样式        
 Kv?2/BM;b 样式      
 定制左右标记        
 7M+v?/` 宏包        
 定制章节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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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包太雷同志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
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白求恩
一个人偶尔雷人容易，难的是一辈子雷人。
 雷锋
书中自有颜如玉。
 如花
包老师帅得惊动了党中央。
 犀利
-9+9。
 蓝翔技校

YW

再版序
转眼间 MOPUFT 已经两岁了。在这两年间，它在雷友们的帮助下改正了许
多缺点并茁壮地成长着。随着 -"5&9 技术的进步，包老师感觉到零敲碎打缝
缝补补已经不适应新时期的发展；MOPUFT 需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以求得人
民群众的谅解。因为太懒，这个动手改版的日期被一再推迟。然而亡羊补
牢，亦未为迟。

新版改进
新版本力求实现以下几个目标：
 系统性；结构完整，脉络清晰。
 层次性；详略得当，重点突出。
 进步性；技术先进，内容创新。
 一致性；前后呼应，风格统一。
古人云：知易行难。古人又云：法乎其上，得乎其中。为实现这些目
标，本文作出以下具体调整：
 全文按出版业惯例分为三大部分：前置部分，包括封面、标题、版权、
献辞、目录、序、致谢等；主体部分包括九章；后置部分包括跋、附
录、索引等。
 第一章简介，历史回顾部分有较大扩充。
 第二章入门，结构有所调整，重组了对齐和间距、特殊段落、列表等
节，内容也有增强。
 第三章字体，介绍电脑字体相关概念，字符集、编码、字体格式等，
以及字体在 -"5&9 中的应用。由于 9&5&9 日趋成熟，新字体技术方案
得到广泛应用；从前的一些中文解决方案和字体安装配置方法已经过
时。本章由原第七章中文和第八章字体压缩合并而来，增加了 9&5&9
相关内容。
YW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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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数学，结构基本不变，补充了部分示例的代码。
 第五章插图，介绍图形格式及其转换，怎样插入图形，矢量绘图。增
加了色彩模型介绍；若干小节标题略作调整，更加一致。
 METAPOST 145SJDLT 1(' 等绘图工具的介绍因篇幅较长，拆分为三
个独立章节，内容亦有所增强和扩充。
 第九章表格，增加了数字表格和宽表格两节，宽度控制和彩色表格有
所增加和扩充。
 第十章结构，介绍文档结构，标题、目录、长文档、参考文献、索引、
超链接等。
 第十一章布局，介绍页面尺寸，页面样式以及左右标记、章节标记等
的定制，多栏、分页等。
 第十二章应用，包括幻灯、海报、书信、简历、棋谱等内容。
 附录 " 软件安装，未完成。
 附录 # 印刷简史，有图有真相。
 索引，包括人物、组织机构索引。

体例
还没总结好。
 人名，西方人名正文中一般用原文，索引中加中文翻译。中国人和日
本人正文中用中文，索引中加英文翻译。正文中人名第一次出现时附
生卒年份。
 组织、机构、公司、学校等，著名的正文中用中文，比如惠普、微软，
索引中加英文。缩写，著名的正文中直接用，比如 .*5 *#. *40，索
引中有全名；一般的先写中文名，括号内提供英文名和缩写。
 英文大小写，组织、机构、公司、学校等，一般首字母大写；其他词
汇全部小写。
 标点符号，中文间用全角，西文间用半角。
 命令行程序、宏包、-"5&9 命令和环境等用等宽字体。

原版序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曹雪芹
最早听说 -"5&9 大约是  年，一位同事演示了用它排版的一篇文章

和几幅图。包老师 不以为然，因为那些东西用 .JDSPTPGU 8PSE 和 7JTJP 也可
以做到，而且可以做得更快。再次听说它是王垠同学在闹退学，传说他玩
-JOVY 和 -"5&9 而走火入魔。
大约是  年底，看了一下 MTIPSU，用 -"5&9 记了些数学笔记，开始有
点感觉。包老师生性愚钝，所以喜欢相对简单的东西。)5.-、+BWB 都用手
写，'SPOU1BHF、%SFBNXFBWFS、+#VJMEFS 之类笨重的家伙看两眼就扔了，所以
喜欢上 -"5&9 只是时间问题。
次年老妻要写博士论文，拿出 8PSE 底稿让我排版。大家都知道 8PSE
太简单了，谁都能用，但是不是谁都能用好。人称电脑杀手的老妻制作的
8PSE 文档自然使出了各种奇门遁甲，加上她实验室、学校和家里电脑里的
三个 &OE/PUF 版本互不兼容，实在难以驯服。我只好重起炉灶，拿她的博
士论文当小白鼠，试验一下 -"5&9 的威力。
就这样接触了两三年，总算略窥门径，感觉 -"5&9 实在是博大精深，浩
如烟海。而人到中年大脑储存空间和处理能力都有点捉襟见肘，故时常作
些笔记。一来对常用资料和问题进行汇编索引，便于查询；二来也记录一
些心得。
日前老妻吵着要学 -"5&9，便想这份笔记对初学者或有些许借鉴意义，
于是系统地整理了一番，添油加醋包装上市。


当年作博士论文时虽不曾增删五次披阅十载，也被折磨得欲仙欲死，故与室友戏言将此
五绝加入序言。多年以后的今天终于实现了此夙愿。

吾有多重人格，比如本色的是阿黄，下围棋的是隐忍灰衣人，道貌岸然的是包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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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打算分九章，以纪念《九章算术》，实际上第八章完成时已如强
弩之末，最后一章还须另择黄道吉日。
本文第一章谈谈历史背景；第二章介绍入门基础；第三至五章讲解数
学、插图、表格等对象的用法；第六章是一些特殊功能；第七、八章讨论中
文和字体的处理；第九章附加定制内容。
从难易程度上看前两章较简单，插图、字体两章较难。一般认为 -"5&9
相对于微软的傻瓜型软件比较难学，所以这里采取循序渐进，温水煮青蛙
的方法。
初则示弱，麻痹读者；再则巧言令色，请君入瓮；三则舌绽莲花，诱敌
深入；彼入得罄中则摧动机关，关门打狗；继而严刑拷打，痛加折磨；待其
意乱情迷彷徨无计之时，给予当头棒喝醍醐灌顶，虽戛然而止亦余音绕梁。
鄙人才疏学浅功力不逮，面对汗牛充栋罄竹难书 的资料，未免考虑不
周挂一漏万，或有误导，敬请海涵。若有高手高手高高手略拨闲暇指点一
二，在下感激不尽 。
借此感谢一下老妻，如果不是伊天天看韩剧，包老师也不会有时间灌
水和整理这份笔记。




此处用法循阿扁古例。
IVBOHYJOHBOH!HNBJMDPN

致谢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众多网友的帮助和指点，各位反动学
术权威的关心和鼓励。没有你们的帮助，包老师形只影单单枪匹马马不停
蹄也难以完成这件超出本人能力的事情。
在此包老师依据我国法律 ，首先郑重感谢党和政府的栽培，国家和人
民的养育，以及有关部门的领导。感谢铁岭 57，辽宁 57，将来还有可能
感谢 $$57。
其次将网友们的名单公诸于众，以彰显社会良知、公民勇气。以下排
名不分先后，其中多数网友来自水木清华 ##4 5&9 版和 $5&9 论坛。
DBSFXPSO!TNUIPSH

1BMBEJO)-!TNUIPSH

%JFLFO!TNUIPSH

1JTDFT(PME!TNUIPSH

EPOBUFE!TNUIPSH

QSJNFOVNCFS!TNUIPSH

ILLIIL

TOPPQZ[IBP!TNUIPSH

)POHEPOH +J

UFY!TNUIPSH

*.#!TNUIPSH

9JBP ;JHBOH

KKHPE!TNUIPSH

9VCVOUV!TNUIPSH

,PW $IBJ

ZBLVO!TNUIPSH

-BOHQLV!TNUIPSH

ZMJ!TNUIPSH

-JUUMF-FP!TNUIPSH

ZZ[[!TNUIPSH

NFUFPSSBJO!TNUIPSH

张晓南

NJMLTFB!TNUIPSH

贾朋

也借机感谢一下  前站长 +POOZ 和水木清华 ##4 前站长 -FFXBSE。十
余年前，在我开始浸淫于电脑网络时，这两位高手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和影



YY

《中华人民共和国感谢法》， 年  月  日。
 是清华大学校园网早期一个重要的 '51 站点。

YYJ
响。虽然两位高人淡出公众视野已久，但是他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却依然
值得我们缅怀与尊敬。
最后还要感谢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老妻把她的博士论文给我当作学习
-"5

&9 的试验品；大女儿把她的玉照给我当作插图样板；小女儿把她的名字
给我放在献辞页。

广告位招租

第一章 简介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
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
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杨慎《临江仙》
排版是人类生活中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也是传统印刷和电脑出版的核
心活动。在一定的版面内摆放不同型态的对象（如数字、文字、表格和图
形等），以合适的方法表现渲染它们，这个过程就是排版。
排版的版面可以是有固定尺寸的印刷品，也可以是较为灵活的电脑软
件、电子文档，还可以是狂野奔放的网页。

 历史回顾
排版按照历史时期和技术方法可以划分为传统排版和数字排版两大类。
数字排版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光栅图像处理器 SBTUFS JNBHF QSPDFTTPS 3*1 。3*1
出现之前的印刷排版历史可参阅 附录 #。
3*1 生成的点阵图像可以输出到激光照排机或直接制版机等制版设
备，也可以输出到打印机；它的输入可以是页面描述语言 QBHF EFTDSJQUJPO
MBOHVBHF 1%- ，也可以是和输出设备分辨率不同的点阵图像。
3*1 可以是硬件、固件或软件。硬件 3*1 用于高档排版设备， 年
莫诺公司 .POPUZQF $PSQ 的激光照排机 -BTFSDPNQ 就配有硬件 3*1。固件
3*1 在打印机内置微处理器上运行，每一台 1PTU4DSJQU 14 打印机都配有固
件 3*1，比如  年苹果公司的 -BTFS8SJUFS。最早的软件 3*1 是  年的
(IPTUTDSJ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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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页面描述语言是用来描述待输出页面的，它比二进制的图

像数据高级一点，但是正常人类看起来还是会很费劲。所以人们要在它前
面再加一层标记语言 NBSLVQ MBOHVBHF 。图像数据、页面描述语言、标记
语言的关系大致可以比喻为机器码、汇编语言、高级语言。而在排版领域，
5&9 是最精确最强大的标记语言，可谓公鸡中的战斗机。
数字排版的工作流程和主要工具见 表 。本节以下部分将分别回顾常
见的页面描述语言、标记语言和 5&9。
表  数字排版工作流程及主要工具
标记语言
USPê 系列
4(.- 系列
5&9 系列

→

1%14
1%'
%7*

→

3*1
硬件 3*1
固件 3*1
软件 3*1

→

输出设备
激光照排机
直接制版机
打印机

 页面描述语言
1PTU4DSJQU
最早的行式打印机只能打印字符，后来的针式打印机可以用点阵的方
式画出字符，也可以画出粗糙的图形。当时矢量图只能用绘图仪来打印。
 年施乐推出首台激光打印机之后，就一直在想办法精确描述页面
图像，从而结合点阵打印机和绘图仪的优点，同时打印高质量的图形和文
字。 年 3PCFSU ' 4QSPVMM  主持开发了一种格式 1SFTT，后来用于施乐的
9FSPY 4UBS 电脑 一种个人电脑的雏形 。但是 1SFTT 只是一种格式而不是语
言，所以施乐启动了 *OUFS1SFTT 研究计划。
 年，埃文斯·苏泽兰公司 &WBOT  4VUIFSMBOE 的 +PIO & 8BSOPDL
o



正在酝酿一种图形设计语言，也就是后来的 1PTU4DSJQU。 公司

想让他从旧金山分部搬到犹他州总部，他不想搬家就跳槽到了施乐。
埃文斯·苏泽兰的两位创始人 %BWJE $ &WBOT o
4VUIFSMBOE o






和 *WBO &

都是犹他大学的教授，也是 8BSOPDL 的博士导师。他们

 年哈佛大学物理学士，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  年硕士， 年博士。先后供职
于施乐和 4VO，中间还当过一阵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

犹他大学数学系  年学士， 年硕士， 年电脑博士。

犹他物理系  年学士， 年博士。毕业后加入本迪克斯公司 #FOEJY $PSQ ，
年跳槽到犹他电子系， 年创立犹他计算机系。

 年卡耐基梅隆电子学士， 年加州理工学院电子硕士， 年 .*5 电脑博
士。 年国家安全局 /BUJPOBM 4FDVSJUZ "HFODZ /4" 中尉， 年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局

 历史回顾



对施乐挖走得意门生耿耿于怀。 年 4VUIFSMBOE 从施乐挖走另一位弟子
4QSPVMM，成立了一家咨询公司苏泽兰·斯普罗及其同伙 4VUIFSMBOE 4QSPVMM
BOE "TTPDJBUFT 。 年这家公司被 4VO 收购，师徒两位都接着给 4VO 工作。
在施乐这边，8BSOPDL 和 .BSUJO /FXFMM开发了新的图形系统 +B. +PIO
BOE .BSUJO ，它后来被合并到 *OUFS1SFTT 中去。这两位还开发过另一个系统
.B+。
 年，8BSOPDL 和同事 $IBSMFT . (FTDILF o



一起离开施乐，创

立了 "EPCF。/FXFMM 后来也加入了 "EPCF，于是施乐的 *OUFS1SFTT 胎死腹中。
 年 "EPCF 发布 1PTU4DSJQU 后不久，乔帮主 4UFWF +PCT o 跑来
参观，并建议用它来驱动激光打印机。次年，苹果推出了配备 14 解释
器的 -BTFS8SJUFS。之后 "EPCF 分别于  和  年推出了 1PTU4DSJQU  和
1PTU4DSJQU ，这三代 1PTU4DSJQU 都是当时的流行标准。据说  年代 "EPCF
的收入多数来自 14 解释器的许可费。
 年代后期，廉价喷墨打印机的出现使得 1PTU4DSJQU 逐渐式微，因为
14 解释器对它们毕竟是一个成本负担，另外 1PTU4DSJQU 过于复杂，对微处理
器和内存要求都很高。
1%'
 年，"EPCF 推出了另一种格式 QPSUBCMF EPDVNFOU GPSNBU 1%' ，它
在  年成为开放标准 *40 。除了开放，1%' 比起 1PTU4DSJQU 还有其
他一些优势：
t 1%' 基本上是 1PTU4DSJQU 的一个子集，因此更轻便。
t 1%' 支持更先进的字体，具体见第三章。
t 1%' 支持透明图形，还支持动画。
t 1%' 支持加密等安全特性。
虽然拥有上述优势，1%' 最初的推广却并不顺利，因为其读写工具
"DSPCBU 太 贵。后 来 "EPCF 推 出 了 免 费 的 "DSPCBU 3FBEFS 后 更 名 为 "EPCF
3FBEFS ，并不断改进 1%'，终于使它超越了 1PTU4DSJQU，成为网络时代电子
文档的新标准。
%FGFOTF "EWBODFE 3FTFBSDI 1SPKFDUT "HFODZ，%"31" 信息处理主管。 年哈佛电子系副教
授， 年与其学生 4QSPVMM 发明了虚拟现实技术。 年犹他计算机系教授，并与同事
&WBOT 创立埃文斯·苏泽兰。 年创立加州理工计算机系。 年获图灵奖 5VSJOH "XBSE
， 年获冯·诺依曼奖 *&&& +PIO WPO /FVNBOO .FEBM 。

泽维尔大学 9BWJFS 6OJWFSTJUZ  年西方古典学士， 年数学硕士，卡耐基梅隆 
年电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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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页面描述语言
其他页面描述语言还有：
t 爱普生打印机标准码 &QTPO TUBOEBSE DPEF GPS QSJOUFST &4$1 ，主要用
于针式打印机。
t 惠普的打印机命令语言 QSJOUFS DPNNBOE MBOHVBHF 1$- ，主要用于喷
墨打印机。
t 惠普图形语言 )1 HSBQIJDT MBOHVBHF )1(- ，主要用于绘图仪。
t 5&9 家族的设备独立文件格式 EFWJDF JOEFQFOEFOU ëMF GPSNBU %7* ，详
见  节。
t 微 软的 9.- 纸 张 规 范 9.- QBQFS TQFDJëDBUJPO 914 。 年，基
于 914 的 0QFO 914 被 欧 洲 计 算 机 制 造 商 协 会 &VSPQFBO $PNQVUFS
.BOVGBDUVSFST "TTPDJBUJPO 批准为 &$." 标准。

 标记语言
USPì 系列
 年，.*5 的 +FSPNF ) 4BMU[FS o



在参与开发第一个分时操

作 系 统 DPNQBUJCMF UJNFTIBSJOH TZTUFN $544 时，写 了 一 个 文 本 排 版 程 序
36/0''。
后来贝尔实验室的 3PCFSU ) .PSSJT  把 36/0'' 移植到 (&  上，改
名为 SPê。 年，.BMDPMN % .D*MSPZ o



把 SPê 用 #$1- 语言重写，

移植到 %&$ 1%1。
 年，一小撮 6OJY 开发人员想把他们的电脑升级到 1%1，谎称
升级的原因是要给贝尔实验室的东家 "55的专利部门做一个文件排版系
统。技术员 +PTFQI ' 0TTBOOB o



就把 SPê 改写为 OSPê。后来他们

弄到一台王安公司 8BOH -BCPSBUPSJFT 的排版机 8"/( (SBQIJD 4ZTUFNT $"5，
0TTBOOB 又把 OSPê 用 1%1 的汇编语言改写为 USPê。


.*5 电子系  年学士， 年硕士， 年博士，同年留校任教， 年退休。他
是一位从一而终的典范。

哈佛数学系  年学士， 年硕士。 年加入贝尔实验室， 年跳槽到 /4"，
曾任 /4" 电脑安全中心首席科学家， 年退休。他为 6OJY 写了数学库函数。 年他
儿子 3PCFSU 5 .PSSJT o 在康奈尔大学念研究生时，联网到 .*5 释放了第一个电脑蠕
虫；被判三年监禁， 小时社区劳动，罚款一万。

 年康奈尔工程物理学士， 年 .*5 应用数学博士。 年加入贝尔实验室，
 年退休。曾任图灵奖委员会主席。

 年毕业于韦恩州立大学 8BZOF 4UBUF 6OJWFTSJUZ 。

 历史回顾



领导说，小同志啊，现在 $ 语言是三个代表的。0TTBOOB 没日没夜地把
它用 $ 又写了一遍， 行不带注释的程序。领导又说，小同志啊，$"5
已经不时髦了，我们要高瞻远瞩放眼  世纪。0TTBOOB 又去加班，累倒在工
作岗位上，终年  岁。据说他在弥留之际的遗言是，“同志们，不要管我，
抢救公社的……要紧！”包子曰：四流大学小本在大公司里真的很难混啊。
关键时刻，白求恩的老乡 #SJBO 8 ,FSOJHIBO o



挺身而出，把

USPê 改写成独立于排版机的 EJUSPê，还发表了一篇技术报告，" 5ZQFTFUUFS
JOEFQFOEFOU 530'' 。包子曰：编程、灌水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USPê 包含一系列命令，用来设置字体、间距、段落、旁注、脚注等，能
够将字符在页面上任意定位，甚至重叠。当遇到复杂任务时，人们还可以
利用 6OJY 的管道功能，将 USPê 和其他程序结合使用。
 年代贝尔实验室大分家，6OJY 部分卖给了 /PWFMM，其他部分大多
重组进朗讯科技。USPê 也就花落几家，重组后的贝尔实验室一份，朗讯软件
一份，4VO 的创始人之一 #JMM / +PZ o



一份，(/6也搞了一个 HSPê。

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目前 USPê 还是 6OJY 手册的缺省文件格式，但是它在排版方面的领地已
经基本被 -"5&9 和一些所见即所得软件瓜分。
4(.- 系列
 年，*#. 的 $IBSMFT ' (PMEGBSC



和同事 &EXBSE .PTIFS 3BZNPOE

-PSJF 发明了通用标记语言 HFOFSBMJ[FE NBSLVQ MBOHVBHF (.- ，(.- 其实是
他们三人姓氏的首字母。
(.- 把结构、内容、格式分开，这样作者就可以专心写作。另外还可
以为输出设备指定各自的特性文件 QSPëMF ，从而实现设备独立。
 年，(PMEGBSC 等开始改进 (.-。 年标准通用标记语言 TUBO
EBSE HFOFSBMJ[FE NBSLVQ MBOHVBHF 4(.- 成为国际标准 *40 。4(.- 提出
了条目、标签、元素、属性、实体等语法概念，还增加了有效性检验机制。


 年多伦多大学工程物理学士， 年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博士。 年离开贝尔实
验室，加入普林斯顿。 年与同事 "MGSFE 7 "IP  1FUFS + 8FJOCFSHFS一起发明了 "8,
语言。 年与 $ 语言发明人 %FOOJT . 3JUDIJF o 合写了 ǲF $ 1SPHSBNNJOH -BOHVBHF。
 年与同事 3PCFSU 'PVSFS %BWJE . (BZ发明了 ".1- 语言。

 年密歇根大学电子学士， 年伯克利大学电脑硕士。他开发了 WJ 编辑器、$ 4IFMM
DTI ，还参与了 #4% 6OJY、网络文件系统协议 /FUXPSL 'JMF 4ZTUFN /'4 的开发。

 年哥伦比亚学院文学学士， 年哈佛法学博士。做了几年律师后于  年加入
*#.，不知何年离开 *#. 又变回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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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为 4(.- 过于复杂，一直没有流行起来，只有一些大公司或政府部
门在使用。
 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VSPQFBO 0SHBOJ[BUJPO GPS /VDMFBS 3FTFBSDI
$&3/ 的 5JN + #FSOFST-FF o



设计了超文本标记语言 )ZQFS5FYU

.BSLVQ -BOHVBHF )5.- ，并写了浏览器和服务器软件。他认为 )5.- 是
一种 4(.- 的应用。#FSOFST-FF 被称为万维网 XPSME XJEF XFC 之父。
年，#FSOFST-FF 纠 集 欧 盟 委 员 会和 %"31"，在 .*5 创 建 了 万 维 网 联 盟
8PSME 8JEF 8FC $POTPSUJVN 8$ 。
 年，)5.- 成为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OUFSOFU &OHJOFFSJOH 5BTL 'PSDF
*&5' 的建议标准。 年 *&5' 发布了 )5.- 。 年，)5.-  成
为 8$ 推荐标准，同年升级到 ，次年升级到 。
)5.- 擅长表现布局、外观，但是缺乏对内容数据的关怀，所以人们
从  年代中期就开始寻求面向数据交换的新格式。 年 8$ 发布了
在 4(.- 基础上简化来的扩展标记语言 &YUFOTJCMF .BSLVQ -BOHVBHF 9.- ，
 年升级为 9.- 。
从那时起，基于 9.- 的新名词儿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其中和排版
关系比较大的是  年 8$ 发布的数学标记语言 NBUIFNBUJDBM NBSLVQ
MBOHVBHF .BUI.- ， 年升级为 .BUI.- 。
 年豪电脑 )BM $PNQVUFS 4ZTUFNT 和欧莱利出版公司 03FJMMZ .FEJB
推出了 %PD#PPL，一种面向技术文档的标记语言。最初它算是 4(.- 的应
用，9.- 出现后改换门庭，最新版本是  年的 。它采用了显示中性
的方法，用它编写的的内容在出版时可以选择 )5.- 1%' $).  等多种
格式，而用户无须修改源码。
4DSJCF
 年，卡耐基梅隆的 #SJBO , 3FJE o



提交了他的博士论文

4DSJCF " %PDVNFOU 4QFDJíDBUJPO -BOHVBHF BOE JUT $PNQJMFS。 年，3FJE 鼓动
(PMEGBSC 一起参加了一个会议，(PMEGBSC 发现 4DSJCF 和 4(.- 在几处重要概
念上是相似的，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年牛津大学物理学士。 年成为 $&3/ 合同工， 年转正。 年起任南安
普敦大学电子系主任。

$PNQJMFE )5.- )FMQ，微软的一种帮助文件格式，它对 )5.- 进行了索引、压缩。

 年马里兰大学物理学士， 年卡耐基梅隆电脑博士。同年加入斯坦福， 年
终身教职被拒，跳槽到 %&$。 年跳到贝尔实验室， 年跳到卡耐基梅隆。 年跳
到 (PPHMF， 年 (PPHMF 首次公开募股 *10 前被解雇，原因是他 UPP PME。按 *10 的价格，
他损失了  万美元左右，愤而起诉，官司好像还没打完。

 历史回顾



3FJE 在毕业时把 4DSJCF 卖给了一位教授 .JDIBFM * 4IBNPT o



的统

一逻辑公司 6OJMPHJD 。4IBNPT 跟卡耐基梅隆为 4DSJCF 的知识产权打了几年
官司，然后给它装上时间炸弹迫使用户交钱。3JDIBSE . 4UBMMNBO o



谴责说这是对程序员精神的背叛，是对人类的犯罪。4DSJCF 后来无疾而终。

 5&9 家族
包子曰：自施乐以降，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初 4(.- 名
微而众寡，然遂能克 USPê，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 4(.已拥百万之众，挟互联网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土坯据有 1%-，已
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纳德将军既
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公式、算法，保其
岩阻，西和 %PD#PPL，南抚 4DSJCF，外结好土坯，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
命一上将将公式之军以向 ".4、4*".，将军身率算法之众出于 56(，百
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雷太赫可兴矣。
引擎
谈到 5&9，人们首先会想起 %POBME & ,OVUI o

 。

年 ,OVUI

开始写一本关于编译器设计的书，原计划是  章的单行本。不久 ,OVUI 觉
得此书涉及的领域应该扩大，于是越写越多，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
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年完成的初稿居然有  页，据出版商估
计，这些手稿印刷出来需要  页。出书的计划只好改为七卷，每卷一或
两章，这就是 ǲF "SU PG $PNQVUFS 1SPHSBNNJOH


 。

 年普林斯顿物理学士， 年瓦沙学院 7BTTBS $PMMFHF 物理硕士， 年美国大
学 "NFSJDBO 6OJWFSTJUZ 技术管理硕士，耶鲁大学计算机系   年双硕士， 年博士。
 年杜肯大学 %VRVFTOF 6OJWFSTJUZ 法学博士。有冇搞错，七个学位。 年加入卡耐基
梅隆，历任数学、统计、电脑等系科助理教授、客座教授、图书馆馆长、研究所主任等职
位。 年香港大学电子系访问教授。

 年在哈佛念大一时，高分通过了号称全美大学本科最难的数学课 .BUI 。这门课
的学生高考都是满分，最后只有四分之一能及格，通过者包括比尔·盖茨  。 年
获物理学士后，入 .*5 念博士，后为专心当黑客而退学。 年代开发了 &NBDT  年创
立 (/6， 年创立自由软件基金会 'SFF 4PGUXBSF 'PVOEBUJPO '4'

 年凯斯工学院数学学士，因为长得帅同时获赠硕士，在校期间曾加入黑社会外围组
织 Θ9。 年加州理工数学博士，同年留校任教。 年跳槽到斯坦福， 年获图灵
奖， 年退休， 年获冯·诺依曼奖。

已出版的前三卷是：'VOEBNFOUBM "MHPSJUINT 4FNJOVNFSJDBM "MHPSJUINT 4PSUJOH BOE 4FBSDIJOH。
第四卷 $PNCJOBUPSJBM "MHPSJUINT和第五卷 4ZOUBDUJD "MHPSJUINT正在写作中，预计  年出版。第
六卷 ǲFPSZ PG $POUFYUGSFF -BOHVBHFT和第七卷 $PNQJMFS 5FDIOJRVFT尚未安排上工作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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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当 ,OVUI 改写第二卷的第二版时，很郁闷地发现第一卷的铅

版不见了；而当时数字排版刚刚兴起，质量还差强人意。于是 ,OVUI 仰天
长啸：“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决定自己开发一个全新的排版系统，这
就是 5&9。
 年 5&9 第一版发布后好评如潮，,OVUI 趁热打铁在  年发布了
第二版， 年发布的 5&9  将  位字符改为  位。之后 ,OVUI 宣布除了
修正漏洞停止 5&9 的开发，因为它已经很稳定，而且他要集中精力完成那
本巨著的后几卷。
从那时起，每发布一个修正版，版本号就增加一位小数，趋近于 π；当
前版本是  年的 。他的另一个软件 METAFONT的版本号趋近
于 e，目前是 。,OVUI 希望在他离世时，5&9 和 METAFONT的版本
号永远固定下来，从此人们不再改动他的代码。
,OVUI 在软件工程方面也独树一帜。一般认为，编程语言大致可以划
分为四代：机器语言、汇编语言、过程语言、面向对象语言。 年代时，
基于过程的结构化编程方法占据主导地方。它认为程序只应该包含顺序、
分支、循环等三种结构，(050 跳转大大地不好，应该禁止。而 ,OVUI 认
为只要使用得当，(050 没什么不好的。
人们在编程时为了使程序清晰，常常在代码间插入注释。,OVUI 认为这
不够人性化，他主张按照程序员的思维逻辑，在注释间插入代码，这就是
文学编程 MJUFSBUF QSPHSBNNJOH 。
包子曰：于我心有戚戚焉。包老师写的东西往往注释连篇累牍，八卦
亦真亦幻，正文不知所云。突然有一天，正文不见了，剩下的都是八卦，老
包便已登堂入室，或可荣膺 /PCFM ;IVBOHCJMJUZ 1SJ[F。
 年，,OVUI 提出了 8&# 编程系统，它把程序分成编程和文档两部
分，编程部分就是 1BTDBM，文档部分则是 5&9。 年普林斯顿的 4JMWJP -FWZ
o



提出 $8&#，把编程部分换成 $ 语言。

格式
5&9 是一种语言也是一个排版引擎 FOHJOF ，引擎的基本功能就是把字
排成行，把行排成页，涉及到断字、断行、分页等算法。基本的 5&9 系统
只有  多个元命令 QSJNJUJWF ，十分精悍，但是很难读懂，只适于非正常


 年巴西理论数学与应用数学研究所 *.1" 硕士。普林斯顿数学系  年博士，
 年博士后。 年加入明尼苏达大学几何中心， 年跳槽到陈省身 o 创
立的数学科学研究所 .BUIFNBUJDBM 4DJFODFT 3FTFBSDI *OTUJUVUF .43* 。

 历史回顾



人类。所以 ,OVUI 提供了一种格式 GPSNBU，宏命令的集合 对 5&9 进行了封
装，这就是 1MBJO 5&9，包含  多个宏命令，然而它还是不够高级。
 年代初期，斯坦福研究所 4UBOGPSE 3FTFBSDI *OTUJUVUF 43* 的 -FTMJF
-BNQPSU o



开发了一种新的格式，也就是 -"5&9。 年 -"5&9  发

布后，-BNQPSU 退居二线，之后的开发活动由 'SBOL .JUUFMCBDI  等人接管。
他们发布的最后版本是  年的 -"5&9 ε ，-"5&9  的开发也在进行中，只
是正式版看起来遥遥无期。
宏包
-"5&9 出现之后，在它的基础上出现了很多宏包 QBDLBHF 。起初，美
国数学学会 "NFSJDBO .BUIFNBUJDBM 4PDJFUZ，".4 看着 5&9 是好的，就派
.JDIBFM % 4QJWBL o  开发基于 1MBJO 5&9 的宏包 AMS5&9，它的开发

进行了两年 o 。后来与时俱进的 ".4 又看着 -"5&9 是好的，就想
转移阵地，但是他们的字体遇到了麻烦。
恰好 .JUUFMCBDI 和 3BJOFS 4DIÚQG  刚刚搞了个字体系统 OFX GPOU TFMFDUJPO
TDIFNF GPS -"5&9 /'44 ，".4 看着还不错，就拜托他们把 ".4'POUT 加入
-"5&9，继而在  年请他们开发 AMS-"5&9。次年 AMS-"5&9 正式发布，
之后它被整合为 AMS 宏包。
驱动
,OVUI 最初设计的 5&9 只能用于施乐图形打印机 9FSPY HSBQIJD QSJOUFS
9(1 ，这台打印机本身还需要一台 1%1 为它服务。 年，%BWJE 3
'VDIT  提出把 5&9 的输出改为设备无关的格式，也就是 %7*。
%7* 和其他页面描述语言的主要区别是，它不能嵌入字体和图形。所
以它只能称作准页面描述语言，用户需要用驱动程序 ESJWFS 把它转换为其
它格式，比如 1PTU4DSJQU 或 1%' 等。


 年 .*5 数学学士，布兰迪斯大学 #SBOEFJT 6OJWFSTJUZ 数学系  年硕士， 年
博士。 年加入麻省计算机同伙公司 .BTTBDIVTFUUT $PNQVUFS "TTPDJBUFT .$" ， 年跳
槽到 43*， 年跳到 %&$， 年跳到微软。

毕业于约翰内斯·古腾堡大学 +PIBOOFT(VUFOCFSH 6OJWFSTJUZ 。 年加入电子数据系
统公司 &MFDUSPOJD %BUB 4ZTUFNT &%4 。

 年普林斯顿数学博士。
 "
-5&9 的开发者之一。

普林斯顿毕业后， 年进入斯坦福攻读电脑博士。他不是 ,OVUI 的学生，但是完成
过一些 5&9 的开发任务。在 "EPCF 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混入娱乐圈，电影 3FE %JBQFS #BCZ和
)BJLV 5VOOFM的制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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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斯坦福电脑博士生 5PNBT 3PLJDLJ  在 'VODI 和 ,OVUI 的帮助下

开发了 /pBTb，它把 %7* 转为 1PTU4DSJQU。后来维护它的是 5F9 用户组 5F9
6TFST (SPVQ 56( 的 ,BSM #FSSZ  等人。
 年，俄罗斯高能物理研究所 *OTUJUVUF GPS )JHI &OFSHZ 1IZTJDT 的
4FSHFZ -FTFOLP发布了 /pBT/7，它把 %7* 转为 1%'。后来凯特林大学 ,FU
UFSJOH 6OJWFSTJUZ 的 .BSL " 8JDLT开发的 /pBT/7K 可以更好地处理字体、图
形，它在  年之后基本停止开发。/pBT/7K 只能处理单字节字符，后
来日本的平田俊作 4IVOTBLV )JSBUB 和韩国的赵珍焕 +JO)XBO $IP o


分别把它扩展为 /pBT/7K@DTM 和 /pBT/7K@FQ`， 年两者被合并为

/pBT/7Kt。它在字体、编码、图形方面都更优秀。
革命
 年代初，,OVUI 和 +JƻÓ ;MBUVÝLB o

 、1IJMJQ

5BZMPS o



等

探讨过怎样改进扩展 5&9，但是 ,OVUI 坚持只有他才能改动 5&9。 年这
两位就纠集人马，在一位匿名赞助者的支持下搞了个新项目 OFX UZQFTFUUJOH
TZTUFN /54 ，企图改朝换代。他们看不上文学编程，就派 ,BSFM 4LPVQâ 把
5&9 逆向工程，还想换用 +BWB。
这次农民起义运动由于其历史局限性，缺乏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
法论和一般原理的引导，同时遭到统治阶级的镇压，最终失败了。但是它
留下了革命的火种：ε5&9，把 5&9 支持的字符从  个扩充到  个。
 年，;MBUVÝLB 让他的学生 >¨M h?ă h?¨M? o



试试改进 5&9

直接生成 1%'，这就是后来的 QEG5F9。 年马萨里克大学授予 ,OVUI 荣
誉数学博士，他亲切地接见了 )ËO，并拍着他的小脑袋说，5&9 要从娃娃
抓起。


 年毕业于得克萨斯农机大学后，到斯坦福念博士。博士毕业后加入惠普， 年
离开创业。

 年代中期就读于马萨诸塞大学。毕业后跟着 4UBMMNBO 在 '4' 混，之后混迹于因特里
弗 *OUFSMFBG 、哈佛、直觉公司 *OUVJU 等地， 年起任 56( 总统。

 年数学博士，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博士后。 年韩国高等研究所研究员， 年
水原大学讲师。

捷克马萨里克大学 .BTBSZL 6OJWFSTJUZ 电脑教授。

 岁起在英国邮局总局 (FOFSBM 1PTU 0ïDF (10 当技工，业余就读于几家技校。
年跳槽到莫林斯烟草机械 .PMJOT 5PCBDDP .BDIJOFSZ ， 年跳到伦敦大学， 年起任
该校皇家霍洛威学院 3PZBM )PMMPXBZ 网管。曾任英国 5F9 用户组主席。

 年进入马萨里克大学信息系， 年硕士， 年博士。毕业后任教于胡志明市
师范大学 )P $IJ .JOI $JUZ 6OJWFSTJUZ PG 1FEBHPHZ 。 年移居德国，现任河谷科技 3JWFS
7BMMFZ 5FDIOPMPHJFT 顾问。包老师猜他的名字应该翻译成韩世城。

 优点缺点



)ËO 回越南期间，上网不便，其他一些人参与了 QEG5F9 的开发。
年底开发组决定除了修正漏洞外基本停止 QEG5F9 的开发，因为他们要转向
一种新的引擎，-VB5&9。目前 -VB5&9 还处于测试阶段。
5&9 和 QEG5F9 的字体配置过程都很繁琐。 年初 +POBUIBO ,FX  发
布的 9&5&9 支持 6OJDPEF 字符集和 ""5 字体，但是只能用于 .BD 04 9。
 年加入了对 0QFO5ZQF 字体的支持， 年移植到 -JOVY 和 .JDSPTPGU
8JOEPXT， 年被纳入 5F9 -JWF  和 .JL5F9  发行版。
9&5&9 工作时有两个步骤，第一步输出中间文件，&YUFOEFE %7* YEW ，
第 二 步 用 驱 动 把 YEW 转 为 1%'。缺 省 方 式 是 两 步 一 起 执 行，直 接 输 出
1%'，YEW 只在内存中露过一小脸儿。用户也可以要求只执行第一步，保存
YEW。9&5&9 现有两个驱动，一个是通用的 t/pBT/7Kt，看名字就知道它是
/pBT/7Kt 的亲戚；另一个是 .BD 04 9 上的 t/pkT/7。
 年代初 )BOT )BHFO  等开发的 $PO5&9U 是在格式方面的一员革命
小将。它一方面支持先进的语言、字体和排版技术，另一方面可以任意选
择 5&9 QEG5F9 -VB5&9 等引擎。除了功能上的差异，它们在以下几方面也有
所不同，
t 架构，-"5&9 内核小，很多功能通过宏包来实现；$PO5&9U 内核大，事
无巨细都亲力亲为。
t 宏包，-"5&9 谁都可以参与设计宏包，$PO5&9U 则比较封闭。-"5&9 的宏
包多了，它们之间会有冲突；$PO5&9U 没这个问题。
t 运行，-"5&9 占用内存小，速度快；$PO5&9U 占用内存大，速度慢。

 小结
包老师语重心长地总结道，数字排版有四个重要环节：标记语言、页
面描述语言、光栅图像处理器、输出设备。5&9 是最精确、最高级的面向专
业排版的标记语言。5&9 家族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引擎、格式、宏包、驱
动。包老师通常选择 9&5&9 引擎和 -"5&9 格式。

 优点缺点
通过上节内容我们已经知道，5&9 相对于其他标记语言有较大优势，但
是在桌面印刷领域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类别，所见即所得 8:4*8:( 系



毕业于剑桥大学。 年加入一家从事语言教育的非盈利组织 4*-。
 年创办普瑞格玛 1SBHNB 。/54 QEG5F9 -VB5&9 等项目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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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比如微软的 8PSE。其实 8PSE 也有自己的域代码 ëFME DPEF ，只是一般
用户不太了解。
一般而言，5&9 相对于所见即所得系统有如下优点：
t 高质量，它制作的版面看起来更专业，数学公式尤其赏心悦目。
t 结构化，它的文档结构清晰。
t 批处理，它的源文件是文本文件，便于批处理，虽然解释 QBSTF 源文
件可能很费劲。
t 跨平台，它几乎可以运行于所有电脑硬件和操作系统平台。
t 免费，多数 5&9 软件都是免费的，虽然也有一些商业软件。
相应地，5&9 由于其工作流程，设计原则，资源的缺乏，以及历史局限
性等原因也存在一些缺陷：
t 语法不如 )5.-、9.- 严谨、清晰。
t 制作过程繁琐，有时需要反复编译，不能直接或实时看到结果。
t 宏包鱼龙混杂，水准参差不齐，风格不够统一。
t 排版样式比较统一，但因而缺乏灵活性。
t 相对于商业软件，用户支持不够好，文档不完善。
 年有记者在采访 -BNQPSU 时问：“为什么当前没有高质量的所见
即所得排版系统？”他回答道：“门槛太高了，一个所见即所得系统要做
到 5&9 当前的水平，工作量之大不是单枪匹马所能完成  。微软那样的大
公司可以做，但是市场太小了。我偶尔也会想加入‘%BSL 4JEF’，让微软给
我一组人马来开发一个这样的系统。”
窃以为这两大阵营其实是萝卜青菜的关系，与其抱残守缺、互相攻讦，
不如各取所需；甚至可以捐弃前嫌、取长补短，共建和谐社会。

 软件准备
初学者面对上述那些引擎、格式、宏包、驱动等概念可能手足无措，所
幸是有好事者把这些东东连同一些实用程序 VUJMJUJFT ，遵照 5&9 的规范打
包集成在一起，形成一个发行版 EJTUSJCVUJPO 或者说实现 JNQMFNFOUBUJPO 。
与此类似的例子有 +BWB 和 -JOVY，比如 4VO、*#.、#&"  等公司都有


5&9 也不是那几个大腕儿完成的，他们背后还有众多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比如当年
,OVUI 手下的大批学生。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

他果然于次年加入微软。

 年 4VO 的几位员工另立门户成立了 #&"， 年被 0SBDMF收购， 年 0SBDMF 又
收购了 4VO。包子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

 学习方法



自己的 +BWB 虚拟机，它们都被称作 +BWB 的实现；而 -JOVY 有 3FE )BU'FEPSB、
6CVOUV、464& 等发行版。
发行版的基本作用是提供 5&9 后台处理机制和命令行程序，用户还需
要前台编辑器来编辑源文件。有的发行版也会附带一个编辑器，但是未必
符合用户的口味。常用的 5&9 发行版和编辑器见 表 。在使用 5&9 的过程
中可能还需要其它一些软件，包老师会在相关章节中分别介绍。
表  5&9 发行版与编辑器
操作系统

发行版

编辑器

通用
8JOEPXT
.BD 04

5F9 -JWF
.JL5F9
.BD5F9

5F9XPSLT
5F9TUVEJP
5F94IPQ

成熟稳重历经沧桑的用户更喜欢通用的编辑器，比如 &NBDT 和 7JN，包
老师喜欢轻量级的 141BE。专用编辑器中，5F9TUVEJP 和 5F9OJD$FOUFS 功能较
强。&DMJQTF 有一个插件 5F9MJQTF，工作流程管理做得较好；但是 &DMJQTF 的自
动换行有毛病，写程序还行，写文章就不合适了。

 学习方法
限于篇幅和水平，本文只能介绍一些皮毛。最流行的英文入门资料是
5PCJBT 0FUJLFS o



的 MTIPSU <> ，若想全面深入地了解 -"5&9，可以拜读

.JUUFMCBDI 的 -"5&9$PNQBOJPO <> 。

$PNQSFIFOTJWF 5F9 "SDIJWF /FUXPSL $5"/ 和56(都提供了丰富的资
源。常用宏包的简介见5F9 $BUBMPHVF。常见问题可以参考英国 5F9 用户组
6, 56( 的5F9 'SFRVFOUMZ "TLFE 2VFTUJPOT。


中文资料可参考李果正的《大家来学 -"5&9》<> ，MTIPSU有吴凌云 o

等的中文译本  。中文 5&9 论坛有水木清华 ##4 5F9 版、$5F9 论坛。中

文问题可参考 $5F9 '"2 <> 。

在学习过程中，我们要先宏观后微观：先对体系、结构、框架等有所了
解，慢慢再掌握使用方法，细节处理更要靠经验的积累。同时还要勤于思
考 XIBU、XIZ、IPX 等问题。


奥腾大学 ,BOUPOTTDIVMF 0MUFO 学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4XJTT 'FEFSBM *OTUJUVUF PG 5FDI
OPMPHZ ;VSJDI 电子硕士， 年留校工作。

 年武汉大学应用数学学士， 年中科院运筹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中科院、
康奈尔博士后， 年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就在英文版的隔壁，更新得慢一点。



第一章 简介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那些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
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卡尔·马克思
无他，唯手熟尔。
 卖油翁
用心。
 斯蒂芬·周

参考文献
<> 5PCJBT 0FUJLFS " /PU 4P 4IPSU *OUSPEVDUJPO UP -B5F9F  63- ?iiT,
ffrrrX+iMXQ`;fi2t@`+?Bp2fBM7QfHb?Q`if
<> 'SBOL .JUUFMCBDI .JDIFM (PPTTFOT +PIBOOFT #SBBNT %BWJE 1 $BSMJTMF BOE
$ISJT 3PXMFZ ǲF -B5F9 $PNQBOJPO 5PPMT BOE 5FDIOJRVFT GPS $PNQVUFS 5ZQF
TFUUJOH  "EEJTPO8FTMFZ OE FEJUJPO  63- ?iiT,ffrrrXKxQMX+QKf
/TfykyRjekNNef
<> 李果正 大家来学 -B5F9  63- ?iiT,ff2/iRykjXbvvXQ`;fi2tf
Hi2tRkjf
<> 中国 5F9 用户组 $5F9 常见问题集  63- ?iiT,ffrrrX+iMXQ`;f
i2t@`+?Bp2fBM7Qf+i2t@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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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MP 8PSME




W?2HHQn rQ`H/ Xi2t
$ /Q+mK2Mi+Hbb & `iB+H2 '
$ #2;BM & /Q+mK2Mi '
>2HHQ - qQ`H/ 5
$2M/& /Q+mK2Mi '

例  )FMMP 8PMSE
在编辑器中将 例  中的代码保存为 ?2HHQnrQ`H/Xi2t，这就是一份最
简单的 -"5&9 源文件。然后我们可以用 t2Hi2t 程序编译源文件生成 1%'，
它知道输入的是 -"5&9 源文件，所以这里的 Xi2t 后缀可以省略。以后类似
情况都用括号标出，不再特意声明。
t2Hi2t ?2HHQ n rQ`H/ UX i2tV

如果系统显示类似下面的错误信息，请检查源文件中是否有拼写错误。
XHQ; 文件里有更详细的编译信息。




5 Gh2s 1``Q` ,
XXX
5 1K2`;2M+v biQTX
XXX
LQ T;2b Q7 QmiTmi X
h`Mb+`BTi r`Bii2M QM ?2HHQ nrQ`H/XHQ;X

如果编译成功，系统会报出类似下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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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Tmi r`Bii2M QM ?2HHQ n rQ`H/ XT/7 UR T;2VX
h`Mb+`BTi r`Bii2M QM ?2HHQ nrQ`H/ XHQ;X

5&9 系统针对不同格式和引擎的组合，提供了一系列的命令行程序，
完成不同的编译和转换功能。比如源文件是 QMBJO 5&9 格式时，可以分别用
i2t、T/7i2t、t2i2t 程序调用 5&9 QEG5F9 9&5&9 引擎；源文件是 -"5&9 格
式时，相应的程序则是 Hi2t- T/7Hi2t- t2Hi2t  。选择编译和转换程
序时可以参考 图 ，一般有直接方法可用时，不必非要排个转折亲使用间
接方法。

.dvi

t ex

la

dvips
dv
ip
df
m

xelatex

.tex

.ps

x

ps2pdf
.pdf

pdflatex
图  编译和格式转换

 语法和结构
 语法
-"5&9 源 文 件 的 语 句 可 以 分 为 三 种：命 令 DPNNBOE 、数 据 和 注 释

DPNNFOU 。命令又分为普通命令和环境 FOWJSPONFOU 。普通命令以 $ 起
始，大多只有一行；而环境包含一对起始声明和结尾声明，用于多行内容
的场合。命令和环境可以互相嵌套。数据就是普通内容。注释语句以 W 起
始，它在编译过程中被忽略。

比如在 例  中，第一行是注释，第二行是普通命令；第三、五行是环
境的起始和结尾声明；第四行是数据。

 物理结构
-"5&9 文档的结构可以分为物理结构和逻辑结构。前者指的是源文件的
组织形式，包括序言 QSFBNCMF 和正文两部分；后者则是最终输出文档的结


现在的发行包大多以 QEG5F9 为缺省引擎，所以 Hi2t 命令缺省调用的其实是 QEG5F9，
而不是 5&9。

 语法和结构



构，包括标题、目录、章节等。这里只简要介绍一些基本概念，在第七章还
会展开详谈。
序言用来完成一些设置，比如指定文档类型，引入宏包，定义命令、环
境等；文档的实际内容则放在正文部分。它们的基本用法如下：
$ /Q+mK2Mi+Hbb ( QTiBQMb )& +Hbb'
$ mb2T+F;2 ( QTiBQMb )& T+F;2 '
XXX
$ #2;BM & /Q+mK2Mi '
XXX
$2M/& /Q+mK2Mi '

W文档类声明
W引入宏包
W正文

常用的文档类 EPDVNFOUDMBTT 有三种：`iB+H2、`2TQ`i、#QQF，它们
的基本选项见 表 。
表  文档类常用选项
QU QU QU
MFUUFSQBQFS BQBQFS
OPUJUMFQBHF UJUMFQBHF
POFDPMVNO UXPDPMVNO
POFTJEF UXPTJEF
MBOETDBQF
PQFOBOZ PQFOSJHIU
ESBGU

正文字号，缺省 QU。-"5&9 会根据正文字号选
择标题、上下标等的字号。
纸张尺寸，缺省是 MFUUFSQBQFS。
标题后是否另起新页。BSUJDMF 缺省 OPUJUMFQBHF，
SFQPSU 和 CPPL 缺省有 UJUMFQBHF。
栏数，缺省单栏。
单面双面。BSUJDMF 和 SFQPSU 缺省用单面，CPPL 缺
省用双面。
横向打印，缺省是纵向。
此 选 项 只 用 于 SFQPSU 和 CPPL。 SFQPSU 缺 省
PQFOBOZ，CPPL 缺省 PQFOSJHIU。
草稿模式。有时某些行排得过满，ESBGU 模式可
以在它们右边标上粗黑线提醒用户。

-"5&9 核心只提供基本功能，很多功能要通过宏包来实现。其他一些编
程语言也有类似的模块化机制，比如 $$

的 BM+Hm/2，+BWB 的 BKTQ`i。

 逻辑结构
一份文档的开头通常有标题、作者、摘要等信息，之后是章节等层次
结构，内容则散布于层次结构之间。文档比较长时我们还可以使用目录。
标题、作者、日期等命令用法如下，注意 $KF2iBiH2 命令要放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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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iH2 &Gh2s LQi2b '
$ mi?Q` & HT? >mM; '
$/i2 &$ iQ/v '
$ KF2iBiH2

BSUJDMF 和 SFQPSU 可以有摘要，CPPL 里没有。摘要环境用法如下：
$ #2;BM & #bi`+i '
XXX
$2M/& #bi`+i '

-"5&9 提供了七种层次结构命令，每个高级层次可以包含若干低级层次。
BSUJDMF 中没有 DIBQUFS，而 SFQPSU 和 CPPL 则支持所有层次。





$T`i &XXX'
$ +?Ti2` &XXX'
$ b2+iBQM &XXX'
$ bm#b2+iBQM &XXX'
$ bm#bm#b2+iBQM &XXX'
$ T`;`T? &XXX'
$ bm#T`;`T? &XXX'

W G2p2H
W G2p2H
W G2p2H
W G2p2H
W G2p2H
W G2p2H
W G2p2H

@R
y
R
k
j
9
8

例  层次结构
我们可以用 $i#H2Q7+QMi2Mib 命令来生成目录。系统会自动设定目录
包含的章节层次，用户也可以显式指定目录层次深度。比如下面的命令指
定目录深度为 ，也就是只显示 TVCTFDUJPO 及以上层次的目录。注意设定目
录深度命令要放在列目录命令的前面。
$ b2i+QmMi2` & iQ+/2Ti? '&k' W设定目录深度
$ i#H2Q7+QMi2Mib
W列出目录

初次使用目录，或章节图表等层次结构发生变化时，都需要执行两遍
编译命令才能获得正确结果。-"5&9 之所以设计成这样是因为当时的电脑内
存容量有限。
如果我们不想让某些层次的标题出现在目录里，则可以给 例  中的
命令加上星号。
$ +?Ti2` &XXX'
$ b2+iBQM &XXX'
$ bm#b2+iBQM &XXX'
$ bm#bm#b2+iBQM &XXX'

 文字



类似地，我们也可以用下面的命令生成插图和表格目录，插图和表格
功能将在后面相关章节中介绍。这两种目录也都需要编译两遍。
$ HBbiQ77B;m`2b
$ HBbiQ7i#H2b

 文字
文档的内容可以分为文本模式和数学模式。前者是缺省工作方式；要
输入数学内容则需要特殊命令或环境。本章只涉及文本模式，第四章会介
绍数学模式。

 字符输入
文档中可以输入的文字符号大致可以分为：普通字符、控制符、特殊
符号、预定义字符串、注音符号等。
普通字 符可 以直 接输 入，而有 些字 符 例如    ~  @ \ ^  等 被
用 作 特 殊 的 控 制 符，输 入 时 多 数 需 要 在 前 面 加 个 $。而 $ 本 身 则 要 用
$i2ti#+FbHb? 命令来输入，因为 $$ 被用作换行指令 。
$O $0 $ $ $n $& $' $ $ i2ti#+FbHb? $W

表  给出一些特殊符号和预定义字符串的输入方法；其中 $s2h2s、
$s2Gh2s 命令需要 K2iHQ;Q 宏包，$J6、$JS 命令需要 K7HQ;Q 宏包，$Ka
命令需要 i2tMK2b 宏包。表  列出一些注音符号。更多的符号见 4DPUU
1BLJO  的符号列表 <> 。
-"5&9 中有短划线 IZQFO 、中划线 FOEBTI 和长划线 FNEBTI 。短划
线又称连字符，用来连接单词；中划线用来连接数字，可以通过重复两次
短划线得到；长划线类似于中文的破折号，重复三次短划线。为了便于比
较，这里也给出数学模式的减号。


为什么不用 $ 语言的 $M 呢，也许因为 5&9 的编程语言是 1BTDBM。
6*6$计算机系  年硕士， 年博士。现供职于洛斯阿莫斯国家实验室 -PT "MBNPT
/BUJPOBM -BCPSBUPS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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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特殊符号和预定义字符串
特殊符号
ª
ȉ
ȶ
d
ǎ
b
y
s
f

预定义字符串

$i2ti+QTv`B;?i
$i2ti`2;Bbi2`2/
$i2tii`/2K`F
$i2tiv2M
$i2ti2m`Q
$TQmM/b
$/Qib
$S
$a

+BOVBSZ  
5&9
-"5&9
-"5&9 ε
9&5&9
9&-"5&9
METAFONT
METAPOST
AMS

$iQ/v
$h2s
$Gh2s
$Gh2s2
$s2h2s
$s2Gh2s
$J6
$JS
$Ka

表  注音符号
ö

¡

$X&'
$^&'
$/&'



ƃ

$]&'
$&'
$#&'

¬

³

$4&'
$p&'
$`&'

§
¼

⃝

$<&'
$&'
$i2ti+B`+H2/&'

 字体样式和大小
拉丁文字体主要有三大类：衬线字体 SPNBO TFSJG 、无衬线字体 TBOT
TFSJG

 和等宽字体

NPOPTQBDF UZQFXSJUFS 。衬线字体笔画的边缘部分有些修

饰，类似于中文的宋体、仿宋、楷体、魏体等。无衬线字体的笔画则是平滑
的，类似于中文的黑体。
字体还可以有粗体 CPME 、斜体 JUBMJD 、伪斜体 PCMJRVF TMBOUFE 、小
型大写字母 TNBMM DBQT 等修饰效果。5&9 提供了介于正常字体和粗体之间的
半粗体 NFEJVN XFJHIU 。斜体通常对原字体进行了重新设计，它修饰精细，
多用于衬线字体；伪斜体基本上是把原字体倾斜，多用于无衬线字体，一
般伪斜体看起来比斜体要宽一些。小型大写字母的形状和大写字母相同但
尺寸较小，一般高度和小写字母相似。
每种字体样式包含很多种具体的字体，第三章会有关于字体更详细的
介绍，包括中文字体的设置。字体常用样式命令见 表 。
-"5&9 的字体强调命令 $2KT? 在不同字体环境中有不同的效果。如果周
围文字是正体，它就是斜体；反之它就是正体。$mM/2`HBM2 命令可以给字
体加下划线，但是它不能正确断字。mH2K 宏包改进了断字，还增加了波浪
线和删除线等命令。只是 mH2K 把 $2KT? 重定义成了下划线，我们可以在引
用宏包时可以加个选项改回去：$mb2T+F;2(MQ`KH2K)&mH2K'。


4BOT 这个词来源于法语，就是“没有”的意思。

 文字


DPNQVUFSBJEFE
o
UP CFPS OPU UP CF
1−1=0

+QKTmi2` @ B/2/ $$
R39y @ @kyRy$$
iQ #2 @@@Q` MQi iQ #2$$
0R @R4y0

例  划线和减号
表  字体样式
SPNBO
bMb b2`B7
ivT2r`Bi2`
4ýñüü $ñĀă

$i2ti`K&XXX'
$i2tib7&XXX'
$i2tiii&XXX'
$i2tib+&XXX'

CPME GBDF
NFEJVN XFJHIU
JUBMJD
TMBOUFE

$i2ti#7&XXX'
$i2tiK/&XXX'
$i2tiBi&XXX'
$i2tibH&XXX'

-"5&9 会根据正文的字体大小来调整标题、章节、上下标、脚注等的字
号。我们也可以用 表  中的命令来设置字体相对尺寸，比如正文的字号是
QU、QU、QU 时，UJOZ 的字号就分别是 QU、QU、QU。
表  字体相对尺寸
正文字号
样本
TBNQMF

TBNQMF

TBNQMF

TBNQMF

TBNQMF

TBNQMF

TBNQMF

TBNQMF

TBNQMF

TBNQMF

命令

QU

QU

QU

$iBMv
$b+`BTibBx2
$7QQiMQi2bBx2
$bKHH
$MQ`KHbBx2
$H`;2
$G`;2

QU
QU
QU
QU
QU
QU
QU

QU
QU
QU
QU
QU
QU
QU

QU
QU
QU
QU
QU
QU
QU

$G_:1

QU

QU

QU

$?m;2

QU

QU

QU

$>m;2

QU

QU

QU

 换行、换页和断字
通常 -"5&9 会自动换行，我们也可以用 $$ 或 $M2rHBM2 命令来强制换

行；用 $M2rT;2 命令来强制换页。

-"5&9 也会自动断字 IZQIFOBUF ，使得每一行的字间距分布均匀。有时
我们也需要显式指明断字位置，比如下例就指明 #"4*$ 这个词不能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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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QIBTJT
VOEFSMJOF
XBWFMJOF
✿✿✿✿✿✿✿
TUSJLFPVU

$2KT?& 2KT?bBb '$$
$mHBM2 & mM/2`HBM2 '$$
$mrp2 & rp2HBM2 '$$
$bQmi&bi`BF2 @Qmi'

例  字体强调和下划线
而 CMBSCMBSCMBS 可以在 处断开。
$ ?vT?2MiBQM & "aA* #H` @#H` @#H`'

 长度
为了精确排版，人们需要控制排版对象的尺寸和位置。-"5&9 中常用
长度单位见 表 ，其中 QPJOU 是个传统印刷业采用的单位，而 CJH QPJOU 是
"EPCF 推出 1PTU4DSJQU 时定义的新单位。FN 是个相对单位，比如当前字体是
QU 时，FN 就是 QU；FY 和 NV 也是相对单位。
表  常用长度单位
JO
DN
NN

英寸
厘米
毫米

QU
CQ
QD

QPJOU  JO
CJH QPJOU  JO
QJDB  QU

FN
FY
NV

当前字体中字母 . 的宽度
当前字体中字母 Y 的高度
NBUI VOJU， FN

-"5&9 为排版对象的尺寸和位置定义了一系列宏变量，以便在排版时重
用。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来改变宏变量的值或定义新的宏变量，
$ b2iH2M;i? &变量名'
W设置变量的值
$ //iQH2M;i? &变量名' W增加变量的值
$ M2rH2M;i? &变量名'
W定义新变量

 对齐和间距
 段落对齐
-"5&9 中的段落缺省两端对齐 GVMMZ KVTUJëFE ，下面的三个环境可以让段

落分别居左、居右或居中对齐。另有三个命令 $`;;2/`B;?i $+2Mi2`BM;
$`;;2/H27i 可以完成同样功能。

 对齐和间距



$ #2;BM & 7Hmb?H27i '
居左$$段落
$2M/& 7Hmb?H27i '

居左
段落

$ #2;BM & 7Hmb?`B;?i '
居右$$段落
$2M/& 7Hmb?`B;?i '

居右
段落

$ #2;BM & +2Mi2` '
居中$$段落
$2M/& +2Mi2` '

居中
段落
例  段落对齐方式

 缩进和段间距
-"5&9 正文中第一个段落缺省不缩进首行，我们可以用 B/2Mi7B`bi 宏

包使得第一段也缩进首行。段落首行缩进的距离可以用 $T`BM/2Mi 变量来
控制，段落之间的距离可以用 $T`bFBT 变量来控制。
$ mb2T+F;2 & B/2Mi7B`bi '
XXX
$ b2iH2M;i? &$ T`BM/2Mi '&k 2K'
$ //iQH2M;i? &$ T`bFBT '&j Ti'

 行间距
行间距是段落中相邻两行基线之间的距离，-"5&9 缺省使用单倍行距。

我们可以用 $HBM2bT`2/ 命令来控制行距。
$ HBM2bT`2/ &RXj' W一倍半行距
$ HBM2bT`2/ &RXe' W双倍行距

$HBM2bT`2/ 命令不仅会改变正文行距，同时也把目录、脚注、图表
标题等的行距给改了。如果只想改正文行距，可以使用 b2ibT+2 宏包的行
距命令（见 例 ）。
上述行距命令对全文的行距都会产生影响，b2ibT+2 宏包还提供了
bBM;H2bT+BM;- QM2?H7bT+BM;- /Qm#H2bT+BM;- bT+BM; 等环境，可
以用来设置局部文字的行距（见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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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2T+F;2 & b2ibT+2 '
XXX
$ bBM;H2bT+BM;
W单倍行距
$ QM2?H7bT+BM;
W一倍半行距
$ /Qm#H2bT+BM;
W双倍行距
$ b2ibi`2i+? &RXk8' W任意行距

例  行距命令
$ #2;BM & /Qm#H2bT+BM; '
/Qm#H2 $$ bT+BM;
$2M/& /Qm#H2bT+BM; '

EPVCMF
TQBDJOH
BOZ

$ #2;BM & bT+BM; '&RXk8'
Mv $$ bT+BM;
$2M/& bT+BM; '

TQBDJOH

例  行距环境

 特殊段落
 摘录
-"5&9 中有三种摘录环境：[mQi2、[mQiiBQM、p2`b2。[mQi2 两端都

缩进，[mQiiBQM 在 [mQi2 的基础上增加了首行缩进，p2`b2 比 [mQi2 多了
第二行起的缩进。
$ #2;BM &[mQi2 '
引文两端$$都缩进。
$2M/& [mQi2 '

引文两端
都缩进。

$ #2;BM & [mQiiBQM '
引文两端缩进，首行增加缩进。
$2M/& [mQiiBQM '

引文两端缩进，首
行增加缩进。

$ #2;BM &p2`b2 '
引文两端缩进，第二行起增加缩进。
$2M/& p2`b2 '

引文两端缩进，第二行
起增加缩进。

例  摘录环境

 特殊段落



 原文打印
文档中的命令和源代码通常使用等宽字体，也就是原文打印。正文间
插入少量等宽文字可以使用 $p2`# 命令；大段原文打印用 p2`#iBK 环境比
较方便，它的带星号版本可以标出空格。





$p2`#% +QKKM/ % 行间命令
$ #2;BM & p2`#iBK '
T`BMi7 U] >2HHQ - rQ`H/ 5]Vc
$2M/& p2`#iBK '
$ #2;BM & p2`#iBK '
T`BMi7 U] >2HHQ - rQ`H/ 5]Vc
$2M/& p2`#iBK '

+QKKM/ 行间命令
T`BMi7U]>2HHQ- rQ`H/5]Vc
T`BMi7U]>2HHQ-ɚrQ`H/5]Vc

例  原文打印
5JNPUIZ WBO ;BOEU
HBbiBM;b

宏包 <>



等人的 7M+vp`# 宏包 <> 和 #SPPLT .PTFT



等人的

提供了更多的原文打印功能，比如行号、边框、背景、语

法着色等。

 脚注
脚注可以使用 $7QQiMQi2 命令；如要改变脚注编号形式，可以使用以
下命令。在 例  中，7QQiMQi2 是一个计数器 DPVOUFS ；计数器有五种显
示格式 见 表  ，重定义 $i?27QQiMQi2 宏时可任选。
正文$ 7QQiMQi2 &脚注'

正文B
B

脚注

$ `2M2r+QKKM/ &$ i?27QQiMQi2 '&$ `QKM & 7QQiMQi2 '' WB- BB - BBB

例  脚注
以后我们还会遇到其他一些计数器，都可以用重定义 $i?2+QmMi2` 的
方法改变它们的显示格式。
原始的脚注命令不能包含原文打印命令或环境，我们可以用 $i2tiii
命令来输入等宽字体，或者用 7M+vp`# 宏包的 $o2`#iBK6QQiMQi2b 命令


宾州大学经济系  年学士， 年博士。 年加入普林斯顿， 年跳槽到欧洲
工商管理学院。

 年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机械学士， 年斯坦福机械博士，毕业后加入一家软件公
司源码巫师 $PEF4PVSDFS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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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计数器显示格式
阿拉伯数字
小写英文字母
小写英文字母
小写罗马数字
大写罗马数字

$`#B+&+QmMi2`'
$HT?&+QmMi2`'
$HT?&+QmMi2`'
$`QKM&+QmMi2`'
$_QKM&+QmMi2`'

  y
B C Dy
" # $y
J JJ JJJy
* ** ***y

重定义 $7QQiMQi2 命令。

 边注
边 注 可 以 使 用 $K`;BMT` 命 令。单 面 排 版 时，边 注 缺 省 排 在 页 面
右边空白处；双面排版时，边注在外侧，也就是左页的左边或右页的右
边；双栏页面的边注排在最近的页边。如要切换边注的方向，可以使用
$`2p2`b2K`;BMT` 和 $MQ`KHK`;BMT` 命令。
$K`;BMT` 命令使用浮动体 ìPBU



来生成边注，所以不能在其他浮

动体或脚注内嵌套。K`;BMMQi2 宏包的 $K`;BMMQi2 命令不使用浮动体，
因而没有这个缺陷。
正常边注 $ K`;BMMQi2 &正常边注'

反向边注

$ `2p2`b2K`;BMT`
$ K`;BMMQi2 &反向边注'
$ MQ`KHK`;BMT`

例  边注

 注释
前面提到可以用百分号来标明注释，但是对于大段文字的注释，百分
号就显得比较繁琐  。这时我们可以使用 p2`#iBK 宏包的 +QKK2Mi 环境。
$ #2;BM & +QKK2Mi '
XXX
$2M/& +QKK2Mi '




浮动体详见第五章插图和第六章表格。
有的编辑器提供切换多行百分号的功能，比如 5F9/JD$FOUFS。

 列表



 列表
 基本列表
-"5&9 有三种基本列表环境：无序列表、有序列表、描述列表。这些列
表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互相嵌套。




$ #2;BM & Bi2KBx2 '
$Bi2K *YY
$Bi2K Cp
$Bi2K >hJG
$2M/& Bi2KBx2 '

t $
t +BWB
t )5.B 无序列表




$ #2;BM & 2MmK2`i2 '
$Bi2K *YY
$Bi2K Cp
$Bi2K >hJG
$2M/& 2MmK2`i2 '

 $
 +BWB
 )5.C 有序列表




$ #2;BM & /2b+`BTiBQM '
$Bi2K(*YY) 编程语言
$Bi2K(Cp) 编程语言
$Bi2K(>hJG) 标记语言
$2M/& /2b+`BTiBQM '

$

编程语言

+BWB 编程语言
)5.- 标记语言
D 描述列表

例  基本列表

 其他列表
上述列表的缺省行间距较大，如要节省空间，可以考虑 #FSOE 4DIBOEM 
的 T`HBbi 宏包，它提供了一系列压缩列表和行间列表环境。


 年凯撒斯劳腾工业大学 ,BJTFSTMBVUFSO 6OJWFSTJUZ PG 5FDIOPMPHZ 数学硕士， 年克
莱姆森大学数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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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M & +QKT+iBi2K '
$Bi2K *YY
$Bi2K Cp
$Bi2K >hJG
$2M/& +QKT+iBi2K '

t $
t +BWB
t )5.-

$ #2;BM & +QKT+i2MmK '
$Bi2K *YY
$Bi2K Cp
$Bi2K >hJG
$2M/& +QKT+i2MmK '

 $
 +BWB
 )5.-

$ #2;BM & +QKT+i/2b+ '
$Bi2K(*YY) 编程语言，
$Bi2K(Cp) 编程语言，
$Bi2K(>hJG) 标记语言。
$2M/& +QKT+i/2b+ '

$
编程语言，
+BWB 编程语言，
)5.- 标记语言。

例  压缩列表










$ #2;BM & BMT`Bi2K '
$Bi2K *YY
$Bi2K Cp
$Bi2K >hJG
$2M/& BMT`Bi2K '

t$

$ #2;BM & BMT`2MmK '
$Bi2K *YY
$Bi2K Cp
$Bi2K >hJG
$2M/& BMT`2MmK '

 $

$ #2;BM & BMT`/2b+ '
$Bi2K(*YY) 编程语言，
$Bi2K(Cp) 编程语言，
$Bi2K(>hJG) 标记语言。
$2M/& BMT`/2b+ '

$
编 程 语 言， +BWB 编 程 语 言，
)5.- 标记语言。

t +BWB t )5.-

 +BWB  )5.-

例  行间列表

 定制列表
如要改变无序列表的列表符号和有序列表的编号形式，可以使用以下
代码，其效果见 例 。

 盒子



$ `2M2r+QKKM/ &$ H#2HBi2KB '&@'
$ `2M2r+QKKM/ &$ i?22MmKB '&$ HT?&2MmKB ''







$ #2;BM & Bi2KBx2 '
$Bi2K *YY
$Bi2K Cp
$Bi2K >hJG
$2M/& Bi2KBx2 '
$ #2;BM & 2MmK2`i2 '
$Bi2K *YY
$Bi2K Cp
$Bi2K >hJG
$2M/& 2MmK2`i2 '

 $
 +BWB
 )5.B $
C +BWB
D )5.例  定制列表

 盒子
-"5&9 在排版时把每个对象 小到一个字母，大到一个段落 都视为一个
矩形盒子 CPY ，我们在 )5.- 和 $44 中也可以见到类似的模型。

 初级盒子
最简单的盒子命令是 $K#Qt 和 $7#Qt。前者把一组对象组合起来，后者
在此基础上加了个边框。
$K#Qt &yRy ekd3 8yyR'
$7#Qt &yRy ekd3 8yyR'

     
例  K#Qt和 7#Qt

 中级盒子
稍复杂的 $KF2#Qt 和 $7`K2#Qt 命令提供了宽度和对齐方式控制的选
项。其对齐方式有居中 缺省 、居左、居右和分散对齐，分别用 +、H、`、
b 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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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语法：(宽度)(对齐方式)&内容'
$ KF2#Qt (Ryy Ti)(+)&仪仗队'
$ 7`K2#Qt (Ryy Ti)(b)&仪仗队'

仪仗队
亻 义 亻 丈 阝 人

例  KF2#Qt和 7`K2#Qt

 高级盒子
大一些的对象比如整个段落可以用 $T`#Qt 命令或 KBMBT;2 环境，两
者语法类似，有宽度、高度、外部对齐、内部对齐等选项。这里的外部对
齐是指该盒子与周围对象的纵向关系，有三种方式：居顶、居中和居底对
齐，分别用 i、+、# 来表示。内部对齐是指该盒子内部内容的纵向排列方
式，也是同样三种。
语法：(外部对齐)(高度)(内部对齐)&宽度'&内容'







$7#Qt&W
$ T`#Qt (+)(je Ti )(i )&Rdy Ti '&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W
'
$ ?7BHH
$7#Qt&W
$ #2;BM & KBMBT;2 '(+)(je Ti )(#)&Rdy Ti'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2M/& KBMBT;2 'W
'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例  T`#Qt 和 KBMBT;2

 交叉引用
在 -"5&9 中我们可以任意设置标签，然后引用标签前面最近一个对象
章、节、图、表等 的编号或者页码，这就是交叉引用 DSPTT SFGFSFODF 。
例  中的 K`F2` 是一个标签名，它在全文中须保持唯一。
文档中新增标签后后，第一次编译时会得到类似下面的警告信息。因
为第一次编译只会扫描出有标签的地方，第二次编译才能得到正确结果。



参考文献
一个标签$ H#2H & K`F2` '
XXX
第$ T;2`27 & K`F2` '页$`27& K`F2` '节

一个标签

第  页  节
例  交叉引用
Gh2s q`MBM; , h?2`2 r2`2 mM/27BM2/ `272`2M+2b X
Gh2s q`MBM; , G#2H UbV Kv ?p2 +?M;2/ X _2`mM iQ ;2i
+`Qbb @ `272`2M+2b `B;?i X

参考文献
<> 4DPUU 1BLJO ǲF $PNQSFIFOTJWF -B5F9 4ZNCPM -JTU  63- ?iiT,ffrrrX
+iMXQ`;fi2t@`+?Bp2fBM7QfbvK#QHbf+QKT`2?2MbBp2f
<> 5JNPUIZ WBO ;BOEU 'BODZ 7FSCBUJNT JO -B5F9  63- ?iiT,ffrrrX+iMX
Q`;fi2t@`+?Bp2fK+`QbfHi2tf+QMi`B#f7M+vp`#f
<> $BSTUFO )FJO[ BOE #SPPLT .PTFT ǲF MJTUJOHT 1BDLBHF  63- ?iiT,ffrrrX
+iMXQ`;fi2t@`+?Bp2fK+`QbfHi2tf+QMi`B#fHBbiBM;bf

广告位招租

第三章 字体
英文中的 UZQFGBDF 和 GPOU 一般都被翻译为字体，传统印刷业通常使用
UZQFGBDF，电脑字体通常使用 GPOU；当然也有很多人混用这两个词。包老师认
为电脑字体的诸多相关概念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
 编码层，字符 包括字母、数字、符号、控制码等 的索引和编码，也
就是字符集 DIBSBDUFS TFU 和字符编码 DIBSBDUFS FODPEJOH 。
 格式层，字形 HMZQI 的定义描述方法，以及字体的文件存储格式。
 显示层，字体的外在表现形式，比如字体的样式，或具体的字体。
看到这里好奇的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 .JDSPTPGU 8PSE 和其他所见即
所得软件可以直接用下拉菜单设置字体，同样是标记语言的 )5.- 也可以
方便地设置字体，而 -"5&9 就要牵扯这么多概念？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
-"5&9 的历史局限性之一。,OVUI 当初设计 5&9 时，既没有 6OJDPEF 字符集和
65' 编码，也没有 5SVF5ZQF 和 0QFO5ZQF 字体格式。
包老师语重心长地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不马上就要
侃到 9&5&9 了，这些困难只是黎明前的黑暗。

 字符集和编码
众所周知电脑内部采用二进制编码，因为它易于用电子电路实现。所
有字符在电脑内部都是用二进制表示的，字符集的二进制编码被称为字符
编码，有时人们也会混用这两个术语。
 年 "/4*发布了基于电报码的 "4$**，这就是最早的字符编码，它
用  位 CJU 表示了 27 = 128 个字符，只能勉强覆盖英文字符。
美国人发明了电脑，他们优先考虑英语是可以理解的。后来随着电脑
技术的传播，人们呼吁把字符编码扩充到  位也就是一个字节 CZUF ，可以
涵盖 28 = 256 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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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 *40 在  年代中期推出了 *40 ， 个字符显然也不能满

足需要，所以  被分为十几个部分：从  西欧语言 、 中
欧语言 ，直到  东南欧语言 ，覆盖了大部分使用拉丁字母的语言
文字。
在 *40 标准完全定型之前，*#. 就有一系列自己的字符编码，也就是
代码页 DPEF QBHF ，比如  扩展 "4$** 、 西欧语言 、 东欧语
言 。*#. 代码页通常被用于控制台 DPOTPMF 环境，也就是 .4%04 或 6OJY
4IFMM 那样的命令行环境。
微软将 *#. 代码页称为 0&. 代码页，自己定义的称为 "/4* 代码页，
比如  西欧语言 、 东欧语言 、 (#, 简体中文 、 #JH
繁体中文 、 4+*4 日文 、 &6$,3 韩文 等。
 年，中国大陆推出了第一个自己的字符集标准 (#，它是一
个 ¨ 的表，包括  个字符。(# 通常采用双字节的 &6$$/ 编
码，所以后者也常常被称为 (# 编码；其实 (# 还有另一种编码方
式 );，只是不常用。
(# 中没有朱镕基的“镕”字，于是它在  年被扩展为 (#,，包
含  个字符。(#, 不是正式标准。 年发布的 (# 包含 
个字符，采用四字节编码。(# 之前还出现过一个 (#，但是没
有形成气候。
 年 *40 推出了通用字符集 VOJWFSTBM DIBSBDUFS TFU，6$4 ，即 *40
，意图一统江湖。它的容量是一百多万个字符，目前实际使用的有十
万个左右。6$4 有两种编码：双字节的 6$4 和四字节的 6$4。
*40 之外还有个希望一统江湖的组织：统一码联盟 ɨF 6OJDPEF $POTPS
UJVN ，它于  年推出了 6OJDPEF 。后来两家组织意识到没必要做重复
工作，于是双方开始合并成果，携手奔小康。6OJDPEF 从  版开始采用与
*40  相同的编码。
6OJDPEF 主要有三种编码：65'、65'、65'。65' 使用一至
四个  位编码。65' 用一或两个  位编码，基本上是 6$4 的超集，
和 "4$** 不兼容。65' 用一个  位编码，它是 6$4 的一个子集。
*&5' 要求所有网络协议都支持 65'，互联网电子邮件联盟 *OUFSOFU
.BJM $POTPSUJVN，*.$ 也建议所有电子邮件软件都支持 65'，所以它已
成为互联网上的事实标准。

 字体格式



 字体格式
 点阵和矢量字体
电脑字体的数据格式可以分为三大类：点阵 CJUNBQ 字体、轮廓 PVU
MJOF 字体和笔画 TUSPLFCBTFE 字体。
点阵字体通过点阵来描述字形。早期的电脑受到容量和绘图速度的限
制，多采用点阵字体。点阵字体后来渐渐被轮廓字体所取代，但是很多小字
号字体仍然使用它，因为这种情况下轮廓字体缩放太多会导致笔画不清晰。
轮廓字体又称作矢量字体，它通过一组直线段和曲线来描述字形。轮
廓字体易于通过数学函数进行缩放等变换，形成平滑的轮廓。轮廓字体的
主要缺陷在于它所采用的贝塞尔曲线 #Ï[JFS DVSWFT 在光栅设备 比如显示器
和打印机 上不能精确渲染，因而需要额外的补偿处理比如字体微调 GPOU
IJOUJOH 。但是随着电脑硬件的发展，人们一般不在意它比点阵字体多出的
处理时间。
笔画字体其实也是轮廓字体，不过它描述的不是完整的字形，而是笔
画。它多用于东亚文字。

 常见字体格式
当前常见的轮廓字体格式有：5ZQF 、5SVF5ZQF、0QFO5ZQF。
 年 "EPCF 推出 1PTU4DSJQU 时，同时支持两种字体格式：5ZQF  和
5ZQF ，它们都采用三次贝塞尔曲线。5ZQF  支持微调，它使用一个简化的
1PTU4DSJQU 子集；5ZQF  不支持微调，但它可以使用全部 1PTU4DSJQU 功能，因
此既可包含轮廓字体也可包含点阵字体信息。
 年 "QQMF 发布了 5SVF5ZQF，它采用二次贝塞尔曲线。二次曲线处理
起来比三次曲线快，但是需要更多的点来描述。所以从 5SVF5ZQF 到 5ZQF 
的转换是无损的，反之是有损的。 年 "QQMF 开始研究 5SVF5ZQF 的下一
代技术：5SVF5ZQF (9，它后来演变为 "QQMF BEWBODFE UZQPHSBQIZ ""5 。
 年微软和 "EPCF 联合发布了 0QFO5ZQF，它可以被认为是 5ZQF  和
5SVF5ZQF 的超集，既可使用二次曲线，也可使用三次曲线。它比起 5SVF5ZQF
和 ""5 的优势还有：平台独立、开放、易于开发，并且支持更多的语言比
如阿拉伯语。
早在  年 ,OVUI 就发布了 METAFONT，它与 5SVF5ZQF 和 0QFO5ZQF
的区别是，不直接描述字形轮廓，而描述生成轮廓的笔的轨迹。笔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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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椭圆形或多边形，尺寸缩放自如，字形边缘也柔和一些。两种字体
可以用同一个 METAFONT文件，当然还有不同的参数。METAFONT技术如
此先进，却没有流行开来。对此 ,OVUI 解释道，要求一位设计字体的艺术
家掌握  个参数太变态了，那是用来折磨数学家的。
5ZQF  和 5ZQF  把字体的尺寸 NFUSJDT 信息和字形 HMZQI 信息分别存
储。字体尺寸文件有 "'. "EPCF GPOU NFUSJDT 和 1'. QSJOUFS GPOU NFUSJDT ，
字形文件有 1'" QSJOUFS GPOU "4$** 和 1'# QSJOUFS GPOU CJOBSZ 。-"5&9 使用的
尺寸格式是 5'. 5F9 GPOU NFUSJDT 。
5SVF5ZQF 和 0QFO5ZQF 则将字体数据都存在一个文件里，它们的文件后
缀分别是是UUG 和PUG。METAFONT虽然用矢量图形来定义字形，实际输出的
却是一种点阵格式：1, QBDLFE SBTUFS 。
这些字体格式按照技术先进性，从高到低依次为：0QFO5ZQF、5SVF
5ZQF、5ZQF 、5ZQF 、1,，所以我们要优先选用 0QFO5ZQF 和 5SVF5ZQF。
1PTU4DSJQU 文件可以包含 5ZQF  和 5ZQF  字体，而 1%' 除了这两种还支
持 5SVF5ZQF 和 0QFO5ZQF 字体。

 合纵连横
当年 "EPCF 推出 5ZQF  和 5ZQF  时，前者收费，后者是公开的自由规
范。5ZQF  专利许可费十分昂贵，穷人们只好用免费的 5ZQF 。为了打破这
种垄断，"QQMF 开发了 5SVF5ZQF。 年 5SVF5ZQF 发布之后，"EPCF 随即公
开了 5ZQF  的规范，它从贵族堕落为平民，因而流行开来。
 年代中后期，"EPCF 的大部分盈利来自于 1PTU4DSJQU 解释器的许可
费。面对这种垄断局面，微软和 "QQMF 联合了起来。微软把买来的 1PTU4DSJQU
解释器 5SVF*NBHF 授权给 "QQMF，"QQMF 则把 5SVF5ZQF 授权给微软。
微软得陇望蜀，又企图获得 ""5 的许可证，未遂。为了打破 "QQMF 的
垄断，微软联合 "EPCF 在  年发布了 0QFO5ZQF。"EPCF 在  年末将其
字体库全面转向 0QFO5ZQF。
上面这几出精彩好戏充分展示了商场上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没有
永恒的伙伴，只有永恒的利益。但它同时也告诉我们，市场竞争中受益的
还是广大的消费者。

 常见字体



 常见字体
在  节中我们提到每种字体样式可以包含很多种具体的字体。为
了方便读者，表  列出一些最常见的字体。5&9 的缺省字体是 ,OVUI 用
METAFONT生成的 $PNQVUFS .PEFSO；9&5&9 的缺省字体是  年 AMS 发
布的 -BUJO .PEFSO，它基于 $PNQVUFS .PEFSO，但是扩展了其字符集，其封
装格式有 5ZQF  和 0QFO5ZQF。
表  常见字体
操作系统

衬线字体

无衬线字体

等宽字体

8JOEPXT

5JNFT /FX 3PNBO
(FPSHJB
1BMBUJOP -JOPUZQF

5BIPNB
7FSEBOB
"SJBM

$PVSJFS /FX
-VDJEB $POTPMF
$POTPMBT

.BD 04

5JNFT
(FPSHJB
5JNFT /FX 3PNBO

)FMWFUJDB
-VDJEB (SBOEF
(FOFWB

.POBDP
$PVSJFS
$PVSJFS /FX

 字体的应用
从理论上讲，任何电脑字体只要有 5'.，5&9 就可以使用它。然而早
期的 5&9 只能使用 METAFONT生成的字体。直到-"5&9 ε 时代 /'44 的出现
后，5ZQF  和 5ZQF  才在 -"5&9 中得到广泛应用。后起之秀 9&5&9 则极大程
度地简化了 5SVF5ZQF 和 0QFO5ZQF 的配置，而且它还支持 6OJDPEF。
Hi2t、T/7Hi2t、t2Hi2t 编译程序，/pBTb 和 /pBT/7Kt 驱动，%7*
浏览器等分别采用不同的字体技术路线。本文主推 9&-"5&9，对其他早期技
术只作简要介绍，聊以忆苦思甜。

 早期技术
MBUFY 和 %7*
我们用 Hi2t 生成 %7* 时只需要 5'. 文件，因为 %7* 并不包含字形
信息，而只包含对字体的引用。%7* 浏览器显示 %7* 时一般使用 1,，它在
系统中查找相应的 XTF 文件，若找不到就调用 METAFONT在后台自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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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JQT
缺省情况下，/pBTb 也会查找 XTF，或调用 METAFONT自动生成；然
后把 1, 转换成包含点阵字体的 5ZQF ，它的参数 @. 可以用来控制该点阵
字体的分辨率。用 TbkT/7 处理含 5ZQF  的 1PTU4DSJQU 时，输出的自然是含
5ZQF  的 1%'。
(4WJFX 在低分辨率下可以很好地渲染 5ZQF ，"EPCF 3FBEFS 或 "DSPCBU
却不能，因为它们使用的 "EPCF 5ZQF .BOBHFS 不支持包含完整 1PTU4DSJQU 的
5ZQF 。因此含 5ZQF  的 1%' 看起来会有些模糊，所以应尽量避免使用。
/pBTb 的另一个参数 @ST/7 把 5ZQF  嵌入生成的 1PTU4DSJQU，这样再
TbkT/7 就能生成含 5ZQF  的 1%'。
/pBTb 不支持真正的 OBUJWF 5SVF5ZQF，用户只能把 5SVF5ZQF 先转成 1,
或 5ZQF ，这样绕了个弯效果总会打些折扣。
/pBTb 的字体详细使用方法可查阅其手册 <> 第六章，此处不赘述。
EWJQEGN Y 和 QEîBUFY
/pBT/7K 支持 1, 和 5ZQF ，它可以用一个 iR7QMibXKT 文件建立 1,
文件和 5ZQF  文件之间的映射，这样生成的 1%' 用的就是 5ZQF 。/pBT/7K
也 不 支 持 真 正 的 5SVF5ZQF。/pBT/7Kt 通 过 正 确 的 设 置 可 以 使 用 真 正 的
5SVF5ZQF，它对中日韩等东亚文字的支持也较好；只是其安装配置较繁琐，
此处不赘述，实在有兴趣考古的读者可以参考 MOPUFT 第一版 <> 。
QEìBUFY 支持 5ZQF 、5SVF5ZQF，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 0QFO5ZQF。它的
配置也很繁琐，可以参考其用户手册 <> 第五章。

 9F5F9
9&5&9 可以直接使用电脑系统字体，不再需要 5'. 文件。我们首先
需要知道电脑上有哪些字体，9&5&9 用一个 9.- 文件记录系统字体路径，
.JL5F9 用的是 HQ+H7QMibX+QM7，5F9MJWF 用的是 7QMibX+QM7。

我们设置字体时需要字体的引用名，它和字体的文件名是不同的概念。
7+@HBbi 程序可以用来获取字体引用名，比如下面命令生成的 Kv7QMibXiti
文件就是一份字体引用名列表。
7+ @HBbi = Kv7QMib Xiti

带 9&5&9 的发行包首次安装时会自动扫描这些字体目录，生成字体的

 中文解决方案



缓存 DBDIF 。每次系统安装了新字体时，我们需要手工运行字体缓存命令
7+@++?2，生成新的缓存。
7+ @++?2 @`

关于字体路径，7+@HBbi 和 7+@++?2 命令等的详细信息，可以参考
.JDIFM (PPTTFOT o



编辑的 9F5F9 $PNQBOJPO <> 。

9&5&9 提 供 的 字 体 命 令 比 较 原 始、繁 琐，8JMM 3PCFSUTPO o  的
7QMibT2+ 宏包提供了较好的封装。9&-"5&9 下字体常用设置方法如下，详细
信息可以参考 7QMibT2+ 的用户手册 <> 。

$ mb2T+F;2 & 7QMibT2+ '
$ b2iKBM7QMi ( JTTBM; 4i2t @i2ti )& hBK2b L2r _QKM '
$ b2ibMb7QMi ( JTTBM; 4i2t @i2ti )& h?QK '
$ b2iKQMQ7QMi & *Qm`B2` L2r'

例  9&-"5&9 字体设置
例  中的代码分别设置了衬线、无衬线和等宽字体样式对应的字
体。在  节 例  中我们学过中划线和短划线可以用 @@ 和 @@@ 来输入。
5&9 中几个短划线是相连的，9&5&9 中缺省它们之间是有空隙的。例  用
JTTBM; 参数指示改回 5&9 的方式，即去掉短划线之间的空隙。

 中文解决方案
-"5&9 对中文的支持主要有两种方法：张林波  的 $$5 和 8FSOFS -FN
CFSH o



的 $+, 宏包。早期 $$5 比较流行，$+, 后来居上；新版 $$5

也可以和 $+, 配合使用。
支持简体中文的 -"5&9 发行版有吴凌云的 $5F9 和李树钧  的 $IJOB5F9，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SFF 6OJWFSTJUZ PG #SVTTFMT 物理系  年学士， 年博士。
年加入 $&3/。合著 -B5F9 $PNQBOJPO、-B5F9 (SBQIJDT $PNQBOJPO、-B5F9 8FC $PNQBOJPO等书。
曾任 56( 总统。

阿德雷德大学 6OJWFSTJUZ PG "EFMBJEF 机械系博士生， 后帅哥。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从维也纳音乐和表演艺术大学 6OJWFSTJUZ PG .VTJD BOE 1FSGPSNJOH "SUT 7JFOOB 获得作曲、
指挥、钢琴、乐团管理、歌手教练等五个专业文凭，后自学中文和数学。曾任职于奥地利和
德国多家剧院和乐团，现任德国科布伦茨某剧院指挥。

西安交大电子系  年学士， 年博士。 年香港城市大学博士后， 年香港
理工大学博士后， 年哈根函授大学 %JTUBODF 6OJWFSTJUZ PG )BHFO 研究员， 年康斯坦
茨大学 6OJWFSTJUZ PG ,POTUBO[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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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繁体中文的有吴聪敏 o  、吴聪慧  兄弟和翁鸿翎的 DX5F9，蔡奇
伟  的 165F9。这两个繁体中文的发行版本人都不熟悉，前两个简体中文
发行版都包含 .JL5F9、$$5、$+,、8JO&EU 等。
9&5&9 问世后，孙文昌 o  推出了 t2*CE 宏包，用于排版中日韩等
文字，包括字体选择，标点、文字间距调整等功能。它可以被认为是 $$5
和 $+, 在某种程度上的结合。
在 例  中引用宏包时，*CE+?2+FbBM;H2 参数防止段落最后一行只
有一个汉字；*CEMmK#2` 参数自动载入另一个宏包 *CEMmK#2`，它提供的
$*CEMmK#2` 命令可以把阿拉伯数字转换为中文数字。
$b2i*CEKBM7QMi 命令设置了中文正文字体，它的两个参数 "QH/6QMi
和 AiHB+6QMi 分别设置了粗体、斜体样式对应的字体。$b2i*CEbMb7QMi、
$b2i*CEKQMQ7QMi 命令分别设置了无衬线和等宽字体样式对应的字体。





$ mb2T+F;2 ( *CE//bT+2b - *CE+?2+FbBM;H2 - *CEMmK#2` )& t2*CE '
$ b2i*CEKBM7QMi ( "QH/6QMi 4& /Q#2 >2BiB ai/'AiHB+6QMi 4& /Q#2 EBiB ai/ ')& /Q#2 aQM; ai/'
$ b2i*CEbMb7QMi & /Q#2 >2BiB ai/'
$ b2i*CEKQMQ7QMi & /Q#2 6M;bQM; ai/'
$ TmM+ibivH2 & ?M;KQ#MDBQ '

例  YF$+,
其实严格地讲中文字体并没有衬线、无衬线、等宽、斜体等概念，只是
习惯上宋体用得最多，辅以黑体、仿宋、楷体，文档会显得疏落有致，不至
于太沉闷。如果我们把 例  和 例  中的命令结合起来，就可以为中英文
分别设置字体。
YF$+, 宏包的详细用法可参考其用户手册 <> 。另外 :JO %JBO 的 [ITQBDJOH
宏包也可以完成类似功能，具体用法可参考其文档 <> 。

参考文献
<> 5PNBT 3PLJDLJ %WJQT " %7*UP1PTU4DSJQU 5SBOTMBUPS  63- ?iiT,ffrrrX
im;XQ`;f/pBTbf


台湾大学电机学士，罗彻斯特大学经济学博士，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
新泽西理工学院电脑硕士，嘉南药理科技大学医务管理系助理教授。

犹他电脑博士，静宜大学资讯工程系副教授。

南开大学数学系  年学士， 年博士，毕业后留校作博士后， 年副教授，
 年教授。


参考文献



<> 包太雷 -B5F9 /PUFT  63- ?iiT,ffrrrX+iMXQ`;fi2t@`+?Bp2f
BM7QfHi2t@MQi2b@x?@+Mf
<> ɨÐ ɨËOI )ËO 4FCBTUJBO 3BIU[ )BOT )BHFO )BSUNVU )FOLFM 1BXF +BDL
PXTLJ BOE .BSUJO 4DISÚEFS ǲF QEG5F9 6TFS .BOVBM  63- ?iiT,
ffrrrXim;XQ`;fTTHB+iBQMbfT/7i2tf
<> .JDIFM (PPTTFOT ǲF 9F5F9 $PNQBOJPO  63- ?iiT,fftKHXr2#X+2`MX
+?fsJGfH;+kft2i2tKBMXT/7
<> 8JMM 3PCFSUTPO ǲF GPOUTQFD 1BDLBHF  63- ?iiT,ffrrrX+iMXQ`;f
i2t@`+?Bp2fK+`Qbft2i2tfHi2tf7QMibT2+f
<> 孙文昌 YF$+, 宏包  63- ?iiT,ffrrrX+iMXQ`;fi2t@`+?Bp2f
K+`Qbft2i2tfHi2tft2+DFf
<> %JBO :JO 5ZQFTFUUJOH $IJOFTF JO 9F5F9 [ITQBDJOH 6TFST .BOVBM  63?iiT,ff+Q/2X;QQ;H2X+QKfTfx?bT+BM;f

广告位招租

第四章 数学
今有上禾三秉，中禾二秉，下禾一秉，实三十九斗；上禾二
秉，中禾三秉，下禾一秉，实三十四斗；上禾一秉，中禾二秉，
下禾三秉，实二十六斗。问上、中、下禾实一秉各几何？
3x + 2y + z = 39
2x + 3y + z = 34
x + 2y + 3z = 26
 《九章算术》
为了使用 AMS-"5&9 提供的数学功能，我们需要在文档的序言部分加

载 KbKi? 宏包，其详细用法可参阅其用户手册 <> 。更全面的数学内容排
版可参阅 (FPSHF (SÊU[FS  的 .PSF .BUI JOUP -"5&9 <> 。
$ mb2T+F;2 & KbKi? '

 数学模式
-"5&9 的数学模式有两种形式：行间 JOMJOF 模式和独立 EJTQMBZ 模式。
前者是指在正文中插入数学内容；后者独立排列，可以有或没有编号。简
单数学公式的输入方法见 表 。
行间公式和无编号独立公式都有多种输入方法，新手也许会看花了
眼。懒人包老师的秘诀是用最短的：行间公式用 0XXX0，无编号独立公式用
$(XXX$)。建议不要用 00XXX00，因为它和 AMS-"5&9 有冲突。KbKi? 版
本的 2[miBQM 环境可以嵌入次环境 见  节 。


匈牙利厄特沃什·罗兰大学 &ÚUWÚT -PSÈOE 6OJWFSTJUZ  年数学博士，现任加拿大曼尼
托巴大学 6OJWFSTJUZ PG .BOJUPCB 教授。+PIO WPO /FVNBOO 的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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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简单数学公式的输入

行间公式
无编号独立公式
有编号独立公式

5&9 命令
0XXX0
00XXX00

-"5&9 命令

-"5&9 环境

KbKi? 环境

$UXXX$V
$(XXX$)

Ki?
/BbTHvKi?
2[miBQM

2[miBQM
2[miBQM

 节提到的 $7#Qt 命令可以给文本内容加个方框，数学模式下也有个
类似的命令 $#Qt2/。





&JOTUFJOT E = mc2

1BMbi2BM ^b 014K+ k0
$( 14K+k $)
$( $#Qt2/&14K+ k' $)
$ #2;BM & 2[miBQM '
14K+ k
$2M/& 2[miBQM '

E = mc2
E = mc2
E = mc2



例  数学模式

 基本元素
 希腊字母
英文字母在数学模式下可以直接输入，希腊字母则需要用 表  中的
命令输入，注意大写希腊字母的命令首字母也是大写。
表  希腊字母
α
β
γ
δ
ϵ
ε
ζ
η
Γ
∆
Θ

$HT?
$#2i
$;KK
$/2Hi
$2TbBHQM
$p`2TbBHQM
$x2i
$2i
$:KK
$.2Hi
$h?2i

θ
ϑ
ι
κ
λ
µ
ν
ξ
Λ
Ξ
Π

$i?2i
$p`i?2i
$BQi
$FTT
$HK#/
$Km
$Mm
$tB
$GK#/
$sB
$SB

o
π
ϖ
ρ
ϱ
σ
ς

Q
$TB
$p`TB
$`?Q
$p``?Q
$bB;K
$p`bB;K

τ
υ
φ
ϕ
χ
ψ
ω

$im
$mTbBHQM
$T?B
$p`T?B
$+?B
$TbB
$QK2;

Σ
Υ
Φ

$aB;K
$lTbBHQM
$S?B

Ψ
Ω

$SbB
$PK2;

 基本元素



 上下标和根号
指数或上标用  表示，下标用 n 表示，根号用 $b[`i 表示。上下标如
果多于一个字母或符号，需要用一对 &' 括起来。
$( tn& BD 'k$ [m/ $b[`i&t'$ [m/ $b[`i (j)&t' $)

x2ij

√

x

√
3

x

例  上下标和根号

 分数
分数用 $7`+ 命令表示，它会根据环境自动调整字号，比如在行间公
式中小一点，在独立公式中则大一点。我们可以人工设置分数字号，比如
$/7`+ 命令把分数的字号设置为独立公式中的大小，而 $i7`+ 命令则把
字号设为行间公式中的大小。
0 $7`+ &R'&k' $ /7`+ &R'&k' 0
$( $7`+ &R'&k'
$i7`+ &R'&k' $)

11
22

11
22

例  分数

 运算符
有些小运算符例如 Y @

f 4 等可以直接输入，另一些则需要特殊命

令 见 例  。更多的数学符号可参考 4DPUU 1BLJO 的符号列表 <> 。
$( $TK $c $iBK2b $c $/Bp $c $+/Qi $c $+T $c $+mT $c
$;2[ $c $H2[ $c $M2[ $c $ TT`Qt $c $2[mBp $)

± × ÷ · ∩∪ ≥≤=
̸ ≈≡
例  小运算符
和、积、极限、积分等大运算符用 $bmK $T`Q/ $HBK $BMi 等命令表示
见 例  ，它们的上下标在行间公式中被压缩，以适应行高。我们也可以
用 $HBKBib 和 $MQHBKBib 命令显式指定是否压缩上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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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bmK n&B4R'M B$[m/ $T`Q/ n&B4R'M$[m/
$HBK n&t$iQ y'tk$ [m/ $BMin# tk /t 0$$
0 $bmK$ HBKBib n&B4R'M B$[m/ $T`Q/$ HBKBib n&B4R'M$[m/
$HBK$ HBKBib n&t$iQ y'tk$ [m/ $BMi$ HBKBib n# tk /t 0
$( $bmK n&B4R'M B$[m/ $T`Q/ n&B4R'M$[m/
$HBK n&t$iQ y'tk$ [m/ $BMin# tk /t $)
$( $bmK$ MQHBKBib n&B4R'M B$[m/
$T`Q/$ MQHBKBib n&B4R'M$[m/
$HBK$ MQHBKBib n&t$iQ y'tk$ [m/
$BMi$ MQHBKBib n# tk /t $)

!n

i=1 i

n
!

i=1

i

"n

MJNx→0 x2
#b 2
MJN x2
x dx

i=1

n
"

i=1

x→0

#b
a

x2 dx

a

n
$
i=1

$n

i=1

i

i

n
%
i=1

MJN x

2

x→0

%n

i=1

&

MJNx→0 x

b

x2 dx

a

2

&

b

x2 dx

a

例  大运算符

部分追求完美的同学可能会觉得积分公式末尾的积分变量 dx 改成 Ex
比较好看；另外积分函数和积分变量之间需要拉开点距离。那么我们可以
用 例  中的方法自己定义一个积分变量命令。

$ M2r+QKKM/ &$ Kv/ '&$c$ Ki?`K &/''
$( $BMi t /t$[m/ $BMi t $Kv/ t $)

&

xdx

&

x Ex

例  积分变量

多重积分如果用多个 $BMi 来输入的话，积分号之间的距离会过宽。正
确的方法是用 $BBMi $BBBMi $BBBBMi $B/QibBMi 等命令输入。从 例 
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方法的差异。

 基本元素



$( $BMi$BMi$[m/ $BMi$BMi$BMi$[m/
$BMi$BMi$BMi$BMi$[m/ $BMi$/Qib$BMi $)
$( $BBMi$[m/ $BBBMi $[m/ $ BBBBMi $[m/ $ B/QibBMi $)

& &

&&

& & &
&&&

& & & &

&&&&

&

&
···

...
&

&

例  多重积分

 箭头
表  给出了一些箭头的输入方法。$tH27i``Qr 和 $t`B;?i``Qr 命
令生成的箭头可以根据内容自动调整长度（见 例 ）。
表  箭头
←
→
↔
⇐
⇒
⇔

$H27i``Qr
$`B;?i``Qr
$H27i`B;?i``Qr
$G27i``Qr
$_B;?i``Qr
$G27i`B;?i``Qr

←−
−→
←→
⇐=
=⇒
⇐⇒

$HQM;H27i``Qr
$HQM;`B;?i``Qr
$HQM;H27i`B;?i``Qr
$GQM;H27i``Qr
$GQM;`B;?i``Qr
$GQM;H27i`B;?i``Qr

$( $ tH27i``Qr &tYvYx'$ [m/
$ t`B;?i``Qr (tIv)& # +' $)

x+y+z

a∗b∗c

←−−−− −−−→
x<y

例  可扩展箭头

 注音和标注
表  列出一些数学注音符号 BDDFOU ，表  列出一些长的标注符号。
表  数学注音符号
x̄
⃗x
x̂
x̌

$#`&t'
$p2+&t'
$?i&t'
$+?2+F&t'

x́
x̀
x̃
x̆

$+mi2&t'
$;`p2&t'
$iBH/2&t'
$#`2p2&t'

x̊
ẋ
ẍ

x

$Ki?`BM;&t'
$/Qi&t'
$//Qi&t'
$///Q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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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长标注符号

xxx
xxx
←
−−
xxx

xxx
←−−
−
−→
xxx
xxx
−−→

←
→
xxx
xxx
←
→
'()*
xxx
xxx
)*'(

$Qp2`HBM2&ttt'
$mM/2`HBM2&ttt'
$Qp2`H27i``Qr&ttt'
$mM/2`H27i``Qr&ttt'
$Qp2``B;?i``Qr&ttt'
$mM/2``B;?i``Qr&ttt'

xxx
+
xxx
,

$Qp2`H27i`B;?i``Qr&ttt'
$mM/2`H27i`B;?i``Qr&ttt'
$Qp2`#`+2&ttt'
$mM/2`#`+2&ttt'
$rB/2?i&ttt'
$rB/2iBH/2&ttt'

 分隔符
各种括号用 UV () $&$' $HM;H2$`M;H2 等命令表示；注意花括号
通常用来输入命令和环境的参数，所以在数学公式中它们前面要加 $。因
为 -"5&9 中 %和$% 的应用过于随意，KbKi? 宏包推荐用 $Hp2`i$`p2`i 和
$Ho2`i$`o2`i 取而代之。

我们可以在上述分隔符前面加 $#B; $"B; $#B;; $"B;; 等命令来调整
其大小。-"5&9 原有的方法是在分隔符前面加 $H27i $`B;?i 来自动调整大
小，但是效果不佳，所以 KbKi? 不推荐用这种方法。







$( $"B;; U$ #B;; U$ "B; U$ #B; UUtV$#B;V$"B;V$#B;;V$"B;;V$[m/
$"B;; ($ #B;; ($ "B; ($ #B; ((t)$ #B; )$ "B; )$ #B;; )$ "B;; )$ [m/
$"B;; $&$ #B;; $&$ "B; $&$ #B; $&$&t$'$ #B; $'$ "B; $'$ #B;; $'$ "B;; $'
$)$(
$"B;;$ HM;H2 $#B;;$ HM;H2 $"B;$ HM;H2 $#B;$ HM;H2 $ HM;H2 t
$ `M;H2 $#B;$ `M;H2 $"B;$ `M;H2 $#B;;$ `M;H2 $"B;;$ `M;H2 $[m/
$"B;;$Hp2`i $#B;;$ Hp2`i $"B;$Hp2`i $#B;$ Hp2`i $ Hp2`i t
$`p2`i $#B;$`p2`i $"B;$ `p2`i $#B;;$`p2`i $"B;;$ `p2`i $[m/
$"B;;$Ho2`i $#B;;$ Ho2`i $"B;$Ho2`i $#B;$ Ho2`i $ Ho2`i t
$`o2`i $#B;$`o2`i $"B;$ `o2`i $#B;;$`o2`i $"B;;$ `o2`i $)

-.

/0

(x)

EF
GH

12

34 5 67
8

⟨x⟩

IJ

KL

[x]

9:

;<

MM
M
MMMM MMMMM
MMMM MMMM
MMM |x| MMM
M
M

例  分隔符

=>
?@

AB
{x}

CD

NN
N
NNNN
NN
N
N
N
NNNN
N N
NNN ∥x∥NNN
NN
N
N

 矩阵



 省略号
省略号用 $/Qib $+/Qib $p/Qib $//Qib 等命令表示。$/Qib 和 $+/Qib
的纵向位置不同；前者一般用于有下标的序列。
$( tnR-tnk-$ /Qib -tnM$[m/ R-k-$ +/Qib -M$[m/
$ p/Qib $[m/ $ //Qib $)

1, 2, · · · , n

x1 , x 2 , . . . , x n








例  省略号

 空白间距
在数学模式中，我们可以用 表  中的命令生成合适的空白间距，注意
负间距命令 $5 可以用来减小间距。
表  空白间距
$$,
$c

FN
FN
FN

||
||
||

$[m/
$[[m/
$5

FN
FN
FN

| |
|
|
||

 矩阵
数学模式下可以用 ``v 环境（见 例 ）来生成矩阵，它提供了外
部对齐和列对齐的控制参数。外部对齐是指整个矩阵和周围对象的纵向关
系，有三种方式：居顶、居中 缺省 、居底，分别用 i、+、# 来表示；列
对齐也有三种方式：居左、居中、居右，分别用 H、+、` 表示。$$ 和  用
来分隔行和列。
其语法如下：
$ #2;BM & ``v '(外部对齐)&列对齐'
行列内容
$2M/&``v '

KbKi? 的 TKi`Bt、 #Ki`Bt、 "Ki`Bt、 pKi`Bt、 oKi`Bt 等 环
境 可 以 在 矩 阵 两 边 加 上 各 种 分 隔 符，但 是 它 们 没 有 对 齐 方 式 参 数（见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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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BM &``v '& +++'
tnR  tnk  $/Qib $$
tnj  tn9  $/Qib $$
$ p/Qib  $p/Qib  $//Qib
$2M/& ``v ' $)

x1 x2 . . .
x3 x4 . . .

  



例  矩阵




$( $ #2;BM & TKi`Bt ' #$$+/ $2M/& TKi`Bt ' $[m/
$ #2;BM & #Ki`Bt ' #$$+/ $2M/& #Ki`Bt ' $[m/
$ #2;BM & "Ki`Bt ' #$$+/ $2M/& "Ki`Bt ' $[m/
$ #2;BM & pKi`Bt ' #$$+/ $2M/& pKi`Bt ' $[m/
$ #2;BM & oKi`Bt ' #$$+/ $2M/& oKi`Bt ' $)

.

a b
c d

3

6

a b
c d

;

>

a b
c d

C

M
M
Ma b M
M
M
M c dM

例  更多矩阵

N
N
Na b N
N
N
N c dN

$bKHHKi`Bt 命令可以生成行间矩阵（见 例 ）。
J``v ?b  HBiiH2 Ki`Bt 0 U $#2;BM & bKHHKi`Bt '
#$$+/ $2M/& bKHHKi`Bt ' V 0X

.BSSZ IBT B MJUUMF NBUSJY ( ac db )
例  行间矩阵

 多行公式
有时一个公式太长一行放不下，或几个公式需要写成一组，这时我们
就要用到 KbKi? 提供的一些多行公式环境。

 长公式
无须对齐的长公式可以使用 KmHiHBM2 环境（见 例 ）。需要对齐的
长公式可以使用 bTHBi 环境（见 例 ），它本身不能独立使用，必须包
含在其它数学环境内，因此也称作次环境。它用 $$ 和  来分行和设置对齐
的位置。

 定理和证明



$ #2;BM & KmHiHBM2 '
t 4 Y#Y+Y&' $$
/Y2Y7Y;
$2M/& KmHiHBM2 '

x=a+b+c+
d+e+f +g



例  无对齐长公式
$( $ #2;BM &bTHBi '
t 4&' Y#Y+Y&' $$
/Y2Y7Y;
$2M/&bTHBi ' $)

x=a+b+c+
d+e+f +g
例  对齐长公式

 公式组
不需要对齐的公式组可以使用 ;i?2` 环境（见 例 ），需要对齐的
公式组用 HB;M 环境（见 例 ）。
$ #2;BM & ;i?2` '
 4 #Y+Y/ $$
t 4 vYx
$2M/& ;i?2` '

a=b+c+d



x=y+z



a=b+c+d



x=y+z



例  无对齐公式组
$ #2;BM & HB;M '
 4 #Y+Y/ $$
t 4 vYx
$2M/&HB;M '

例  对齐公式组
KmHiHBM2、;i?2`、HB;M 等环境都有带

的版本，不生成公式编号。

 分支公式
分段函数通常用 +b2b 次环境写成分支公式（见 例 ）。

 定理和证明
$M2ri?2Q`2K 命令可以用来定义定理之类的环境，其语法如下。



第四章 数学

$( v4$ #2;BM & +b2b '
@t-$ [m/ t$H2[ y $$
t-$ [m/ t=y
$2M/& +b2b ' $)

y=

=

−x, x ≤ 0
x, x > 0

例  分支公式
语法：&环境名'(编号延续)&显示名'(编号层次)
下面的代码定制了四个环境：定义、定理、引理和推论，它们都在一个
b2+iBQM 内统一编号，而引理和推论会延续定理的编号。我们在 例  中
定制了一些环境后，可以像 例  那样使用它们。
$ M2ri?2Q`2K & /27BMBiBQM '&定义'( b2+iBQM )
$ M2ri?2Q`2K & i?2Q`2K '&定理'( b2+iBQM )
$ M2ri?2Q`2K & H2KK '( i?2Q`2K )&引理'
$ M2ri?2Q`2K & +Q`QHH`v '( i?2Q`2K )&推论'

例  定制定理类环境
$ #2;BM & /27BMBiBQM '
Cp是一种跨平台的编程语言。
$2M/& /27BMBiBQM '

定义  +BWB 是一种跨平台的编
程语言。

$ #2;BM & i?2Q`2K '
咖啡因可以刺激人的中枢神经。
$2M/& i?2Q`2K '

定理  咖啡因可以刺激人的中
枢神经。

$ #2;BM &H2KK '
茶和咖啡都会使人的大脑兴奋。
$2M/& H2KK '

引理  茶和咖啡都会使人的大
脑兴奋。

$ #2;BM & +Q`QHH`v '
晚上喝咖啡可能会导致失眠。
$2M/& +Q`QHH`v '

推论  晚上喝咖啡可能会导致
失眠。

例  使用定理类环境
Kbi?K 宏包提供的 T`QQ7 环境（见 例 ）可以用来输入证明，它会
在证明结尾加一个 2&% 符号  。


拉丁语 RVPE FSBU EFNPOTUSBOEVN 的缩写。

 数学字体



$ #2;BM & T`QQ7 '(命题物质无限可分的证明)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2M/&T`QQ7 '

命题物质无限可分的证明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例  证明

 数学字体
和 文 本 模 式 类 似，我 们 在 数 学 模 式 下 也 可 以 选 用 不 同 的 字 体 样 式
见 表  。$Ki?## 和 $Ki?7`F 需要 Kb7QMib 宏包，$Ki?b+` 需要
Ki?`b7b 宏包。
表  数学字体
缺省
$Ki?`K
$Ki?b7
$Ki?ii
$Ki?+H

ABCXY Z
"#$9:;
"*suw
"*suw
ABCX YZ

$Ki?#7
$Ki?Bi
$Ki?##
$Ki?7`F
$Ki?b+`

"#$9:;
"#$9:;
ABCXYZ
ABCXYZ
A BC X Y Z

参考文献
<> ".4

BNTNBUI 6TFST (VJEF 

63- ?iiT,ffrrrXKbXQ`;fi2tf

KbHi2tX?iKH
<> (FPSHF (SÊU[FS .PSF .BUI JOUP -B5F9 4QSJOHFS UI FEJUJPO  63- ?iiT,
ffrrrXKxQMX+QKf/Tfyj3djkk3Nkf
<> 4DPUU 1BLJO ǲF $PNQSFIFOTJWF -B5F9 4ZNCPM -JTU  63- ?iiT,ffrrrX
+iMXQ`;fi2t@`+?Bp2fBM7QfbvK#QHbf+QKT`2?2MbBp2f

广告位招租

第五章 插图
" QJDUVSF TBZT NPSF UIBO B UIPVTBOE XPSET
 4IBLFTQFBSF
当年 ,OVUI 开发 5&9 时，(*'、+1&(、1/(、&14 等图形格式还没有问
世，所以 %7* 不能直接支持这些格式。但是高手就是高手，,OVUI 在 5&9
里留了一个后门：$bT2+BH 命令，让后面的驱动自行决定怎样处理图形。
这和当年老毛把港澳台，老邓把钓鱼岛都“留给后人解决”有异曲同
工之妙。曾经有位出版社的编辑看上了包老师写的一个程序，要我改改当
作教学辅助软件出版，但是当时手头没有 %04 中断的资料没办法加鼠标操
作。该编辑说：你把鼠标驱动打包在软件里，让用户自己琢磨是怎么回事。
下面我们会在  节讨论 -"5&9 所用图形格式以及图形的优化、转换和
处理， 节介绍怎样插入图形， 节简介矢量绘图。接下来的三章 o 会
分别讨论怎样使用 METAPOST 145SJDLT 和 1('。

 图形概览
 图形格式
-"5&9 支持点阵图形格式 +1&( 和 1/(，也支持矢量格式 &14 和 1%'  。
对于示意图，我们应该首选矢量格式；包含大量自然色彩的图像 比如照片
应该选 +1&(；人工点阵图像应该选 1/(。
 年代中后期，1PTU4DSJQU 风头之劲一时无两，人们自然会考虑把它
作为文档中嵌入图形的标准格式。然而它实在太强大，人们担心嵌入文档的
1PTU4DSJQU 会搞破坏，于是就产生了戴着手铐的 &ODBQTVMBUFE 1PTU4DSJQU &14 。


&14 和 1%' 中也可以嵌入点阵图形，但是它们本身还是矢量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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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也担心嵌入 )5.- 的 "DUJWF9、+BWB "QQMFU、+BWB4DSJQU
中混入恶意代码，所以才会对它们也有所限制。早年间人们得到 %7* 后通
常会把它转换为 1PTU4DSJQU，所以 &14 就成了 -"5&9 的标准图形格式。

 %SJWFS 的口味
EWJQT
/pBTb 喜欢 1PTU4DSJQU，所以就爱屋及乌只支持嵌入 &14。.J,5F9 看不
惯这种垄断行为，就把 /pBTb 破解，添加了对 +1&( 和 1/( 的支持。但是
它很固执，坚持按缺省分辨率  11* 计算图形尺寸，并认为所有图形都是
灰度图。为了避免麻烦，包老师还是劝你把这些图形格式转换为 &14。
QEîBUFY
T/7Hi2t  支持 +1&(、1/( 和 1%'，不支持 &14。传说它不支持 &14
的原因是 1PTU4DSJQU 解释器的版权问题。包老师认为这种说法不可信，因为
 年 QEG5F9 面世时 1PTU4DSJQU 已经被 1%' 赶超，"EPCF 与其保护 1PTU4DSJQU
还不如保护 1%'。
-"5&9 有两个宏包 2TbiQT/7 和 Tbi@T/7 可以实时地 PO UIF ìZ 把 &14 转

换为 1%'  。然而前者有安全漏洞，后者用法繁琐，用户最好还是用其他软
件事先把 &14 转为 1%'。
EWJQEGN Y

/pBT/7K 支持 +1&(、1/( 和 1%'，不支持 &14，但是它可以实时地调
用 (IPTUTDSJQU 把 &14 转为 1%'。/pBT/7Kt 对上述图形格式的支持有所增
强，还增加了对 #.1 的支持。
YEWJQEGNY
9&-"5&9 的缺省驱动 t/pBT/7Kt 直接支持 #.1、+1&(、1/(、&14 和
1%'。所以从图形格式支持的角度来讲，t/pBT/7Kt 比 /pBTb、T/7Hi2t 和
/pBT/7Kt 都好。传说 t/pkT/7 驱动还支持 (*'、1*$5、14%、4("、5("、
5*'' 等格式，可惜只能在 .BD 04 9 上用。


T/7Hi2t 包含编译和驱动两种功能，所以这里也就把它划到驱动一边。
在这里 PO UIF ìZ 是指在后台处理，用户不用操心。包老师不确定把它翻译为“实时”是
否合适，因为 SFBM UJNF 通常被翻译为实时。对于用户无须干涉、知情的情况，有人说 VTFS
USBOTQBSFOU，也有人说 CMBDL CPY，语言还真奇妙。


 图形概览



 图形优化
矢量图形的一个优点是可以无限缩放，而输出质量不变。图形尺寸对
矢量图形而言意义不大。描述矢量图形所需数据较少，所以其文件体积一
般也较小。
而点阵图形是以像素 QJYFM 为单位描述、存储的，图形尺寸越大，文件
体积就越大。当然影响文件体积的还有色彩深度、压缩算法等因素。
人们一般希望用较小的文件体积获取较好的输出效果，这样就需要优
化图形尺寸和色彩。
图形尺寸
点阵图形的像素是一种相对尺寸，其实际尺寸等于像素除以分辨率
SFTPMVUJPO ，最常用的分辨率单位是像素  英寸 QJYFMT QFS JODI，11* 。在古
时候 11* 也常和点  英寸 EPUT QFS JODI %1* 混用；现在人们倾向于认为 11*
是图形的分辨率单位，而 %1* 是硬件设备 比如显示器或打印机 输出的分
辨率单位。通常横向和纵向分辨率相同，可以写成一个数字。
比如有一幅  Y  像素的点阵图形 图  ，其分辨率为  11*。
在输出时，它的缺省尺寸就是 JO Y JO。如果我们将它强制输出为 JO Y
JO 图  ，那么其实际分辨率就降为  11*。

图  缺省输出尺寸

图  强制放大输出尺寸

假设输出分辨率是  %1*，像素和输出点就一一对应；如果输出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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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是  %1*，每个像素实际输出为  Y  个点；如果输出分辨率是  %1*，
每  Y  个像素才享受到一个输出点的待遇。
当图形分辨率和输出分辨率不一致时，就会有一个重新采样 SFTBN
QMJOH 的过程；从高分辨率到低分辨率叫下采样 EPXOTBNQMJOH ，反之叫上
采样 VQTBNQMJOH 。重新采样的插值 JOUFSQPMBUJPO 算法有很多，其中常用的
有最近像素 OFBSFTU OFJHICPS 、双线性 CJMJOFBS 、双三次 CJDVCJD 、兰索斯
-BOD[PT 等。前两种速度快，但是效果差；后两种效果好，但是速度慢。追
求完美的雷人自然要选择 -BOD[PT。
一般而言，高分辨率图形配合高分辨率输出设备会产生高质量效果，
低分辨率图形配合低分辨率设备会产生低质量效果；高分辨率图形遇到低
分辨率设备会形成浪费；低分辨率图形遇到高分辨率设备呢，得看插值效
果，但是最好嫑高估机器的智能。雷人追求的是高质量文档，所以输出设
备的分辨率大家暂时就甭操心了。
当输出尺寸一定时，图形分辨率越高需要的像素就越多，图形文件体
积就越大。那么点阵图形的分辨率多少比较合适呢？一般认为在屏幕上阅
读需要  11*，考虑到放大  11* 应该够了，而高质量打印需要  11*。
假设我们要在 -"5&9 文档中嵌入一幅图形，如果是通栏，宽度就是
oJO 文档缺省宽度取决于字体大小 。那么如果仅用于屏幕阅读，原始
图形的宽度 QY 足够了；如要放大阅读或输出打印则分别需要 QY 和
QY。
点阵图形尺寸相关的基本编辑操作有以下几种：裁剪 DSPQ 、改尺寸
SFTJ[F 、改分辨率。
 裁剪时像素自然会变少，分辨率不变，缺省输出尺寸也就变小。图 
其实就是从一幅  Y  像素的大图裁剪、缩小而来，因为原图太
大，图  把它强制输出为 JO Y JO。
 改尺寸时像素改变，分辨率不变，缺省输出尺寸相应改变，这个过程
需要重新采样。比如把 图  SFTJ[F 到  Y  像素，分辨率还是 
11*，那么缺省输出尺寸就变成 JO Y JO 图  。
 单纯更改图形文件分辨率时，像素不变，缺省输出尺寸相应改变。把
图  分辨率设为  11*，像素还是  Y ，那么缺省输出尺寸就
变成  Y JO 图  。
 改尺寸和改分辨率可以结合使用。把 图  的尺寸改为  Y  像
素，分辨率改为  11*，缺省输出尺寸就还是 JO Y JO 图  。

 图形概览



综上所述，点阵图形的信息量取决于像素。图形文件的分辨率只是“建
议”缺省输出尺寸，并不影响图形质量。上述操作中裁剪和改尺寸比较实
用，改分辨率没有实质意义。改尺寸一般也只能从大改小。如果从小改大
的话，插补出来的像素比起原装的还是要差一些。

图  原始图形

图  改尺寸

图  改分辨率 图  改尺寸和分辨率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操作在不同的软件里名称不同，比如改尺寸，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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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HF.BHJDL 中的 SFTJ[F 和 "EPCF 1IPUP4IPQ 中的 SFTBNQMF；改分辨率，相当
于 *NBHF.BHJDL 中的 EFOTJUZ 和 1IPUP4IPQ 中的 SFTJ[F；上面第四种混合操作，
在 *NBHF.BHJDL 叫 SFTBNQMF。包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色彩深度
色彩深度 DPMPS EFQUI 是每一个像素所用颜色的位数。比如一位可以表
示两种颜色，通常是黑白；两位可以表示四色，最早用于 $(" 显卡；四位
 色，用于 &(" 显卡；八位  色，用于 7(" 显卡； 位   色，又
称高彩； 位    色，又称真彩；o 位称为深彩。
色深位数越高越逼真，文件体积也就越大。一般照片可以用  位，人
工图像用八位足矣，图标之类的小图形可以考虑更少位数。从 图  我们可
以看到各种色深的效果和文件体积，它们都是 1/( 格式。

 位真彩  ,#

 位  色  ,#

 位灰度  ,#

 位  色  ,#

 位  色  ,#

 位黑白  ,#

图  色彩深度
我们一般也只能把图形的色深从高改低，从而减小图形文件和最终文
档的体积。反过来把低色深从低改高，属于逆势而为，或遭天谴。

 图形概览



 图形转换和处理
按说有了 9&-"5&9 之后雷人已经基本上不再需要转换图形格式，只是有
时出版社会指定使用某几种图形格式；另外我们常常需要优化图形，否则
直接嵌入文档有点浪费。这时图形处理软件就派上了用场。
注意把点阵图形转换为矢量图形并不能提高图形本身的质量，正所谓
“HBSCBHF JO HBSCBHF PVU”。
第一章简介中提到的 (IPTUTDSJQU 不仅包含 3*1，还提供 1PTU4DSJQU、&14
和 1%' 等文件格式的转换功能。通常人们会通过 (IPTUTDSJQU 的一个图形前
端来调用它的功能，它最常用的前端是 (4WJFX。
通 用 图 像 处 理 软 件 种 类 繁 多。如 果 你 喜 欢 命 令 行 界 面 包 老 师 推 荐
*NBHF.BHJDL，喜欢图形界面的可以试试 1BJOU/&5，喜欢凌乱的界面而且内
存多得用不完的可以试试 (*.1。其他收费软件有悖于自由软件的精神，这
里不提也罢。
*NBHF.BHJDL
*NBHF.BHJDL 包含多个命令行程序，其中最常用的是 +QMp2`i。下面的
命令把 #.1 转换为 1/(，据说 *NBHF.BHJDL 可以识别  多种格式。
+QMp2`i 7B;X#KT 7B;XTM;

8JOEPXT 有个用来转换分区格式的同名程序。所以我们在 8JOEPXT 下使
用 *NBHF.BHJDL 时，需要写全路径，或者在 Sh> 环境变量里把 *NBHF.BHJDL
的路径放到 bvbi2Kjk 前面。
图形尺寸相关操作命令如 例  所示。第一行命令裁剪并且转换格式，
截取从   开始  Y  像素的图像，原点在左上；第二行裁剪并缩
放；第三行缩放到  Y  像素范围内，保持长宽比；第四行强制缩放到
给定尺寸，不考虑长宽比；第五行把分辨率改为  11*；第六行把分辨率
改为  11*，像素增加，缺省输出尺寸维持不变。





+QMp2`i
+QMp2`i
+QMp2`i
+QMp2`i
+QMp2`i
+QMp2`i

7B;X#KT
7B;XDT;
7B;XDT;
7B;XDT;
7B;XDT;
7B;XDT;

@+`QT jyyt kyyYRyYRy 7B;XDT;
@+`QT jyyt kyyYRyYRy @`2bBx2 jytky 7B; RX DT;
@`2bBx2 jyytkyy 7B; RX DT;
@`2bBx2 5jyytkyy 7B; RX DT;
@/2MbBiv jyy 7B; RX DT;
@`2bKTH2 jyy 7B; RX DT;

例  *NBHF.BHJDL 尺寸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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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色深相关命令如 例  所示。第一行命令把图形转为  位  色，

第二行转为  位灰度，第三行转为  位  色，第四行转为  位  色，第五
行转为  位黑白。




+QMp2`i
+QMp2`i
+QMp2`i
+QMp2`i
+QMp2`i

7B;XDT;
7B;XDT;
7B;XDT;
7B;XDT;
7B;XDT;

@+QHQ`b k8e TM; 3, 7B; 3X TM;
@+QHQ`bT+2 ;`v TM; 3, 7B;3;XTM;
@+QHQ`b Re TM; 3, 7B; 9X TM;
@+QHQ`b 9 TM; 3, 7B; kX TM;
@KQMQ+?`QK2 7B; RX TM;

例  *NBHF.BHJDL 色深操作
*NBHF.BHJDL 功能强大，参数选项很多，这里只能蜻蜓点水。它有一个
缺点，缩小图像做缩略图时不是很清晰；也许可以调整参数改善清晰度。我
用过的软件中 "$%4FF 做的缩略图最清晰，但它是收费软件。

其他格式转为 &14
有很多软件都可以把点阵图像转换为 &14，比如 *NBHF.BHJDL 和 (*.1，
以及 BQJOHTBNQ、CNFQT、KQFHQT、TBNQ 等。
1PTU4DSJQU 从 -FWFM  开始才支持点阵图像压缩，所以在把其他格式转为
&14 时应尽量使用 -FWFM  或 ，否则输出的 &14 会很大。
*NBHF.BHJDL 转换 &14 的方法如下。如果是 #.1 文件，最好先压缩成
+1&( 或 1/(，再转为 &14，这样生成的 &14 会比较小。我猜 &14 的缺省压
缩算法可能不如 +1&( 和 1/(。
+QMp2`i 7B;XTM; 2Tb j, 7B;X2Tb

另一种方法是用虚拟打印机生成 &14，它的优点是可以把几乎所有文件
“打印”成 &14。包老师推荐 #VMM[JQ 1%' 1SJOUFS，它可以把各种文件打印成
14、&14、1%'、#.1、+1&(、1$9、1/(、5*'' 等格式。
用合适的软件打开原始文件，打印到 #VMM[JQ 1%' 1SJOUFS。在 (FOFSBM 标
签页把 'PSNBU 设置为 &14，点 4BWF 按钮就会得到 &14。
用其他 1PTU4DSJQU 打印机的驱动程序也可以生成 &14，只是稍繁琐。因
为它首先要把原始文件打印生成 14，再用 (4WJFX 打开转为 &14。此方法已
被包老师淘汰，考古者可参考 MOPUFT 第一版 <>  节。

 插入图形



其他格式转为 1%'
我们可以先把其他图像格式转为 &14，再用 (IPTUTDSJQU 提供的 TbkT/7
程序把它转为 1%'。
TbkT/7 @/1Sa*`QT 7B;X2Tb 7B;XT/7

我们也可以用 1%' 虚拟打印机直接把其他图像文件打印为 1%'，只是
这样生成的 1%' 没有裁剪空白边。
另外 *NBHF.BHJDL 和 -"5&9 附带的 2TbiQT/7 程序  也都可以把 &14 转为
1%'，只是前者效果不好，后者不稳定。

 插入图形
 范围框
由 于 历 史 原 因，Hi2t 编 译 程 序 不 能 提 取 +1&(、1/( 等 点 阵 图 形
的尺寸信息，所以它在处理这些图形文件时需要范围框 CPVOEJOH CPY 。
T/7Hi2t 和 t2Hi2t 的用户可以跳过本小节，因为它们出现的比较晚，有
机会了解这些图形格式。
上文提到尺寸对矢量图形而言意义不大，然而 &14 是一种嵌入图形
格式，有个缺省尺寸还是比较方便，这就是它的范围框。因为 &14 最先被
-"5&9 支持，范围框的概念就被沿用了下来。
&14 的范围框如下，其中前两个参数是图形左上角的坐标 通常就是原
点 ，后两个参数是右下角的坐标，缺省长度单位是 CQ。为什么这幅 &14 左
上角不从   开始呢，也许是为了裁剪空白，或者想隐藏点什么东西。
W5Sa @/Q#2 @jXy 1Sa6 @jXy
WW "QmM/BM;"Qt , 8 8 Ry8 Ry8

有了范围框，Hi2t 在编译源文件时就可以为插图预留空间；它输出
的 %7* 只记录图形尺寸和文件名，因为具体的图形处理由后面的驱动负责。
找不到范围框时，Hi2t 就会报错，
5 Gh2s 1``Q` , *MMQi /2i2`KBM2 bBx2 Q7 ;`T?B+ BM 7B;XTM;
UMQ "QmM/BM;"Qt VX

有两种方法可以为点阵图形提供范围框：一种是准备一个单独的范围


这个命令行程序和上面提到的 2TbiQT/7 宏包是两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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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文件，另一种是在插入图形时加范围框参数。如果必须使用 Hi2t，包老
师推荐用第二种方法，因为文件多了不便管理。
/pBT/7K 附带的 2## 程序可以检查 +1&( 和 1/(，生成范围框文件。比
如下面的命令会生成一个 7B;X## 文件。
2## 7B;XTM;

然而 2## 有个缺点，它懒得理会图像文件的真正分辨率，直接用 
11* 来计算，这样的做法很粗鲁。追求完美的雷人可以自行计算尺寸，自己
写范围框文件或插入图形时加上范围框参数。CQ 值 = 像素/分辨率 ∗ 72。

 基本命令
上文提到 ,OVUI 留下了后门 $bT2+BH，但是直接用它来插入图形不够
含蓄优雅，于是 -"5&9W 推出了 2Tb7 和 Tb7B; 宏包。之后 %BWJE 1 $BSMJTMF
o



和 3BIU[ 推出了面向 -"5&9 ε 的 ;`T?B+b 和 ;`T?B+t 宏包；后者

基于前者，语法更简单，功能更强大，所以一般推荐用它。
插图命令基本用法如下，
$ mb2T+F;2 ( /pBT/7K )& ;`T?B+t '
$ BM+Hm/2;`T?B+b (## 4y y jyy kyy)& 7B;XTM;'

引用 ;`T?B+t 宏包时可加驱动选项，使用 Hi2t 时缺省驱动是 /pBTb，
/pBT/7KUtV 用 /pBT/7K；T/7Hi2t 和 t2Hi2t 分别用 T/7i2t 和 t2i2t，但
是它们知道驱动就是自己，其实不用加该选项。
使用 Hi2t 时，如果事先没有生成 X## 文件的话，需要或加范围框参
数。T/7Hi2t 和 t2Hi2t 不要该参数，加上反而可能误事。

 图形操作
$BM+Hm/2;`T?B+b 命令有一些参数选项 见 表  可以用于缩放、旋
转、裁剪等图形操作，简要说明如下：
• 如 果 不 设 置 任 何 尺 寸 参 数，Hi2t 按 范 围 框 处 理；/pBT/7KUtV 和
T/7Hi2t 按缺省输出尺寸处理。如果图形文件缺少 11*，后面这两位
会按  11* 计算输出尺寸。


 年曼彻斯特大学数学博士，剑桥博士后， 年加入数字算法公司 /VNFSJDBM
"MHPSJUINT (SPVQ 。

 插入图形



• 我们可以用 b+H2 来缩放输出尺寸，但是如果范围框或 11* 不准，结
果会出乎意料。所以包老师建议还是用绝对尺寸参数比较好。

• 9&5&9 目前不支持裁剪，用户只好自己先行处理。
表  图形操作选项
rB/i?4t-?2B;?i4v
b+H24b
F22TbT2+i`iBQ
M;H24
Q`B;BM4?p
iQiH?2B;?i4?
pB2rTQ`i4tR vR tk vk
i`BK4H # ` i
+HBT
T;24M

宽度和高度，绝对尺寸，可用任意长度单位。
缩放比。绝对尺寸和缩放比用一种即可，同时
使用两者，绝对尺寸起作用。
保持图形比例。宽度和高度通常设置一个即
可，否则图形比例会失调，除非再加上此选
项，这样图形宽度和高度都不超过指定参数。
逆时针旋转角度，单位是度。
旋转中心，缺省在左下。水平和垂直方向分别
可选左、中、右和上、中、下，用 M、D、S 和 U、
D、C 表示。
总高度，最高、最低两点之间垂直距离。
可视区域左上角和右下角坐标，缺省单位 CQ。
左、下、右、上四边裁剪值，缺省单位 CQ。
是否真正裁剪，配合 WJFXQPSU 或 USJN 使用。如
不使用此参数，被裁剪部分依然显示，会和插
图周围内容重叠。
选页，用于多页图形文件。

$ BM+Hm/2;`T?B+b ( rB/i? 4ey Ti )& ?QK2`XT/7'
$ BM+Hm/2;`T?B+b ( rB/i? 43y Ti )& ?QK2`XT/7'
$ BM+Hm/2;`T?B+b ( rB/i? 43yTi - ?2B;?i 4Ryy Ti )& ?QK2` XT/7'
$ BM+Hm/2;`T?B+b ( rB/i? 43yTi - ?2B;?i 4RyyTi - F22TbT2+i`iBQ )&
?QK2` XT/7'

原图

放大

变形
例  图形缩放

不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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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的缩放操作见 例 ，其中第三幅因为同时使用了宽度和高度选项

而产生了变形。
插图的旋转操作见 例 ，其中前三幅图的旋转中心在左下角，后三幅
的在图中心。





$ BM+Hm/2;`T?B+b ( M;H2 4Ny)& ?QK2` XT/7'
$ BM+Hm/2;`T?B+b ( M;H2 4R3y)& ?QK2` XT/7'
$ BM+Hm/2;`T?B+b ( M;H2 4kdy)& ?QK2` XT/7' $$
$ BM+Hm/2;`T?B+b ( M;H2 4Ny - Q`B;BM 4+)& ?QK2` XT/7'
$ BM+Hm/2;`T?B+b ( M;H2 4R3y - Q`B;BM 4+)& ?QK2` XT/7'
$ BM+Hm/2;`T?B+b ( M;H2 4kdy - Q`B;BM 4+)& ?QK2` XT/7' $$

例  图形旋转

 文件名和路径
若想省略文件后缀或路径名，可以使用 例  中的命令。其中第一行指
定后缀列表让编译程序自行查找；第二行指出未知后缀的都是 &14；后三行
设置缺省搜索路径，分别使用了绝对路径、相对路径、多个路径。注意文
件名和路径名都不能有空格；路径名分隔符最好用正斜杠 f，这样可以在多
种操作系统上通用；路径名要用 f 结尾。
对于文件后缀，包老师认为少敲几个字符省不了多少气力，只会让电
脑多花时间搜索，与低碳环保之精神相抵触。对于路径，如果数量较少，而
且不同路径下没有重复文件名的话，可以设置搜索路径。

 插入图形






$ .2+H`2:`T?B+b1ti2MbBQMb &X2Tb -XKTb -XT/7 -XDT; -X TM;'
$ .2+H`2:`T?B+b_mH2 & '& 2Tb '& '&'
$ ;`T?B+bTi? &&+,f b2+`2i n ;`/2M f''
$ ;`T?B+bTi? &&Xf BK; f''
$ ;`T?B+bTi? && QM2n HBiiH2 f'& irQn HBiiH2 f'& i?`22 n HBiiH2 n
BM/BMb f''

例  插图文件名和路径

 íHVSF 环境
插图通常需要占据大块空间，所以在文字处理软件中用户经常需要调
整插图的位置。7B;m`2 环境可以自动完成这样的任务；这种自动调整位置
的环境称作浮动环境 ìPBU ，下一章里还会介绍表格浮动环境。
在 例  中，?i#T 选项用来指定插图的理想位置，这几个字母分别代
表 IFSF UPQ CPUUPN ìPBU QBHF，也就是就这里、页顶、页尾、浮动页 专门放
浮动环境的单独页面 。





$ #2;BM & 7B;m`2 '( ?i#T)
$ +2Mi2`BM;
$ BM+Hm/2;`T?B+b & KvT?QiQ XDT;'
$ +TiBQM &有图有真相'
$ H#2H &7B;, KvT?QiQ '
$2M/& 7B;m`2 '

例  7B;m`2 环境
我们可以使用这几个字母的任意组合，四个母都写上表示放哪里都无
所谓；一般不推荐单独使用 ?，因为 -"5&9 自以为它的排版算法是最完美的，
不愿意被束缚手脚。
$+2Mi2`BM; 用来使插图居中；$+TiBQM 命令设置插图标题，-"5&9 会

自动给浮动环境的标题加上编号。注意 $H#2H 应该放在标题之后，否则引
用时指向的是前一个结构对象。

 插入多幅图形
并排摆放，共享标题
当我们需要两幅图片并排摆放，并共享标题时，可以在 7B;m`2 环境中
使用两个 $BM+Hm/2;`T?B+b 命令 见 例  。







第五章 插图

$ #2;BM & 7B;m`2 '( ?i#T)
$ +2Mi2`BM;
$ BM+Hm/2;`T?B+b &H27iXT/7'
$ BM+Hm/2;`T?B+b & `B;?i XT/7'
$ +TiBQM &反清复明'
$2M/& 7B;m`2 '

清
明

反
复

图  反清复明

例  并排摆放，共享标题
并排摆放，各有标题
如果想要两幅并排的插图各有自己的标题，可以在 7B;m`2 环境中使用
两个 KBMBT;2 环境，每个里面插入一幅图 见 例  。不用 KBMBT;2 的
话，因为插图标题的缺省宽度是整个行宽；两幅插图就会上下排列。









$ #2;BM & 7B;m`2 '( ?i#T)
$ +2Mi2`BM;
$ #2;BM & KBMBT;2 '&ey Ti'
$ +2Mi2`BM;
$ BM+Hm/2;`T?B+b &H27iXT/7'
$ +TiBQM &清明'
$2M/& KBMBT;2 '
$ ?bT+2 &Ry Ti'W
$ #2;BM & KBMBT;2 '&ey Ti'
$ +2Mi2`BM;
$ BM+Hm/2;`T?B+b & `B;?i XT/7'
$ +TiBQM &反复'
$2M/& KBMBT;2 '
$2M/& 7B;m`2 '

清
明
图  清明

反
复
图  反复

例  并排摆放，各有标题
$+TiBQM 命令会把环绕它的 KBMBT;2 环境“变成”7B;m`2 环境。代
码第 、、 行有三个 $+2Mi2`BM; 命令，第一个使得两个 KBMBT;2 整体
居中，后两个分别使得 KBMBT;2 中的内容居中。第  行的 $?bT+2 命令
用来调整两个 KBMBT;2 之间的距离。

 插入图形



并排摆放，共享标题，各有子标题
如果想要两幅并排的图片共享一个标题，并且各有自己的子标题，可
以使用 4UFWFO % $PDISBO  开发的 bm#7B; 宏包。它提供的 $bm#7HQi 命令
用法见 例 ，总图和子图可以分别有标题和引用。









$ #2;BM & 7B;m`2 '( ?i#T)
$ +2Mi2`BM;
$ bm#7HQi (左脚清明)&
$ H#2H &7B;, bm#7B; n'
$ BM+Hm/2;`T?B+b &H27iXT/7'
'
$ ?bT+2 &Ry Ti'W
$ bm#7HQi (右脚反复)&
$ H#2H &7B;, bm#7B; n#'
$ BM+Hm/2;`T?B+b & `B;?i XT/7'
'
$ +TiBQM &反清复明'
$ H#2H &7B;, bm#7B; '
$2M/& 7B;m`2 '

清
明
B 左脚清
明

反
复
C 右脚反
复

图  反清复明
例  并排摆放，共享标题，各有子标题

改进的子图方法
$bm#7HQi 命令缺少宽度参数，而子标题最多只能和子图一样宽，太
长的话会出现折行。为了避免子标题折行，我们可以在 $bm#7HQi 里再嵌
套个 KBMBT;2，因为后者是有宽度的（见 例 ）。
想了解更多子图功能请参考 bm#7B; 宏包手册 <> ，更多 -"5&9 插图功能，

请参考 ,FJUI 3FDLEBIM 的 FQTMBUFY <> 。


卡耐基梅隆计算机系前高级系统研究员，现在可能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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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M & 7B;m`2 '( ?i#T)
$ +2Mi2`BM;
$ bm#7HQi (左脚清明)&
$ H#2H &7B;, BKT`Qp2/ n bm#7B; n'
$ #2;BM & KBMBT;2 '(i)&ey Ti'
$ +2Mi2`BM;
$ BM+Hm/2;`T?B+b &H27iXT/7'
$2M/& KBMBT;2 '
'
$ bm#7HQi (右脚反复)&
$ H#2H &7B;, BKT`Qp2/ n bm#7B; n#'
$ #2;BM & KBMBT;2 '(i)&ey Ti'
$ +2Mi2`BM;
$ BM+Hm/2;`T?B+b & `B;?i XT/7'
$2M/& KBMBT;2 '
'
$ +TiBQM &反清复明'
$ H#2H &7B;, BKT`Qp2/ n bm#7B; '
$2M/& 7B;m`2 '

清
明
B 左脚清明

反
复
C 右脚反复

图  反清复明
例  改进的子图方法

 矢量绘图
 色彩模型
在图形、表格甚至文字中我们都可以使用色彩，所以应该对色彩模
型有所了解。一般而言，色彩模型分两大类：一种是广泛应用于照相、摄
影、电视和电脑的 3(# 三原色模型（图 ），另一种是用于彩色印刷的
$.:, 四分色模型（图 ）。前者是加色模型，后者是减色模型。
3(# 模型认为色彩世界原本是无任何光线的黑色，如果把红、绿、蓝
三种颜色的光以不同比例叠加，就可以得到任何颜色。比如红、绿叠加得
到黄，绿、蓝叠加得到青，蓝、红叠加得到洋红，红、绿、蓝叠加得到白。
在  位 真 彩 模 型 中， 三 原 色 各 使 用 一 个  位， 取 值 从  到 。

 矢量绘图



图  3(# 模型

图  $.:, 模型

比如红、绿、蓝、黑、白分别为：    、    、    、    、
   。 如 果 使 用 )5.- 中 常 用 的  进 制 表 示， 就 是 ''、
''、''、、''''''。
3(# 模型用的是笛卡尔坐标，色彩的变化对人眼来说不够连续，人们
就提出把它的坐标系改为圆柱坐标，这就是 )4- 和 )47 模型。基于这种模
型，人们可以用色轮选色（图 ），并美其名曰色轮常转。

图  选色
$.:, 模型认为纸张原本是白色或浅色背景的，在上面印刷某种颜料
就会减少这种颜色光的反射，看上去就会是它的补色。印青色就会得到红
色，印洋红得到绿，印黄得到蓝，青、洋红、黄三种颜色都印上就会得到黑
色。彩色印刷有分色和套色过程，如果图形上有黑色直接拿黑颜料印刷会
减少成本。$.:, 中的字母 , 就代表 LFZ CMBDL。
在 -"5&9 中，上述模型可以用不同的模式表示。比如 3(# 模型有三种
模式： 进制的 3(# 模式， 进制的 )5.- 模式，[0, 1] 实数的 SHC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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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各种驱动支持不同的模式，用起来会很麻烦，+QHQ` 宏包提供了驱动独
立的使用界面。6XF ,FSO  的 t+QHQ` 宏包更进一步，整合了  种色彩模式
SHC DNZ DNZL ITC )TC U)TC HSBZ 3(# )5.- )4# (SBZ XBWF ，提供了丰
富的预定义颜色和命令。
预定义和自定义颜色
t+QHQ` 宏包中预定义的颜色有： 种基本颜色， 种 EWJQT 颜色，
种 47( 颜色， 种 6OJY9 颜色。如要使用后三类颜色，引用宏包时需
加相应预定义颜色集合选项：
$ mb2T+F;2 ( /pBTbMK2b )& t+QHQ` '
$ mb2T+F;2 ( bp;MK2b )& t+QHQ` '
$ mb2T+F;2 (tRR MK2b )& t+QHQ` '

如果这几百种预定义颜色还不能满足需要，可以使用 $/27BM2+QHQ` 命
令自定义更多颜色。
语法, $/27BM2+QHQ`&名称'&模式'&参数'
$ /27BM2+QHQ` & Kv`2/ '& _:" '&k88 -y -y'
$ /27BM2+QHQ` & Kv;`22M '& >hJG '&yy 66 yy'
$ /27BM2+QHQ` & Kv#Hm2 '& `;# '&y -y -R'

例  自定义颜色

彩色文字
设置文字的颜色可以使用 $i2ti+QHQ` 命令，例  中代码第 o 行和
第 o 行输出效果相同。后三行的方法又称为抛弃型颜色定义法，因为只
能用一次；事先定义了名字的话还可以重用。
语法, $i2ti+QHQ`&名称'%(模式)&代码'&文字'
在当初电脑内存很宝贵的岁月里，引用 t+QHQ` 宏包时不加预定义颜色
集合选项就可以节省几十乃至几百个变量；当然这项节约对如今电脑的硬
件配置不值一提，如果你坚持要做内存葛朗台，后三行的写法还是可以满
足你变态的心理。


 年维尔茨堡大学 6OJWFSTJUZ PG 8àS[CVSH 数学博士。

 矢量绘图







$ i2ti+QHQ` &_2/ '&红'
$ i2ti+QHQ` & :`22M '&绿'
$ i2ti+QHQ` &"Hm2 '&蓝'
$ i2ti+QHQ` (_:" )&k88 -y -y'&红'
$ i2ti+QHQ` (>hJG )&yy 66 yy'&绿'
$ i2ti+QHQ` (`;# )&y -y -R'&蓝'

红绿蓝红绿蓝
例  彩色文字
彩色盒子
$+QHQ`#Qt 命令可以生成有彩色背景的盒子，它的语法和 $i2ti+QHQ`
类似。$7+QHQ`#Qt 命令又给彩色盒子加了边框，它的第一个参数是边框的
颜色。例  中使用了包老师喜欢的几种颜色，它们都来自 bp;MK2b。





$ +QHQ`#Qt & Gp2M/2` '&'
$ +QHQ`#Qt & aFv"Hm2 '&'
$ +QHQ`#Qt & q?2i '&'
$ 7+QHQ`#Qt & aBHp2` '& Gp2M/2` '&'
$ 7+QHQ`#Qt & _QvH"Hm2 '& aFv"Hm2 '&'
$ 7+QHQ`#Qt & aM/v"`QrM '& q?2i '&'

例  彩色盒子
更多色彩功能可参考 t+QHQ` 宏包的手册 <> 。包老师敬告读者，在文档
中要慎用彩色。包子曰：五音乱耳，五色炫目。

 绘图工具概览
与 -"5&9 配套使用的矢量绘图工具中包老师较熟悉的有三种：META
POST 145SJDLT 1('。限于篇幅和作者知识面，本文只对这三种工具作简单
介绍。METAPOST 145SJDLT 1(' 的主要特点如下：
• 工作方式：METAPOST离线绘图，生成的 .14 一种特殊的 &14 ；
145SJDLT 和 1(' 都采用在线绘图的方式，也就是在 -"5&9 文档内直接使
用绘图命令。
• 兼容性：METAPOST生成的 .14 需要先转为 1%' 才能被 T/7Hi2t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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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45SJDLT 生成的 &14 和 T/7Hi2t不兼容；1(' 提供针对各种驱动
的接口，兼容性最好。
• 功能：145SJDLT 有 1PTU4DSJQU 作后盾，功能最强；METAPOST擅长处理
数学内容；1(' 的流程图有独到之处。

后起之秀 "TZNQUPUF 颇有独到之处，英文读者可以参考其网站，中文读
者可以参考 NJMLTFB 等人编写的文档。
除了上述编程类工具，用户也可以考虑一些面向 -"5&9 的绘图前端，比
如 %JB 和 *QF，或者一些更通用的软件，比如 HOVQMPU 和 *OLTDBQF。

参考文献
<> 包太雷 -B5F9 /PUFT  63- ?iiT,ffrrrX+iMXQ`;fi2t@`+?Bp2f
BM7QfHi2t@MQi2b@x?@+Mf
<> 4UFWFO % $PDISBO ǲF 4VCíH 1BDLBHF  63- ?iiT,ffrrrX+iMXQ`;f
i2t@`+?Bp2fK+`QbfHi2tf+QMi`B#fbm#7B;f
<> ,FJUI 3FDLEBIM 6TJOH *NQPSUFE (SBQIJDT JO -B5F9 BOE QEG-B5F9  63?iiT,ffrrrX+iMXQ`;fi2t@`+?Bp2fBM7Qf2TbHi2tf
<> 6XF ,FSO &YUFOEJOH -B5F9T $PMPS 'BDJMJUJFT ǲF YDPMPS 1BDLBHF $5"/ 
63- ?iiT,ffrrrXmF2`MX/2fi2tft+QHQ`X?iKH

第六章 .FUBQPTU
前文提到 ,OVUI 的 METAFONT可以用来设计矢量字体，但是输出的是
点阵格式 1,。 年代末 +PIO % )PCCZ  设计了一种绘图语言及其编译
器，也就是 METAPOST，它从 METAFONT那里获得了大量灵感和源代码。
METAPOST青出于蓝，它输出的是 &14，而且支持彩色；METAFONT只
支持黑白，因为它是用来设计字体的。METAPOST可以在图形上加文字标
注，甚至插入 5&9 源码。同时它也从 METAFONT那里继承了一些缺点：数
值变量精度较低，且绝对值不能超过 ；只支持部分 1PTU4DSJQU 功能。雷
人可以考虑用 "TZNQUPUF 取代 METAPOST。
 年之后，5BDP )PFLXBUFS  和 )BHFO 等人接管了 METAPOST的开发
和维护工作。若想深入了解，可以参阅其用户手册 <> 。

 准备工作
METAPOST的缺省长度单位是 CQ，我们也可以使用 表  中的其它单
位。也可以定义一个缩放系数，把坐标都转换为它的倍数，以后想缩放图
形时只要修改这个系数即可。注意变量赋值符号是 ,4，而 4 则用于方程式。
一个变量在同一源文件中只须定义一次，在其后的图形中都可以使用。
一个 METAPOST源文件 NQ 可以包含多个图形，如 例  所示。代
码中每行语句以分号结尾，注释以百分号起始。绘图命令包含在一对起始
和结尾声明之间。文件结尾也要有一个结尾声明。
我们可以用命令行程序 KTQbi编译 METAPOST源文件，生成一种特殊
的 &14，也就是 .14；然后再把 .14 插入 -"5&9 源文件中使用。假设源文


 年斯坦福电脑博士，师从 ,OVUI。后加入贝尔实验室。
曾学习艺术史和哲学， 年辍学加入荷兰军队。退伍后加入克鲁沃学术出版公
司 ,MVXFS "DBEFNJD 1VCMJTIFST ， 年跳槽到一家电脑公司精灵 &MWFOLJOE 。-VB5F9 和
$PO5&9U 的开发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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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4 Ry Tic
#2;BM7B; URVc
XXX
2M/7B; c

W缩放系数
W图形起始
W绘图命令
W图形结尾

#2;BM7B; UkVc
XXX
2M/7B; c
XXX
2M/
W文件结尾

例  METAPOST源文件
件名是 7B;XKT，可以执行以下编译命令，
KTQbi 7B; UX KTV

编译后会得到“ëH、ëH、· · · ”等文件，每个文件的后缀就是相应的

图形起始声明中的编号。此编号在一个源文件中应保持唯一，否则后生成
的文件就会覆盖前面的。
数字文件名后缀不便于管理，METAPOST为此提供了一个变量来设置
输出文件名。我们可以把下面代码加到源文件头部，编译输出的文件名就

会是“ëHNQT、ëHNQT、· · · ”；或者在在每个图形前面声明各自的
名字。

QmiTmii2KTHi2 ]WD @Wk+XKTb ]c
W加在源文件头部
QmiTmii2KTHi2 ] 7HQr+?`i XKTb] W加在每个图形前面

t2Hi2t 不认识 .14 格式，所以我们需要使用 X2Tb 后缀，或者用
$.2+H`2:`T?B+b_mH2 命令把 XKTb 声明为 &14。
$ .2+H`2:`T?B+b_mH2 &X KTb '& 2Tb '&X KTb '&'

 基本图形对象
 点和直线
METAPOST的缺省画笔直径为 CQ，拿它画点，直径就是 CQ；拿
它画线，宽度也是 CQ。我们可以用 rBi?T2M 选项为单个绘图命令设置画
笔，也可以用 TB+FmT 命令为之后所有的绘图命令设置画笔。

 基本图形对象



在 例  中，/`r 命令把几个点以直线段连接起来。/`r/Qi 命令在
指定坐标画点，为了使它醒目些我们可以换了支粗一点的画笔。







7BH2MK2i2KTHi2 ]HBM2X2Tb ]c
#2;BM7B; URVc
/`r Uy -yV @@U9m -yV @@Ukm-kmV @@Uy-yV rBi?T2M T2M+B`+H2
b+H2/ X3Tic
TB+FmT T2M+B`+H2 b+H2/ X3Tic
/`r U8m -yV @@UNm -yV @@Udm-kmV@@+v+H2c
TB+FmT T2M+B`+H2 b+H2/ jTic
/`r/Qi URym -yVc
/`r/Qi UR9m -yVc
/`r/Qi URkm-kmVc
2M/7B; c

例  METAPOST点和直线
几段直线或曲线可以构成一条路径 QBUI ，在路径末尾加个 +v+H2 命令
就构成封闭路径 DMPTFE QBUI 。上例中两个三角形看起来都是封闭的，其实
后面的才是真正的封闭路径。

 预定义形状
7mHH+B`+H2 命令以原点为圆心画一个单位圆，类似的预定义形状还
有 ?H7+B`+H2、[m`i2`+B`+H2、mMBib[m`2 等。注意单位正方形的参考
点在左下而不在其中心。在 例  中，我们使用了不同方向的缩放系数
tb+H2/ 和 vb+H2/，把把圆形和正方形变为椭圆和长方形。

 曲线
如果把画直线时坐标点之间的 @@ 换成 XX，我们就得到一条曲线。直线
和曲线共用一些点时，它们也可以混在一条语句里画。
METAPOST的曲线用三次贝塞尔算法实现，我们还可以在曲线上使用
方向 EJSFDUJPO 、张力 UFOTJPO 和曲率 DVSM 等控制。例  中左列三图未加
任何控制 代码第四、七、十行 ，下排后两图使用了方向控制 代码第五、
六行 ，中排后两图使用了张力 代码第八、九行 ，上排后两图使用了曲率
代码第 、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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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H2MK2i2KTHi2 ] T`2/27BM2/ X2Tb ]c
#2;BM7B; UjVc
TB+FmT T2M+B`+H2 b+H2/ X3 Tic
/`r 7mHH+B`+H2 b+H2/ kmc
/`r ?H7+B`+H2 b+H2/ km b?B7i2/ Ujm -yVc
/`r [m`i2`+B`+H2 b+H2/ km b?B7i2/ U8m -yVc
/`r 7mHH+B`+H2 tb+H2/ 9m vb+H2/ km b?B7i2/ UNm -yVc
/`r mMBib[m`2 b+H2/ km b?B7i2/ URkm-@mVc
/`r mMBib[m`2 tb+H2/ 9m vb+H2/ km b?B7i2/ UR8m-@mVc
2M/7B; c

例  METAPOST预定义形状

 图形控制
 线型
在绘制图形时，我们不仅可以变换线宽，也可以使用多种线型。

 箭头
箭头画法如下，注意反向箭头需要把两个坐标用一对圆括号括起来。

 彩色和填充
METAPOST不能使用 t+QHQ` 宏包，它只支持 SHC 和 DNZL 色彩模式，预
定义了黑、白、红、绿、蓝等颜色。自定义颜色的方法如下，
+QHQ` +()c
+R ,4 XN `2/ Y Xe ;`22M Y Xj #Hm2c
+k ,4 UXN -Xe -XjVc

绘图命令一般可以通过 rBi?+QHQ` 选项来使用各种颜色。
封闭路径可以用 7BHH 命令来填充。例  中第三、四行代码定义了一个
Ti? 变量，以便后面重用。另一个命令 7BHH/`r 可以看作是 7BHHY/`r，
它除了填充外还会把路径用指定的画笔画一遍。然而不幸的是画边缘和填
充内部只能用同一种颜色，所以它的用处不大。
除了为每个绘图命令单独指定颜色，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个全局命令

 图形变换
















7BH2MK2i2KTHi2 ] +m`p2 X2Tb ]c
#2;BM7B; UjVc
TB+FmT T2M+B`+H2 b+H2/ X3Tic
/`r Uy -yV XXU9m -RmVXXU3m -yVc
/`r UNm -yV&mT 'XXURjm-RmV&`B;?i 'XXURdm -yV&/QrM 'c
/`r UR3m -yV&mT 'XXXUkkm-RmV& `B;?i 'XXXUkem -yV&/QrM 'c
/`r Uy-kmVXXUkm -jmVXXUem-jmVXXU3m-kmVc
/`r UNm -kmV XXURRm -jmVXX i2MbBQM RX8XXUR8m -jmV XXURdm -kmVc
/`r UR3m -kmV XXUkym-jmVXX i2MbBQM RX8 M/ RXXUk9m -jmV XXUkem
-kmVc
/`r Uy-9mVXXU9m -8mVXXU3m-9mVc
/`r UNm -9mV&+m`H y'XXURjm-8mVXX& +m`H y'URdm -9mVc
/`r UR3m -9mV&+m`H Ryy'XXUkkm -8mVXX& +m`H Ryy'Ukem -9mVc
TB+FmT T2M+B`+H2 b+H2/ jTic
/`r/Qi Uy -yVc /`r/Qi U9m-RmVc /`r/Qi U3m -yVc
/`r/Qi UNm -yVc /`r/Qi URjm -RmVc /`r/Qi URdm -yVc
/`r/Qi UR3m -yVc /`r/Qi Ukkm-RmVc /`r/Qi Ukem -yVc
/`r/Qi Uy -kmVc /`r/Qi Ukm -jmVc /`r/Qi Uem -jmVc /`r/Qi
U3m -kmVc
/`r/Qi UNm -kmVc /`r/Qi URRm-jmVc /`r/Qi UR8m -jmVc
/`r/Qi URdm -kmVc
/`r/Qi UR3m-kmVc /`r/Qi Ukym-jmVc /`r/Qi Uk9m -jmVc
/`r/Qi Ukem -kmVc
/`r/Qi Uy -9mVc /`r/Qi U9m -8mVc /`r/Qi U3m -9mVc
/`r/Qi UNm -9mVc /`r/Qi URjm-8mVc /`r/Qi URdm -9mVc
/`r/Qi UR3m-9mVc /`r/Qi Ukkm-8mVc /`r/Qi Ukem -9mVc

例  METAPOST曲线
/`rQTiBQM，使得其后的绘图命令都使用某种颜色。
/`rQTiBQM U rBi?+QHQ` #Hm2Vc

 图形变换
除了前文提到的缩放，我们还可以对路径进行平移 b?B7i2/ 、旋转
`Qii2/ 、定点旋转 `Qii2/`QmM/ 、镜像 `27H2+i2/#Qmi 、倾斜
bHMi2/ 等变换操作。平移的参数是移到的坐标点；旋转的参数是角度，
旋转中心是原点；定点旋转的参数是旋转中心；倾斜的参数是倾斜比；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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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H2MK2i2KTHi2 ] /b?2/ X2Tb ]c
#2;BM7B; U9Vc
TB+FmT T2M+B`+H2 b+H2/ X3 Tic
/`r Uy -yV @@URym -yV /b?2/ rBi?/Qib c
/`r Uy -RmV @@URym-RmV /b?2/ rBi?/Qib b+H2/ kc
/`r Uy -kmV @@URym-kmV /b?2/ 2p2MHv c
/`r Uy -jmV @@URym-jmV /b?2/ 2p2MHv b+H2/ kc
2M/7B; c

例  METAPOST线型





7BH2MK2i2KTHi2 ] ``Qr X2Tb ]c
#2;BM7B; U8Vc
TB+FmT T2M+B`+H2 b+H2/ X3 Tic
/`r``Qr Uy -yV @@URym -yVc
/`r``Qr `2p2`b2 UUy -RmV @@URym -RmVVc
/`r/#H``Qr Uy -kmV @@URym-kmVc
2M/7B; c

例  METAPOST箭头
像的参数是两点确定的一条直线。
这些变换操作可以任意结合使用。由于旋转是围绕原点进行的，所以
要注意平移和旋转的顺序。例  中重用了 例  中定义的路径。

 标注
H#2H 命令可以在指定位置加文字标注，该命令有八种后缀，对应着指
定坐标点的八个方位 见 表  。/QiH#2H 命令在加标注同时画了个点，
它也用同样的方法表示标注的方位。
表  H#2H 命令的方位
UPQ
VMGU

上
左上

CPUUPN
VSU

下
右上

MGU
MMGU

左
左下

SU
MSU

右
右下

 标注







7BH2MK2i2KTHi2 ] +QHQ` X2Tb ]c
#2;BM7B; UeVc
TB+FmT T2M+B`+H2 b+H2/ X3Tic
/`r Uy -yV @@URym -yV rBi?+QHQ` `2/c
/`r Uy-RmV @@URym -RmV rBi?+QHQ` ;`22M c
/`r Uy-kmV @@URym -kmV rBi?+QHQ` #Hm2c
2M/7B; c

例  METAPOST彩色






7BH2MK2i2KTHi2 ]7BHHX2Tb ]c
#2;BM7B; UdV
Ti? Tc
T ,4 Uy -yV @@Uk-yV @ @UR -RXdjkV @@+v+H2 c
7BHH T b+H2/ mc
7BHH T b+H2/ m b?B7i2/ Ujm -yV rBi?+QHQ` `2/c
7BHH T b+H2/ m b?B7i2/ Uem -yV rBi?+QHQ` ;`22M c
7BHH T b+H2/ m b?B7i2/ UNm -yV rBi?+QHQ` #Hm2c
2M/7B; c

例  METAPOST填充
我们也可以用一对 #i2t 和 2i2t 来嵌入一些 5&9 内容，比如数学标注
例  代码第 、、 行 。KTQbi 会把 5&9 内容存到一个临时文件，

调用 i2t 编译它生成 %7*；KTQbi 把 %7* 转换为 METAPOST内容存到一个
XKTt 文件中，然后再把它嵌入输出的 .14。

METAPOST中也可以嵌入复杂的 -"5&9 代码，比如字体和语言等的设
置。这时需要在源文件头尾加两对 p2`#iBKi2t 和 2i2t 命令，分别包含前
置和后置处理代码，原图形代码放在这两对命令之间。可惜 METAPOST不
支持嵌入 9&-"5&9 代码，所以其文字标注不能使用后者的字体功能。
.14 缺省不嵌入字体，当它包含文字时，(4WJFX 就不能正常查看；但
是把这种 .14 插入文档生成的 1%' 还是正常的，因为驱动会自行处理字
体。我们可以强制 .14 嵌入字体，一种方法是在源文件头部加一行语句
例  代码第一行 ，另一种方法是在编译时加一个参数，
KTQbi $ T`QHQ;m2b ,4jc BMTmi 7B;X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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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H2MK2i2KTHi2 ] i`Mb7Q`K X2Tb ]c
#2;BM7B; U3Vc
TB+FmT T2M+B`+H2 b+H2/ X3 Tic
/`r T b+H2/ mc
/`r T b+H2/ m b?B7i2/ Ujm -yV `Qii2/ jyc
/`r T b+H2/ m `Qii2/ jy b?B7i2/ U8m -yVc
/`r T b+H2/ m `Qii2/`QmM/ UUkm -yV -jyV b?B7i2/ Udm -yV c
/`r T b+H2/ m bHMi2/ R b?B7i2/ URym -yVc
/`r T b+H2/ m `27H2+i2/#Qmi UUy -yV -Ukm -yVV b?B7i2/ URjm
-yVc
/`r T tb+H2/ km vb+H2/ m b?B7i2/ URem -yVc
2M/7B; c

例  METAPOST图形变换

 编程
 数据类型和变量
METAPOST中 有 十 种 基 本 数 据 类 型： MmK2`B+、 TB`、 Ti?、 T2M、
+QHQ`、+KvF+QHQ`、i`Mb7Q`K、bi`BM;、#QQH2M、TB+im`2。我们已经
接触过其中几种，比如缩放系数 m 是 MmK2`B+，点的坐标是 TB`，几个点用
直线连起来是一个 Ti?，T2M+B`+H2 是一种 T2M，红、绿、蓝都是 +QHQ`，
b+H2/、b?B7i2/、`Qii2/ 都是 i`Mb7Q`K。
OVNFSJD 类型变量的精度是 ，它的绝对值不能超过 ，在计
算过程中数值可以达到 。这样的规定也应归功于当年的电脑硬件，不
过对于科技文档插图而言， 一般还是够用的。
除了缺省的 OVNFSJD，其它变量在使用之前都需要用数据类型来显式声
明。相同类型的变量可以在一行语句中声明，但是带下标的变量不能放在
同一行 这个规定很蹊跷 。
MmK2`B+ t-v-xc
W正确
MmK2`B+ tR-tk-tjc W错误
MmK2`B+ t()c
W正确

 编程














T`QHQ;m2b ,4jc
7BH2MK2i2KTHi2 ] H#2H X2Tb ]c
#2;BM7B; UNVc
TB+FmT T2M+B`+H2 b+H2/ X3Tic
/`r mMBib[m`2 tb+H2/ 3m vb+H2/ 9mc
H#2HXiQT U] iQT]- U9m -9mVVc
H#2HX#Qi U] #QiiQK ]- U9m -yVVc
H#2HXH7i U] H27i]- Uy -kmVVc
H#2HX`i U] `B;?i ]- U3m -kmVVc
H#2HXmH7i U] mTT2` H27i]- Uy -9mVVc
H#2HXm`i U] mTT2` `B;?i ]- U3m -9mVVc
H#2HXHH7i U] HQr2` H27i]- Uy -yVVc
H#2HXH`i U] HQr2` `B;?i ]- U3m -yVVc
H#2HX`i U#i2t 014K+ k0 2i2t - Ukm -kmVVc
/`r``Qr URem -yV @@Ukkm -yVc
/`r``Qr URem -yV @@URem-9mVc
/QiH#2H X#Qi U]Uy -yV]- URem -yVVc
H#2HX#Qi U#i2t 0t0 2i2t - Ukkm -yVVc
H#2HXH7i U#i2t 0v0 2i2t - URem-9mVVc
2M/7B; c
upper,left
left
lower,left

top

upper,right

E = mc2

right

bottom

lower,right

y

(0,0)

x

例  METAPOST标注

 数学运算
METAPOST中可以使用普通的运算符，比如 Y @ f；也提供一些特殊
√
√
的运算符，比如YY# 表示 a2 + b2 ，Y@Y# 表示 a2 − b2 ；另外 表  列
出一些常用数学函数。

 循环
当执行重复任务时，循环语句可以让程序变得简洁 见 例  。
循环语句缺省步长是 ，我们也可以改用其它步长。mTiQ 其实就是
bi2T R mMiBH 的简写方式。
7Q` t4R bi2T X8 mMiBH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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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METAPOST数学函数
#b
`QmM/
+2BHBM;
7HQQ`
KQ/
b[`i






绝对值
四舍五入
向上圆整
向下圆整
模余
开方

K2tT
KHQ;
bBM/
+Qb/
MQ`KH/2pBi2
mMB7Q`K/2pBi2

指数
对数
正弦
余弦
正态分布随机数
均匀分布随机数

7BH2MK2i2KTHi2 ]HQQTX2Tb ]c
#2;BM7B; URyVc
TB+FmT T2M+B`+H2 b+H2/ X3 Tic
/`r``Qr Uy -yV @@URym -yVc
/`r``Qr Uy -yV @@Uy-9mVc
/`r Uy -yV W注意这里没有分号
7Q` t4R mTiQ j, XXUt t-tV m 2M/7Q` c
2M/7B; c

例  METAPOST循环

参考文献
<> +PIO % )PCCZ 5BDP )PFLXBUFS BOE )BOT )BHFO .FUB1PTU " 6TFST .BOVBM
 63- ?iiT,ffrrrXim;XQ`;fK2iTQbif

第七章 145SJDLT
145SJDLT 是一个基于 1PTU4DSJQU 的宏包，有了它用户就可以直接在 -"5&9
文档中插入绘图命令。145SJDLT 早期的作者是 WBO ;BOEU，初始开发年月不
详， 年之后 %FOJT (JSPV  和 )FSCFSU 7P  接管了维护工作。
表  列出了一些可以和 145SJDLT 配合使用的辅助宏包。
表  145SJDLT 辅助宏包
NVMUJEP
QTUOPEF
QTUUSFF
QTUQMPU
QTUGVOD
QTUFVDM

循环
示意图
树状图
函数绘图
数学函数
几何函数

QTUEQMPU
QTUTPMJEFTE
QTUDJSD
QTUMBCP
QTUHFP
QTUSJDLTBEE

三维绘图
三维实体
电路
化学
地理
杂项

 准备工作
145SJDLT 中缺省长度单位是 DN，我们也可以设置自己的单位。绘图命
令一般要放在 TbTB+im`2 环境里，其参数是一个矩形的左下角和右上角，
如果左下从原点开始可以省略该点坐标。这样 -"5&9 就会给它预留空间，注
意这个矩形要能容纳所有图形对象。
$Tbb2i&mMBi 4Ry Ti'
$ #2;BM & TbTB+im`2 'Uy -yV U9 -kV
XXX
$2M/& TbTB+im`2 '


供职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BUJPOBM $FOUSF GPS 4DJFOUJëD 3FTFBSDI $/43 。
电力工程博士，高中数学、物理、电脑教师，柏林自由大学 'SFF 6OJWFSTJUZ PG #FSMJO 讲
师。-"5&9  项目成员，十几本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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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嵌入 -"5&9 的 145SJDLT 生成的是 1PTU4DSJQU，/pBTb

认得自家人，t/pBT/7Kt 也可以处理。/pBT/7K 和 T/7Hi2t 则不能；如果
使用后两种驱动，需要先行生成 &14 或 1%'。
Tbi@2Tb 宏包能够在线处理 145SJDLT 代码并生成 &14，这样用户就可以

在同一 -"5&9 源文件中插入该 &14。然而 /pBT/7Kt 不能正确处理 Tbi@2Tb
生成的 &14，它和 $`Tmi、$mTmi、$Tbt2b 等命令都不兼容。






W7B;Xi2t
$ /Q+mK2Mi+Hbb & `iB+H2 '
$ mb2T+F;2 &Tbi @T/7'
$ #2;BM & /Q+mK2Mi '
$ #2;BM & TbTB+im`2 'Uy -yV U9 -kV
XXX
$2M/& TbTB+im`2 '
$2M/& /Q+mK2Mi '

例  Tbi@T/7 宏包
较好的方法是用 Tbi@T/7 宏包生成包含 145SJDLT 图形的 &14，然后再根
据需要转为 1%'。每个 TbTB+im`2 环境中的内容会自成一页，方便插入文
档。下面 /pBTb 命令的 @1 参数指示生成 &14。
Hi2t 7B; UX i2tV
/pBTb 7B; UX /pBV @1 7B;X2Tb
TbkT/7 7B;X2Tb 7B;XT/7







$ /Q+mK2Mi+Hbb & `iB+H2 '
$ mb2T+F;2 (+iBp2 -iB;?iT;2 - t2i2t )& T`2pB2r '
$ mb2T+F;2 & Tbi`B+Fb '
$ #2;BM & /Q+mK2Mi '
$ #2;BM & T`2pB2r '
$ #2;BM & TbTB+im`2 'Uy -yV U9 -kV
XXX
$2M/& TbTB+im`2 '
$2M/& T`2pB2r '
$2M/& /Q+mK2Mi '

例  T`2pB2r 宏包
使用 /pBTb 或 t/pBT/7Kt 时也可以考虑这种生成独立图形的方法，因
为直接在 -"5&9 源文件中使用绘图命令，编译时间会比较长。使用 Tbi@T/7
宏包时的编译命令较繁琐，用两个命令生成 &14，第三个命令才得到 1%'。

 基本图形对象



如果使用 t/pBT/7Kt，可以改用 T`2pB2r 宏包 见 例  ，这样直接生成
1%'，而且文件体积较小。每个 T`2pB2r 环境中的内容也会自成一页。

 基本图形对象
 点和直线
$/Qi 命 令 画 一 个 点， $/Qib 命 令 画 多 个 点。 因 为 点 是 有 直 径 的，
TbTB+im`2 的尺寸需要稍大一点。$TbHBM2 命令把多个点用直线段连接
起来，线段之间的连接缺省为尖角，也可以设置为圆角。





$ #2;BM & TbTB+im`2 'U @Xk - @XkV UR9 -kXkV
$Tb/Qi Uy -yV
$ Tb/Qib U9 -yV Uk -kV
$ TbHBM2 U8 -yV Ud -kV UN -yV
$ TbHBM2 ( HBM2`+ 4Xj)URy -yV URk -kV UR9 -yV
$2M/& TbTB+im`2 '

例  14USJDLT 点和直线

 矩形和多边形
矩形用 $Tb7`K2 命令，其参数就是矩形左下角和右上角的坐标。多边
形用 $TbTQHv;QM 命令，语法和 $TbHBM2 类似，但是它会形成封闭路径。矩
形和多边形都可以设置圆角。




$ #2;BM & TbTB+im`2 'URN -jV
$ Tb7`K2 Uy -yV U9 -jV
$ Tb7`K2 ( 7`K2`+ 4Xj)U8 -yV UN -jV
$ TbTQHv;QM URy -yV UR9 -yV URk -jV
$ TbTQHv;QM ( HBM2`+ 4Xj)UR8 -yV URN -yV URd -jV
$2M/& TbTB+im`2 '

例  14USJDLT 矩形和多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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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椭圆、圆弧、扇形
圆形用 $Tb+B`+H2 命令，参数是圆心和半径。椭圆用 $Tb2HHBTb2 命
令，参数是中心、长径、短径。注意这两个命令的半径参数用不同的括号，
可能是作者的笔误。圆弧用 $Tb`+ 命令，其参数是圆心、半径、起止角
度，逆时针作图。$Tb`+M 类似，只是顺时针作图。扇形用 $Tbr2/;2 命令。





$ #2;BM & TbTB+im`2 'URN -kV
$ Tb+B`+H2 UR -RV &R'
$ Tb2HHBTb2 U8 -RV Uk -RV
$Tb`+ UN -yV &k'&y'&Rky'
$ Tb`+M URj -yV &k'&Rky'&y'
$ Tbr2/;2 URd -yV &k'&y'&Rky'
$2M/& TbTB+im`2 '

例  14USJDLT 圆、椭圆、圆弧、扇形

 曲线
$Tb+m`p2 命令把一系列点用平滑曲线连接起来；$Tb2+m`p2 命令不显
示曲线的两个端点；$Tb++m`p2 命令则把曲线封闭起来。b?QrTQBMib 参数
用来指示是否显示曲线的构成点，它也可用于其它绘图命令。





$ #2;BM & TbTB+im`2 'U @yXk - @yXkV Uk8Xk -kXkV
$ Tb+m`p2 ( b?QrTQBMib 4i`m2 )Uy -RV UR -kV Uj -yV U9 -kV UR -yV
$ Tb2+m`p2 ( b?QrTQBMib 4i`m2 )U8 -RV Ue -kV U3 -yV UN -kV U8 -yV
$ Tb++m`p2 ( b?QrTQBMib 4i`m2 )URR -RV URk -kV UR9 -yV UR8 -kV URk -yV
$ Tb#2xB2` ( b?QrTQBMib 4i`m2 )URe -yV UR3 -kV Uky -yV Ukk -kV
$ TbT`#QH ( b?QrTQBMib 4i`m2 )Uk8 -kV Uk9 -yV
$2M/& TbTB+im`2 '

例  14USJDLT 曲线
贝塞尔曲线用 $Tb#2xB2` 命令，其参数就是曲线的控制点。抛物线用
$TbT`#QH 命令，它有两个参数，一个是抛物线通过的某点，另一个是
抛物线的顶点。

 基本图形对象



 网格和坐标轴
科技制图通常会用到坐标和网格。$Tb;`B/ 命令输出一个矩形网格，它
有三个参数点。网格坐标标注在通过第一个点的两条直线上，第二和第三
个点是矩形的两个对角顶点。当第一个参数省略时，坐标标注在通过第一
个顶点的两条矩形边上。





$Tbb2i&mMBi 4ky Ti'
$ #2;BM & TbTB+im`2 'U @R - @RV URjX8 -kX8V
$ Tb;`B/ Uy -yV U@R-@RV Uj -kV
$ Tb;`B/ U8 -yV U3 -kV
$ Tb;`B/ URj -kV URy -yV
$2M/& TbTB+im`2 '
2

2

1

1

0
-1 0
-1

0
1

2

3

10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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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4USJDLT 网格
坐标轴可以用 Tbi@THQi 宏包的 $Tbt2b 命令。它的参数和 $Tb;`B/ 的
类似，刻度和标注的设置都很方便，也可以把坐标轴改成矩形框。





$Tbb2i&mMBi 4ky Ti'
$ #2;BM & TbTB+im`2 'U @R - @RV URjX9 -kX9V
$ Tbt2b & I @ ='Uy -yVU@R-@RV Uj -kV
$ Tbt2b ( iB+FbivH2 4iQT - H#2Hb 4MQM2 )& @ ='U8 -yV U3 -kV
$ Tbt2b ( t2bbivH2 47`K2 - iB+FbivH2 4iQT )& @ ='URy -yV URj -kV
$2M/& TbTB+im`2 '

2
1

1
0
1

2

0
例  14USJDLT 坐标轴

1

2

3



第七章 145SJDLT

 图形控制
 线宽和线型
145SJDLT 中缺省线条是 QU 的实线。线宽和线型参数使用方法如下，




$ #2;BM & TbTB+im`2 'Uy - @yXRV UN -kXRV
$ TbHBM2 ( HBM2rB/i? 4RX8 Ti )Uy -yV UN -yV
$ TbHBM2 ( HBM2bivH2 4 /Qii2/ )Uy -RV UN -RV
$ TbHBM2 ( HBM2bivH2 4 /b?2/ )Uy -kV UN -kV
$2M/& TbTB+im`2 '

例  14USJDLT 线宽和线型

 箭头
以下参数可以控制绘图命令的箭头。






$ #2;BM & TbTB+im`2 'U @yXk - @yXkV UNXk -eXkV
$ TbHBM2 & @ ='Uy -yV UN -yV
$ TbHBM2 & I @'Uy -RV UN -RV
$ TbHBM2 & I @ ='Uy -kV UN -kV
$ TbHBM2 & = @ I'Uy -jV UN -jV
$ TbHBM2 &% @%'Uy -9V UN -9V
$ TbHBM2 &Q@Q'Uy -8V UN -8V
$ TbHBM2 & @ 'Uy -eV UN -eV
$2M/& TbTB+im`2 '

例  14USJDLT 箭头

 颜色和填充
145SJDLT 预定义了 CMBDL EBSLHSBZ HSBZ MJHIUHSBZ XIJUF 等灰度颜色，和 SFE
HSFFO CMVF DZBO NBHFOUB ZFMMPX 等彩色。它可以使用 t+QHQ` 宏包。设置线

 图形变换



条颜色的方法如 例  所示，




$ #2;BM & TbTB+im`2 'Uy - @yXRV UN -kXRV
$ TbHBM2 ( HBM2+QHQ` 4`2/ )Uy -yV UN -yV
$ TbHBM2 ( HBM2+QHQ` 4 ;`22M )Uy -RV UN -RV
$ TbHBM2 ( HBM2+QHQ` 4#Hm2 )Uy -kV UN -kV
$2M/& TbTB+im`2 '

例  14USJDLT 彩色
设置填充模式和填充颜色的方法如 例 。注意只有封闭路径才可以
填充。





$ #2;BM & TbTB+im`2 'URR -kV
$ Tb+B`+H2 ( 7BHHbivH2 4bQHB/ - 7BHH+QHQ` 4 _QvH"Hm2 )UR -RV &R'
$ Tb+B`+H2 ( 7BHHbivH2 4 pHBM2b )U9 -RV &R'
$ Tb+B`+H2 ( 7BHHbivH2 4 ?HBM2b )Ud -RV &R'
$ Tb+B`+H2 ( 7BHHbivH2 4 +`Qbb?i+? )URy -RV &R'
$2M/& TbTB+im`2 '

例  14USJDLT 填充

 全局设置
前文提到过用 $Tb2b2i 命令设置长度单位，它还可以用来设置线宽、
线型、颜色等全局参数。
$Tbb2i& HBM2rB/i? 4RTi - HBM2bivH2 4/b?2/ - HBM2+QHQ` 4aBHp2` 7BHH+QHQ` 4Gp2M/2` - 7BHHbivH2 4 +`Qbb?i+? '

 图形变换
Q`B;BM 参数让一个图形对象平移到指定的位置。$`Tmi 命令可以对一
个图形对象同时进行旋转和平移操作。它有四个参数：
语法, $`Tmi(参考点)&旋转角度'&平移坐标'&操作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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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点，可选。其取值见 表 ，缺省是左下。
 旋转角度，可以取任意角度，也可以用 6、-、%、3 分别代表 ◦ 、
◦ 、◦ 、◦ 。
 平移到的位置。
 操作对象。
表  $`Tmi 命令的参考点




水平方向

垂直方向

M
S

U
C

左
右

上
下

$ #2;BM & TbTB+im`2 'URk -jXkV
$ Tb7`K2 Uy -yV Uj -kV
$ Tb7`K2 ( Q`B;BM 4&9 -y')Uy -yV Uj -kV
$`Tmi &jy'UN -yV &$ Tb7`K2 Uy -yV Uj -kV'
$2M/& TbTB+im`2 '

例  14USJDLT 平移和旋转
如果要进行全局坐标变换，可以考虑使用 i`MbHi2 b+H2 `Qii2
brTt2b 等命令。

 标注
$`Tmi 命令还可以在指定的坐标点标注文字，例  中的参考点参数
指示把文字分别标注在某点的左边、右边、上边。它生成的标注就在坐标
点上，有时会感觉离图形太近。
另一个命令 $mTmi 则生成缺省距离指定坐标点 QU 的标注。它的第一个
参数是标注相对于坐标点的角度，取值可以是角度或字母 见 表  。注
意 $mTmi 的角度参数和 $`Tmi 命令的参考点位置参数的定义几乎正好相反，
比较容易混淆。
若想深入了解 145SJDLT，可以参阅其用户手册 <> 。



参考文献







$ #2;BM & TbTB+im`2 'U @yX3 - @yX9V URkXj -jXjV
$ TbTQHv;QM Uy -yV U9 -yV Uk -kV
$`Tmi(`)Uy -yV&'
$`Tmi(H)U9 -yV&"'
$`Tmi(#)Uk -kV&*'
$ TbTQHv;QM Ud -yV URR -yV UN -kV
$mTmi(H)Ud -yV&'
$mTmi(`)URR -yV&"'
$mTmi(m)UN -kV&*'
$2M/& TbTB+im`2 '

C

C
A

B A

B
例  14USJDLT 标注
表  $mTmi 命令的角度参数
S
V
M
E

◦
◦
◦
◦

VS
VM
EM
ES

◦
◦
◦
◦

参考文献
<> 5JNPUIZ WBO ;BOEU 145SJDLT 6TFST (VJEF  63- ?iiT,ffrrrXim;XQ`;f
Sah`B+Fbf

广告位招租

第八章 1('
1(' 和 #FBNFS 的作者都是 5JMM 5BOUBV o  。5BOUBV 当初开发 #FBNFS
是为了准备  年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之后它在 $5"/ 上流行开来。
 年 1(' 从 #FBNFS 项目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宏包 <> 。

 准备工作
一般人们并不直接使用 1(' 底层命令，而是通过它前端 5JL; 来调用。
在引用 iBFx 宏包之前，用户需要设置 1(' 系统驱动。比如 /pBT/7Kt 的设
置方法如下，使用 T/7Hi2t 和 t2Hi2t 时，它知道驱动是谁。
$/27$ T;7bvb/`Bp2` &T;7bvb @ /pBT/7Kt X/27'
$ mb2T+F;2 &iBFx'

1(' 的缺省长度单位是 DN，我们也可以改用其它单位。注意这样预
定义的长度单位有时会失效，这可能是 1(' 的 CVH。
$ T;7b2itp2+ &$ T;7TQBMi &Ry Ti '&y''
$ T;7b2ivp2+ &$ T;7TQBMi &y'&Ry Ti ''

5JL; 提供 $iBFx 命令和 iBFxTB+im`2 环境，具体绘图指令可以放在
$iBFx 后面，也可以放在 iBFxTB+im`2 中间。两者效果相同，用户可以任
意选择。为了节省空间，本节的示例将省略部分环境代码。
$iBFx XXX
W绘图命令
$ #2;BM & iBFxTB+im`2 '
XXX
W绘图命令
$2M/& iBFxTB+im`2 '


柏林工业大学 年电脑学士， 年数学学士， 年电脑博士。 年伯克利访
问学者， 年吕贝克大学 6OJWFSTJUZ PG -àCFDL 理论计算机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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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节提到，为了节省编译时间，我们可以用 T`2pB2r 宏包生成独立

的图形文件。对于 1(' 我们也可以如法炮制，虽然这样做不是必须的。
$ /Q+mK2Mi+Hbb & `iB+H2 '
$ mb2T+F;2 (+iBp2 -iB;?iT;2 - t2i2t )& T`2pB2r '
$ mb2T+F;2 &iBFx'
$ #2;BM & /Q+mK2Mi '
$ #2;BM & T`2pB2r '
$ #2;BM & iBFxTB+im`2 '
XXX
$2M/& iBFxTB+im`2 '
$2M/& T`2pB2r '
$2M/& /Q+mK2Mi '

例  制作独立的 1(' 图形文件

 基本图形对象
 直线和矩形
1(' 绘 图 命 令 的 语 法和 METAPOST有点 类似。在 例  中，$/`r
称为一个命令，它后面的 @@、+v+H2、`2+iM;H2 等称为操作，(`QmM/2/
+Q`M2`b) 称作一个选项。@@ 用来画直线，`2+iM;H2 画矩形；+v+H2 用来
封闭路径，前两个三角形看起来一样，其实只有第二个才是真正的封闭路
径；(`QmM/2/ +Q`M2`b) 用来给图形加圆角。
操作都需要一个起始点参数，比如第一行代码第一个 @@ 操作的起始
点是   ；第二行 +v+H2 的起始点是   ；第四行 `2+iM;H2 的起始点是
  ，也就是矩形的一个顶点，   是其对角顶点。




$/`r
$/`r
$/`r
$/`r
$/`r

Uy -yV @@U9-yV @@Uk-kV @@Uy-yVc
U8 -yV @@UN-yV @@Ud-kV @@+v+H2 c
( `QmM/2/ +Q`M2`b ) URy -yV @ @UR9 -yV @ @URk -kV @@+v+H2 c
UR8 -yV `2+iM;H2 URN -kVc
( `QmM/2/ +Q`M2`b ) Uky -yV `2+iM;H2 Uk9 -kVc

例  1(' 直线和矩形

 基本图形对象



 圆、椭圆、弧
圆、椭圆、弧等形状的画法如下。圆的参数是圆心和半径，椭圆的参数
是中心、长径、短径。圆弧的参数是起始点，起始角度、终止角度、半径；
椭圆弧则把半径换成了长径和短径。
$/`r
$/`r
$/`r
$/`r

UR -RV +B`+H2 URVc
U8 -RV 2HHBTb2 Uk M/ RVc
URy -RV `+ Uy,kdy,RV c
UR8 -RV `+ Uy,kdy,k M/ RVc

例  1(' 圆、椭圆、弧

 曲线
我们把直线的 @@ 换成 XX，就得到贝塞尔曲线，它需要至少一个控制点
例  第一行 。抛物线用 T`#QH，代码第六行的   是它的起始点，
  是终止点，#2M/ Ue-yV指定了顶点。








$/`r Uy -yV XX +QMi`QHb Uk -kV M/ U9 -kV XXU9 -yVc
$ 7BHH/`r Uy -yV +B`+H2 UXRV
Uk -kV +B`+H2 UXRV
U9 -kV +B`+H2 UXRV
U9 -yV +B`+H2 UXRVc
$/`r U8 -RV T`#QH #2M/ Ue -yV UdX9R9 -kVc
$ 7BHH/`r U8 -RV +B`+H2 UXRV
Ue -yV +B`+H2 UXRV
UdX9R9 -kV +B`+H2 UXRVc
$/`r U3 -yV bBM URy -kV +Qb URk -yVc
$ 7BHH/`r U3 -yV +B`+H2 UXRV
URy -kV +B`+H2 UXRV
URk -yV +B`+H2 UXRVc

例  1(' 曲线
正弦和余弦都需要起、止点，第  行代码中的余弦操作看起来少一个
起始点，其实它是接着正弦的末端画的。$7BHH/`r 命令是为了标明曲线上
的点，这方面 145SJDLT 比 METAPOST和 1(' 都方便，一个 b?QrTQBMib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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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就都搞定了。

 网格
网格的画法如下，其缺省步长是 DN。;`B/ 操作需要起止点两个参数。
?2HT HBM2b 参数指示用 QU 的灰线。
$/`r (bi2T 48 Ti) Uy -yV ;`B/ Uj -kVc
$/`r (?2HT HBM2b -bi2T 48Ti) U9 -yV ;`B/ Ud -kVc

例  1(' 网格

 图形控制
 箭头
各种箭头的画法如下：
$/`r
$/`r
$/`r
$/`r
$/`r

(@=) Uy -yV @@UN-yVc
(I@) Uy -RV @@UN-RVc
(I@=) Uy -kV @@UN-kVc
(=@==) Uy -jV @@UN-jVc
(%I@=%) Uy -9V @@UN-9Vc

例  1(' 箭头

 线宽和线型
1(' 中线条的缺省宽度是 QU，线型是实线。改变线宽和线型的方法
见 例 。

 图形控制





$/`r
$/`r
$/`r
$/`r
$/`r
$/`r
$/`r



(HBM2 rB/i? 4kTi) Uy -yV @@UN-yVc
( /Qii2/ ) Uy -RV @@UN-RVc
( /2Mb2Hv /Qii2/ ) Uy -kV @@UN-kVc
( HQQb2Hv /Qii2/ ) Uy -jV @@UN-jVc
( /b?2/ ) Uy -9V @@UN-9Vc
( /2Mb2Hv /b?2/ ) Uy -8V @@UN-8Vc
( HQQb2Hv /b?2/ ) Uy -eV @@UN-eVc

例  1(' 线宽和线型

 颜色和填充
1(' 可以使用 t+QHQ` 宏包的色彩功能。颜色和填充的用法见 例 ，
其中 $7BHH/`r 命令可以用不同颜色画线和填充。注意封闭路径才可以填
充。1(' 还有十几种填充模式，可惜 9&5&9 不支持。




$/`r(_2/) Uy -yV @@UN-yVc
$/`r(:`22M ) Uy -RV @@UN-RVc
$/`r("Hm2) Uy -kV @@UN-kVc
$7BHH(q?2i ) URR -RV +B`+H2 URVc
$ 7BHH/`r (/`r4aBHp2` - 7BHH4 Gp2M/2` ) UR9 -RV +B`+H2 URVc

例  1(' 颜色和填充

 渐变和阴影
$b?/2 命令可以产生渐变和阴影效果，缺省是从上到下，灰色渐变为
白色。我们也可以使用其它方向和颜色的渐变（例 ）。

 样式
1(' 比 METAPOST和 145SJDLT 多了一个有趣的概念：样式 TUZMF ，它
像面向对象的类一样可以继承，语法和 )5.- 的 $44 相近。在 例  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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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Uy -yV `2+iM;H2 Uk -kVc
$b?/2 (H27i +QHQ` 4_2/ - `B;?i +QHQ` 4 P`M;2 ) Uj -yV `2+iM;H2
U8 -kVc
$b?/2 ( BMM2` +QHQ` 4_2/ - Qmi2` +QHQ` 4 P`M;2 ) Ue -yV `2+iM;H2
U3 -kVc
$b?/2 (#HH +QHQ` 4"Hm2) URy -RV +B`+H2 URVc

例  1(' 阴影
们先定义了两种样式，然后就可以在绘图命令中使用它们，





$ iBFxb2i &
KvHBM2 fX bivH2 4& HBM2 rB/i? 4kTi'Kv#Hm2HBM2 fX bivH2 4& KvHBM2 -"Hm2'
'
$/`r( KvHBM2 ) Uy -yV @@UN-yVc
$/`r( Kv#Hm2HBM2 ) Uy -RV @@UN-RVc

例  1(' 全局样式
除了用 $iBFxb2i 命令定义样式，我们也可以在 iBFxTB+im`2 环境头部
声明样式。前者是全局有效，后者则是局部范围有效。




$ #2;BM & iBFxTB+im`2 '(
i?B+FHBM2 fX bivH2 4kTi #Hm2i?B+FHBM2 fX bivH2 4& i?B+FHBM2 - +QHQ` 4#Hm2'
)
$2M/& iBFxTB+im`2 '

例  1(' 局部样式
注意在样式中预定义长度单位有时会失效，所以最好使用绝对单位。

 图形变换
对 图 形 对 象 可 以 进 行 缩 放 TDBMF 、平 移 TIJGU 、倾 斜 TMBOU 、旋 转
SPUBUF 、定点旋转 SPUBUF BSPVOE 等变换操作。注意如果两种操作同时进行，

 示意图



它们是有顺序的。注意预定义的长度单位在这里对单向平移选项 YTIJGU 或
ZTIJGU 失效。





$/`r Uy -yV `2+iM;H2 Uk -kVc
$/`r(b?B7i 4&Uj -yV'-b+H2 4RX8) Uy -yV `2+iM;H2 Uk -kVc
$/`r( tb?B7i 4dyTi - tb+H2 4RX8) Uy -yV `2+iM;H2 Uk -kVc
$/`r( tb?B7i 4Rk8Ti - `Qii2 498) Uy -yV `2+iM;H2 Uk -kVc
$/`r( tb?B7i 4R9yTi - tbHMi 4R) Uy -yV `2+iM;H2 Uk -kVc
$/`r( tb?B7i 4Rd8Ti - `Qii2 `QmM/ 4&98,Uk -kV ') Uy -yV
`2+iM;H2 Uk -kVc

例  1(' 图形变换

 示意图
 节点
1(' 中的节点 OPEF 可以是简单的标签，也可以有各种形状的边框，
还可以有各种复杂的属性。比如下例中的 #Qt 样式，它的边框是矩形，有
圆角；它有最小宽度、高度、文字和边框的距离，边框和填充颜色等属性。




$ iBFxb2i &
#Qt fX bivH2 4& `2+iM;H2 - `QmM/2/ +Q`M2`b 48Ti KBMBKmK rB/i? 48yTi - KBMBKmK ?2B;?i 4kyTi - BMM2` b2T 48Ti /`r4aBHp2` -7BHH4 Gp2M/2` '
'

例  1(' #Qt 样式

 流程图
除了上述属性，节点还可以有名字、位置等属性。在 例  中，我们
先画了三个有名字和边框的节点，也就是文本框；然后用两跳箭头连线把
文本框连接起来，注意连接时要引用文本框的名字；接着在连线上加了两
个没有名字和边框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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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2(#Qt) Ui2tV i Uy -yV &X i2t 'c
$MQ/2(#Qt) Ut/pV i URk -yV &X t/p 'c
$MQ/2(#Qt) UT/7V i Uk9 -yV &X T/7 'c
$/`r (@=) Ui2tV @@Ut/pVc
$/`r (@=) Ut/pV @@UT/7Vc
$MQ/2 i Ue -RV & t2Hi2t 'c
$MQ/2 i UR3 -RV & /pBT/7Kt 'c

.tex

dvipdfmx

xelatex

.xdv

.pdf

例  1(' 流程图
例  中的节点都使用了绝对位置，我们还可以使用更灵活一点的相
对位置。在 例  中，我们把 YEW 节点设在在 UFY 节点右边 QU 处 前面定
义的基本长度单位是 QU ，而 QEG 节点又在 YEW 节点右边 QU 处。




$MQ/2(#Qt) Ui2tV &X i2t 'c
$MQ/2(#Qt -`B;?i 4d Q7 i2t) Ut/pV &X t/p 'c
$MQ/2(#Qt -`B;?i 4d Q7 t/p) UT/7V &X T/7 'c
$Ti? Ui2tV 2/;2 (@=) MQ/2(miQ) & t2Hi2t ' Ut/pV
Ut/pV 2/;2 (@=) MQ/2(miQ) & t/pBT/7Kt ' UT/7Vc

.tex

xelatex

.xdv

xdvipdfmx

.pdf

例  1(' 又一个流程图
节点间的连线换为专门用来连接节点的 2/;2；标签也改成相对位置，
自动排列在 2/;2 上方。

 树
例  是 一 棵 简 单 的 树。+?BH/ 关 键 字 用 来 声 明 子 节 点；bB#HBM;
/BbiM+2 选项可以控制相邻节点之间的距离，预定义长度单位对此选项
失效。

 预定义节点形状
1(' 中节点的基本形状只有矩形和圆形，b?T2bX;2QK2i`B+ 库预定义
了其他一些形状，比如菱形 EJBNPOE 、梯形 USBQF[JVN 、半圆 TFNJDJSDMF

 示意图








$ #2;BM & iBFxTB+im`2 '( bB#HBM; /BbiM+2 43y Ti)
$MQ/2(#Qt) &h2s'
+?BH/ &MQ/2(#Qt) & SHBM $h2s ''
+?BH/ &MQ/2(#Qt) &$ Gh2s '
+?BH/ &MQ/2(#Qt) & KbKi? ''
+?BH/ &MQ/2(#Qt) & ;`T?B+t ''
+?BH/ &MQ/2(#Qt) & ?vT2``27 ''
'c
$2M/& iBFxTB+im`2 '

TeX

PlainTEX

LATEX

amsmath

graphicx

hyperref

例  1(' 好大一棵树

、星形 TUBS 、等腰三角形 JTPTDFMFT USJBOHMF 、扇形 DJSDVMBS TFDUPS 、圆柱
DZMJOEFS 、正多边形 SFHVMBS QPMZHPO 等形状。如要使用某库的功能，需要
先引用它，其引用方法类似于宏包的引用，见 例  代码第一行。






$ mb2iBFxHB#``v & b?T2b X ;2QK2i`B+ '
$MQ/2(/BKQM/ -/`r) i Uy -yV &'c
$MQ/2(i`T2xBmK -/`r) i Uk -yV &'c
$MQ/2(b2KB+B`+H2 -/`r) i U9 -yV &'c
$MQ/2(bi` -/`r) i Ue -yV &'c
$MQ/2( BbQb+2H2b i`BM;H2 -/`r) i U3 -yV &'c
$MQ/2( +B`+mH` b2+iQ` -/`r) i URy -yV &'c
$MQ/2(+vHBM/2` -/`r) i URk -yV &'c

例  1(' 预定义节点形状

例  中代码第一行指出每个节点都是正多边形，没有这个声明的话
每个节点都要重复拼写 `2;mH` TQHv;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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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M & iBFxTB+im`2 '( 2p2`v MQ/2 fX bivH2 4& `2;mH` TQHv;QM ')
$MQ/2( `2;mH` TQHv;QM bB/2b 4j- /`r) i Uk -yV &'c
$MQ/2( `2;mH` TQHv;QM bB/2b 49- /`r) i U9 -yV &'c
$MQ/2( `2;mH` TQHv;QM bB/2b 48- /`r) i Ue -yV &'c
$MQ/2( `2;mH` TQHv;QM bB/2b 4e- /`r) i U3 -yV &'c
$MQ/2( `2;mH` TQHv;QM bB/2b 4d- /`r) i URy -yV &'c
$MQ/2( `2;mH` TQHv;QM bB/2b 43- /`r) i URk -yV &'c
$2M/& iBFxTB+im`2 '

例  1(' 预定义正多边形节点

 编程
 循环语句
包老师正准备跟 例  里那样的冗长代码拼个你死我活，猛然发现
5JL; 提供了循环语句。0OMZ ZPV 能精简我代码，0OMZ ZPV



$ #2;BM & iBFxTB+im`2 '( 2p2`v MQ/2 fX bivH2 4& `2;mH` TQHv;QM ')
$ 7Q`2+? $t BM &j -9 -8 -e -d -3'&
$MQ/2( `2;mH` TQHv;QM bB/2b 4$t- /`r) i U$t k -yV &'c
'
$2M/& iBFxTB+im`2 '

例  1(' 循环语句

 数据图
1(' 有强大的数据绘图 QMPU 功能，支持多种绘图方法：直接给点，读
取外部数据文件，函数绘图，调用 (OVQMPU。其中函数绘图可以调用 1(' 数
学引擎，进行基本算术和  多种函数的运算。
例  是 一 个 简 单 的 指 数 函 数，其 中 标 注 使 用 了 -"5&9 数 学 公 式，
/QKBM 选项用来设置值域。



参考文献



$/`r (@=) U @yXk -yV @@Ue-yV MQ/2( `B;?i ) &0t0'c
$/`r (@=) Uy - @yXkV @@Uy-eV MQ/2( #Qp2 ) &07UtV0'c
$/`r( /QKBM 4y,9) THQi U$t -&yXR 2tT U$tV'V MQ/2( `B;?i ) &07U
tV4$ 7`+ &R'&Ry' 2t0'c

f (x)
f (x) =

1 x
10 e

x
例  1(' 函数图

参考文献
<> 5JMM 5BOUBV 5JL; BOE 1(' .BOVBM  63- ?iiT,ffrrrX+iMXQ`;f
i2t@`+?Bp2f;`T?B+bfT;7f

广告位招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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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表格
i#mH` 环境提供了最简单的表格功能。它用 $?HBM2 命令表示横线，
% 表示竖线；用  来分列，用 $$ 来换行；每列可以采用居中、居左、居右
等横向对齐方式，分别用 H、+、` 来表示。








$ #2;BM & i#mH` '&%H%+%`%'
$ ?HBM2
操作系统  发行版  编辑器
$ ?HBM2
qBM/Qrb
 JBFh2s
$ ?HBM2
lMBtf GBMmt  i2h2s
$ ?HBM2
J+ Pa
 J+h2s
$ ?HBM2
通用
 h2s GBp2
$ ?HBM2
$2M/& i#mH` '

操作系统
8JOEPXT
6OJY-JOVY
.BD 04
通用

发行版
.JL5F9
UF5F9
.BD5F9
5F9 -JWF

$$
 h2tJF2`s $$
 EBH2 $$
 h2sa?QT $$
 h2srQ`Fb $$

编辑器
5FY.BLFS9
,JMF
5F94IPQ
5F9XPSLT
例  简单表格

在插图一章中我们介绍了一种图形浮动环境 7B;m`2；表格也有一种
类似的浮动环境 i#H2，其标题和交叉引用的用法和图形浮动环境类似。
我们可以用它给 例  中的表格穿件马甲，顺便把表格简化为科技文献




第九章 表格

中常用的三线表。例  中的三条横线一样粗细，如果嫌它不够美观，可
以使用 4JNPO 'FBS



的 #QQFi#b 宏包 <> 。三条横线就分别用 $iQT`mH2、

$KB/`mH2、$#QiiQK`mH2 等命令表示。改进后的表格见 例 。








$ #2;BM &i#H2 '( ?i#T)
$ +2Mi2`BM;
$ #2;BM & i#mH` '& HHH'
$ iQT`mH2
操作系统  发行版  编辑器
$ KB/`mH2
qBM/Qrb
 JBFh2s
lMBtf GBMmt  i2h2s
J+ Pa
 J+h2s
通用
 h2s GBp2
$ #QiiQK`mH2
$2M/& i#mH` '
$2M/& i#H2 '

$$





h2tJF2`s $$
EBH2 $$
h2sa?QT $$
h2srQ`Fb $$

操作系统

发行版

编辑器

8JOEPXT
6OJY-JOVY
.BD 04
通用

.JL5F9
UF5F9
.BD5F9
5F9 -JWF

5FY.BLFS9
,JMF
5F94IPQ
5F9XPSLT

例  浮动三线表
i#mH` 环境中的行可以采用居顶、居中、居底等纵向对齐方式，分别
用 i、+、# 来表示，缺省的是居中对齐。列之间的分隔符也可以改用其他
符号，比如用 %% 来画双竖线。
语法：(纵向对齐)&横向对齐和分隔符'

 宽度控制
有时我们需要控制某列的宽度，可以将其对齐方式参数从 H、+、` 改
为 T&宽度'。这时纵向对齐方式是居顶，i、+、#等参数失效。


这名字看起来像个笔名。《圣经·新约》路加福音卷有一个故事：耶稣于某湖边传教
时，命渔人西门撒网，得鱼甚多。西门惊诧，五体投地，口称罪人。耶稣道：西门莫怕，
打渔这个职业没什么前途，你还是跟我打人罢 +FTVT TBJE VOUP 4JNPO 'FBS OPU GSPN IFODFGPSUI
UIPV TIBMU DBUDI NFO 。西门遂忝列夫子门墙。另外有个恐怖小说系列 i'FBS 4USFFUw 里的主角
也叫西门怕怕。

 宽度控制










$ #2;BM & i#H2 '( ?i#T)
$ +2Mi2`BM;
$ #2;BM & i#mH` '&T&3y Ti'T&3y Ti'T&3y Ti ''
$ iQT`mH2
操作系统  发行版  编辑器 $$
$ KB/`mH2
qBM/Qrb
 JBFh2s
 h2tJF2`s $$
lMBtf GBMmt  i2h2s
 EBH2 $$
J+ Pa
 J+h2s
 h2sa?QT $$
通用
 h2s GBp2  h2srQ`Fb $$
$ #QiiQK`mH2
$2M/& i#mH` '
$2M/&i#H2 '

操作系统

发行版

编辑器

8JOEPXT
6OJY-JOVY
.BD 04
通用

.JL5F9
UF5F9
.BD5F9
5F9 -JWF

5FY.BLFS9
,JMF
5F94IPQ
5F9XPSLT

例  控制列宽
使用宽度控制参数之后，表格内容缺省居左对齐。我们可以用列前置
命令 =&' 配合 $+2Mi2`BM;、$`;;2/H27i 命令来把横向对齐方式改成居中
或居右。列前置命令仅对紧邻其后的一列有效，其语法如下：
语法：=&命令'列参数








$ #2;BM & i#H2 '( ?i#T)
$ +2Mi2`BM;
$ #2;BM & i#mH` '&T&3y Ti ' =&$ +2Mi2`BM; 'T&3y Ti'=&$ `;;2/H27i $
``v#+FbHb? 'T&3y Ti ''
$ iQT`mH2
操作系统  发行版  编辑器 $$
$ KB/`mH2
qBM/Qrb
 JBFh2s
 h2tJF2`s $$
lMBtf GBMmt  i2h2s
 EBH2 $$
J+ Pa
 J+h2s
 h2sa?QT $$
通用
 h2s GBp2  h2srQ`Fb $$
$ #QiiQK`mH2
$2M/& i#mH` '
$2M/&i#H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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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

发行版

编辑器

8JOEPXT
6OJY-JOVY
.BD 04
通用

.JL5F9
UF5F9
.BD5F9
5F9 -JWF

5FY.BLFS9
,JMF
5F94IPQ
5F9XPSLT

例  控制列宽和横向对齐
若要控制整个表格的宽度，可以使用 $BSMJTMF 的 i#mH`t 宏包 <> 的同
名环境，其语法如下，其中 s 参数表示某列可以折行。
语法：&表格宽度'&横向对齐、分隔符、折行'







$ #2;BM &i#H2 '( ?i#T)
$ +2Mi2`BM;
$ #2;BM & i#mH`t '&j8y Ti '& HsHs'
$ iQT`mH2
李白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泰戈尔  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又飞去了。
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 #QiiQK`mH2
$2M/& i#mH`t '
$2M/& i#H2 '

李白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 泰戈尔
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
有 人 楼 上 愁。 玉 阶 空 伫
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
归程，长亭更短亭。

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
前唱歌，又飞去了。秋天
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
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
那里。

例  控制表格宽度
如果想把纵向对齐方式改为居中和居底，可以使用 .JUUFMCBDI 和 $BSMJTMF
的 ``v 宏包 <> ，它提供了另两个对齐方式参数：K&宽度'、#&宽度'。

 跨行跨列
有时表格某单元格需要横跨几列，我们可以使用 $KmHiB+QHmKM 命令，
同时使用 #QQFi#b 宏包的 $+KB/`mH2 命令来画横跨几列的横线。它们的语
法如下：

 数字表格











$ #2;BM & i#H2 '( ?i#T)
$ +2Mi2`BM;
$ #2;BM & i#mH` '& HHH'
$ iQT`mH2
 $ KmHiB+QHmKM &k'&+'&常用工具' $$
$ +KB/`mH2 &k @j'
操作系统  发行版  编辑器 $$
$ KB/`mH2
qBM/Qrb
 JBFh2s
 h2tJF2`s $$
lMBtf GBMmt  i2h2s
 EBH2 $$
J+ Pa
 J+h2s
 h2sa?QT $$
通用
 h2s GBp2  h2srQ`Fb $$
$ #QiiQK`mH2
$2M/& i#mH` '
$2M/&i#H2 '

常用工具
操作系统

发行版

编辑器

8JOEPXT
6OJY-JOVY
.BD 04
通用

.JL5F9
UF5F9
.BD5F9
5F9 -JWF

5FY.BLFS9
,JMF
5F94IPQ
5F9XPSLT

例  跨列表格
语法：$KmHiB+QHmKM&横跨列数'&对齐方式'&内容'
语法：$+KB/`mH2&起始列@结束列'

 数字表格
当表格中包含大量数字时，手工调整小数点和数位的对齐很麻烦，这
时可以使用 3PDIFTUFS 的 r`T+QH 宏包 <> 。它为 i#mH` 环境提供了一个列
对齐参数 S，其语法如下，其中 K 和 M 分别是小数点前后的位数，数字前的
负号可选。
语法：S&@KXM'
例  中使用 KmHiB+QHmKM 命令是为了保护表头，防止它们被 S 参数误
伤。把跨列命令的列数设为  是设置单元格格式的一种常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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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M &i#H2 '( ?i#T)
$ +2Mi2`BM;
$ #2;BM & i#mH` '&S &kX8' S& @kX8''
$ iQT`mH2
$ KmHiB+QHmKM &R'&+'&数学常数' 
$ KmHiB+QHmKM &R'&+'&物理常数' $$
$ KB/`mH2
jXR9R8N  kXNNdNk $$
kdXR3k3R  @RdX833RN $$
$ #QiiQK`mH2
$2M/& i#mH` '
$2M/& i#H2 '

数学常数

物理常数

3.14159
27.18281

2.99792
−17.58819

例  数字表格

 长表格
有时表格太长要跨页，可以使用 $BSMJTMF 的 HQM;i#H2 宏包 <> 。这位同
志对表格情有独钟，表格的宏包被他承包了一半。我们需要做以下工作：

 首先用 HQM;i#H2 环境取代 i#mH` 环境；
 然后在表格开始部分定义每页页首出现的通用表头，表头最后一行末
尾不用 $$ 换行，而是加一个 $2M/?2/ 命令；
 接着定义首页表头 如果它和通用表头不同的话 ，同样地最后一行用
$2M/7B`bi?2/ 命令结尾；
 然后是以 $2M/7QQi 命令结尾的通用表尾；
 然后是以 $2M/Hbi7QQi 命令结尾的末页表尾 如果它和通用表尾不同
的话 ；
 最后是表格的具体内容。

 长表格




















$ #2;BM & HQM;i#H2 '& HH'
$ KmHiB+QHmKM &k'&`'&接上页' $$
$ iQT`mH2
作者  作品 $$
$ KB/`mH2
$ 2M/?2/
$ +TiBQM &长表格' $$
$ iQT`mH2
作者  作品 $$
$ KB/`mH2
$ 2M/7B`bi?2/
$ #QiiQK`mH2
$ KmHiB+QHmKM &k'&`'&接下页$/Qib' $$
$ 2M/7QQi
$ #QiiQK`mH2
$ 2M/Hbi7QQi
白居易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
 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2M/& HQM;i#H2 '

表  长表格
作者

作品

白居易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接下页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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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作者

作品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
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宽表格
表格太宽时可以使用 'BJSCBJSOT  等人的 `QiiBM; 宏包 <> 。其方法很简
单，用 bB/2rvbi#H2 环境替代 i#H2 环境即可。







$ #2;BM & bB/2rvbi#H2 '( ?i#T)
$ +TiBQM &主流英文词典'
$ H#2H &i#,/B+i'
$ +2Mi2`BM;
$ #2;BM & i#mH`t '&88y Ti '& sHH+``` '
$ iQT`mH2
hBiH2  ##`  Sm#HBb?2`  u2`  S;2b  1Mi`B2b 
S`B+2 $$
$ KB/`mH2
Pt7Q`/ 1M;HBb? .B+i - kM/ 1/  P1.  Pt7Q`/ lMBp
 RN3N  kR -dk3  eRe -8yy  NN8 $$



 年代剑桥数学学士，电脑硕士，现任剑桥网管。6, '"2 的维护者。

 宽表格



























$ KB/`mH2
a?Q`i2` Pt7Q`/ 1M;HBb? .B+i - di? 1/  aP1.  Pt7Q`/
lMBp
 kyyd  j -333  eyy -yyy  Rd8 $$
L2r Pt7Q`/ .B+i Q7 1M;HBb? - kM/  LP.1  Pt7Q`/ lMBp
 kyy8  k -RRk  j88 -yyy  e3 $$
q2#bi2` ^b h?B`/ L2r AMi2`MiBQMH .B+i  qj  J2``BK @
q2#bi2`
 RNeR  k -3Re  9de -yyy  RkN $$
K2`B+M >2`Bi;2 .B+i - 9i? 1/  >.  >Qm;?iQM
JB77HBM
 kyyy  k -RRk  Ny -yyy  ey $$
_M/QK >Qmb2 q2#bi2` ^b lM#`B/;2/ .B+i - kM/ 1/ 
_M/QK  _M/QK >Qmb2
 kyy8  k -k8e  jR8 -yyy  eN $$
$ KB/`mH2
*QM+Bb2 Pt7Q`/ .B+i - RR i? 1/  *P.  Pt7Q`/ lMBp
 kyye  R -dk3  k9y -yyy  $$
*?K#2`b .B+i - Ryi? 1/  *?K#2`b  *?K#2`b >``T
 kyye  R -3dk   8y $$
*QHHBMb 1M;HBb? .B+i - Ni? 1/  *QHHBMb  >`T2`*QHHBMb
 kyyd  R -333   ed $$
GQM;KM .B+i Q7 *QMi2KTQ``v 1M;HBb? - 9i? 1/  GQM;KM
 GQM;KM
 kyy8   kyd -yyy  dR $$
J2``BK @q2#bi2` ^b *QHH2;Bi2 .B+i - RR i? 1/   J2``BK
@ q2#bi2`
 kyyj  R -ee9  kk8 -yyy  ke $$
K2`B+M >2`Bi;2 *QHH2;2 .B+i - 9i? 1/   >Qm;?iQM
JB77HBM
 kyyd  R -ee9   ke $$
_M/QK >Qmb2 q2#bi2` ^b *QHH2;2 .B+i   _M/QK >Qmb2
 kyy8  R -ejk   ke $$
q2#bi2` ^b L2r qQ`H/ *QHH2;2 .B+i - 9i? 1/   CQ?M
qBH2v $ aQMb
 kyy9  R -d99  Rey -yyy  ke $$
$ #QiiQK`mH2
$2M/& i#mH`t '
$2M/& bB/2rvbi#H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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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YGPSE &OHMJTI %JDU OE &E

5JUMF

40&%
/0%&
8
")%
3BOEPN

0&%

"CCS

0YGPSE 6OJW
0YGPSE 6OJW
.FSSJBN8FCTUFS
)PVHIUPO .JðJO
3BOEPN )PVTF

0YGPSE 6OJW

1VCMJTIFS









:FBS

 
 
 

 
 
 
 
 

 

1BHFT

 

 
 
 
 
 

 

&OUSJFT









1SJDF

表  主流英语词典

4IPSUFS 0YGPSE &OHMJTI %JDU UI &E
/FX 0YGPSE %JDU PG &OHMJTI OE
8FCTUFST ɨJSE /FX *OUFSOBUJPOBM %JDU
"NFSJDBO )FSJUBHF %JDU UI &E
3BOEPN )PVTF 8FCTUFST 6OBCSJEHFE %JDU OE &E

$0%
$IBNCFST
$PMMJOT
-POHNBO

 
 

 


















 
 
 
 

0YGPSE 6OJW
$IBNCFST )BSSBQ
)BSQFS$PMMJOT
-POHNBO
.FSSJBN8FCTUFS
)PVHIUPO .JðJO
3BOEPN )PVTF
+PIO 8JMFZ  4POT

$PODJTF 0YGPSE %JDU UI &E
$IBNCFST %JDU UI &E
$PMMJOT &OHMJTI %JDU UI &E
-POHNBO %JDU PG $POUFNQPSBSZ &OHMJTI UI &E
.FSSJBN8FCTUFST $PMMFHJBUF %JDU UI &E
"NFSJDBO )FSJUBHF $PMMFHF %JDU UI &E
3BOEPN )PVTF 8FCTUFST $PMMFHF %JDU
8FCTUFST /FX 8PSME $PMMFHF %JDU UI &E

 彩色表格



 彩色表格
若想给表格增加点色彩，可以使用 $BSMJTMF 的 +QHQ`i#H 宏包 <> 。它提供
的 $+QHmKM+QHQ`、$`Qr+QHQ`、$+2HH+QHQ` 命令可以分别设置列、行、单
元格的颜色。这三个命令的基本语法相似：
语法：&颜色'
$+QHmKM+QHQ` 需要放到列前置命令里，`Qr+QHQ`、$+2HH+QHQ` 分别
放到行、单元格之前。+QHQ`i#H 宏包可以使用 t+QHQ` 宏包的色彩模型；两
者同时，前者不能直接加载，需要通过后者的选项 i#H2 来加载。三个命
令同时使用时，它们的优先顺序为：单元格、行、列。








$ mb2T+F;2 ( i#H2 )& t+QHQ` '
XXX
$ #2;BM & i#H2 '( ?i#T)
$ +2Mi2`BM;
$ #2;BM & i#mH` '&H =&$ +QHmKM+QHQ` & u2HHQr ''HH'
$ `Qr+QHQ` &_2/'操作系统  发行版
 编辑器 $$
qBM/Qrb
 JBFh2s
 h2tJF2`s $$
$ `Qr+QHQ` & :`22M 'lMBtf GBMmt  $ +2HH+QHQ` & Gp2M/2` ' i2h2s
 EBH2 $$
J+ Pa
 J+h2s
 h2sa?QT $$
$ `Qr+QHQ` &"Hm2'通用
 h2s GBp2  h2srQ`Fb $$
$2M/& i#mH` '
$2M/&i#H2 '

操作系统
8JOEPXT
6OJY-JOVY
.BD 04
通用

发行版
.JL5F9
UF5F9
.BD5F9
5F9 -JWF

编辑器
5FY.BLFS9
,JMF
5F94IPQ
5F9XPSLT

例  彩色表格
例  这样的彩色表格过于花里胡哨，和包老师低调中年宅男的定位极
不相称。t+QHQ` 宏包的 `Qr+QHQ`b 命令 需要 +QHQ`i#H 宏包的支持 可以
分别设置奇偶行的颜色，甚合吾意。该命令语法如下：
语法：&起始行'&奇数行颜色'&偶数行颜色'
例  中代码第  行的 $?B/2`Qr+QHQ`b 命令是用来暂停显示前面
设置的奇偶行颜色，否则后面的其他表格会继续显示颜色。另一个命令
$b?Qr`Qr+QHQ`b 可以用来重新激活奇偶行颜色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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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2T+F;2 ( i#H2 )& t+QHQ` '
XXX
$ #2;BM &i#H2 '( ?i#T)
$ +2Mi2`BM;
$ `Qr+QHQ`b &R'& q?Bi2 '& Gp2M/2` '
$ #2;BM & i#mH` '& HHH'
$ ?HBM2
操作系统
 发行版
 编辑器 $$
qBM/Qrb
 JBFh2s
 h2tJF2`s $$
lMBtf GBMmt  i2h2s
 EBH2 $$
J+ Pa
 J+h2s
 h2sa?QT $$
通用
 h2s GBp2  h2srQ`Fb $$
$ ?HBM2
$ ?B/2`Qr+QHQ`b
$2M/& i#mH` '
$2M/& i#H2 '

操作系统
8JOEPXT
6OJY-JOVY
.BD 04
通用

发行版
.JL5F9
UF5F9
.BD5F9
5F9 -JWF

编辑器
5FY.BLFS9
,JMF
5F94IPQ
5F9XPSLT

例  彩色表格

参考文献
<> 4JNPO 'FBS 1VCMJDBUJPO 2VBMJUZ 5BCMFT JO -B5F9  63- ?iiT,ffrrrX
+iMXQ`;fi2t@`+?Bp2fK+`QbfHi2tf+QMi`B#f#QQFi#bf
<> %BWJE 1 $BSMJTMF ǲF UBCVMBSY 1BDLBHF  63- ?iiT,ffrrrX+iMXQ`;f
i2t@`+?Bp2fK+`QbfHi2tf`2[mB`2/fiQQHbf
<> 'SBOL .JUUFMCBDI BOE %BWJE 1 $BSMJTMF " OFX JNQMFNFOUBUJPO PG -B5F9T UBCVMBS
BOE BSSBZ FOWJSPONFOU  63- ?iiT,ffrrrX+iMXQ`;fi2t@`+?Bp2f
K+`QbfHi2tf`2[mB`2/fiQQHbf
<> 8BZOF " 3PDIFTUFS ǲF XBSQDPM 1BDLBHF  63- ?iiT,ffrrrX+iMXQ`;f
i2t@`+?Bp2fK+`QbfHi2tf+QMi`B#fr`T+QHf
<> %BWJE 1 $BSMJTMF ǲF MPOHUBCMF 1BDLBHF  63- ?iiT,ffrrrX+iMXQ`;f
TF;fHQM;i#H2

参考文献



<> 3PCJO 'BJSCBJSOT 4FCBTUJBO 3BIU[ BOE -FPOPS #BSSPDB " QBDLBHF GPS SPUBUFE PC
KFDUT JO -B5F9  63- ?iiT,ffrrrX+iMXQ`;fi2t@`+?Bp2fK+`Qbf
Hi2tf+QMi`B#f`QiiBM;f
<> %BWJE 1 $BSMJTMF ǲF DPMPSUCM 1BDLBHF  63- ?iiT,ffrrrX+iMXQ`;f
i2t@`+?Bp2fK+`QbfHi2tf+QMi`B#f+QHQ`i#Hf

广告位招租

第十章 结构
善张网者引其纲，不一一摄万目而后得。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在  节中我们曾简略提及文档的结构，本章将对它们展开介绍。通常
一篇文档无论长短都会有标题和正文。如果正文较长，有个层次结构会便
于行文，阅读起来也较方便。为了便于查找，长文档通常会前有目录，后
有索引。另外为了便于编辑，长文档通常会被分割成多个文件。和 )5.类似，1%' 也提供超链接功能，它也放在本章介绍。学术文档一般还会有
参考文献，以供读者参考、借鉴。
以上诸项通常会按标题、目录、正文、参考文献、索引这样的顺序出
现。如果是正式出版的书籍，还会有标题页、版权页、献辞页等；而且这
些结构出现的奇偶页也有讲究，比如版权页是偶数页，目录首页是奇数页。
同学们若对书籍的格式装帧有兴趣，可以参考 1FUFS 3 8JMTPO  的 /PUFT PO
#PPL %FTJHO <> 和 .FNPJS $MBTT <> ，或者 $IJDBHP .BOVBM PG 4UZMF <> 。

 长文档
文章想要吸引读者就必须写得好，想要影响深远就必须写得长。包子
曰：神奇卓异非至人，至人只是长。当文档很长时，我们最好把它分为多
个文件，各个击破，从而缓解长期伏案写作带来的悲观厌世情绪。这和高
速公路上为了防止疲劳驾驶设置的技术弯道有异曲同工之妙。


剑桥大学机械学士，诺丁汉大学半导体物理博士。本科毕业后就职于不列颠托马森
休斯顿公司 #SJUJTI ɨPNTPO )PVTUPO ；后跳槽到卢卡斯研究中心 -VDBT 3FTFBSDI $FOUFS 搞
$"%，曾任计算机辅助制造国际 $PNQVUFS"JEFE .BOVGBDUVSJOH *OUFSOBUJPOBM $".* 欧洲分
部主席；再跳槽到 (&参与开发 $"%$". 数据交换标准 45&1；又跳槽到 31*、美国天主教
大学 $BUIPMJD 6OJWFSTJUZ PG "NFSJDB 、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 /BUJPOBM *OTUJUVUF PG 4UBOEBSET BOE
5FDIOPMPHZ /*45 等院所从事科研，最后从波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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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示范了如何在主控文档中引用子文档。注意 $BM+Hm/2 命令会新

起一页，如果不想要新页可以改用 $BMTmi 命令。





W Kbi2` Xi2t
$ #2;BM & /Q+mK2Mi '
$ BM+Hm/2 & +?Ti2` RX i2t'
$ BM+Hm/2 & +?Ti2` kX i2t'
XXX
$2M/& /Q+mK2Mi '

例  拆分长文档
当文档很长时，编译一遍也会很花时间。我们可以使用 bvMiQMHv 宏
包，这样编译时就只检查语法，而不生成结果文件。
$ mb2T+F;2 & bvMiQMHv '
XXX
$ bvMitQMHv

 标题
在 例  中，我们用 $iBiH2 $mi?Q` $/i2 等命令分别设置标题、
作者、日期。标准文档类没有为作者所属单位定义专门的命令，我们可以
把单位直接写在作者下面，作者和单位之间的联系通常用一些特殊符号来
标注。设置上述内容之后，我们用 $KF2iBiH2 命令来输出它们。
表  中提到的文档类选项 MQiBiH2T;2 和 iBiH2T;2 可以用来控
制标题是否单独占一页。`2TQ`i 和 #QQF 文档类中的标题缺省独占一页，
`iB+H2 文档类中的标题缺省和正文等混居一页。

 目录
$i#H2Q7+QMi2Mib 命令可以用来生成整个文档的章节目录。-"5&9 会自

动设定目录包含的章节层次，我们也可以用 $b2i+QmMi2` 命令来指定目录

的层次深度。如果不想让某个章节标题出现在目录里，则可以使用 例 
中带

的命令来声明章节。
类似地，我们可以使用 $HBbiQ77B;m`2b 和 $HBbiQ7i#H2b 命令来生

成图目录和表目录。

 目录








$ iBiH2 &雷人的传说'
$ mi?Q` &包太雷0 0$ [m/ 包巨雷0$ /;;2` 0$ [m/
包最雷0$ //;;2` 0$$(Ry Ti)
0 0 "``BM;iQM lMBp2`bBiv - "m`HBM;iQM - oh $$
0$ /;;2` 0 S+B7B+ q2bi2`M lMBp2`bBiv - aM .B2;Q - *$$
0$ //;;2` 0 S`2biQM lMBp2`bBiv - GQb M;2H2b - *'
$/i2 &kyRR年R月RR日'
$ KF2iBiH2

雷人的传说
包太雷 ∗

包巨雷 †

包最雷 ‡

∗#BSSJOHUPO 6OJWFSTJUZ #VSMJOHUPO 75
†1BDJëD 8FTUFSO 6OJWFSTJUZ 4BO %JFHP $"
‡1SFTUPO 6OJWFSTJUZ -PT "OHFMFT $"
 年  月  日
例  标题




$ i#H2Q7+QMi2Mib
$ b2i+QmMi2` & iQ+/2Ti? '&k'
$ +?Ti2` &XXX'
$ b2+iBQM &XXX'
$ bm#b2+iBQM &XXX'

例  目录
当章节或图表等结构发生变化时，我们需要执行两次编译命令以获得
正确的目录。其中第一次编译生成一些中间文件，后缀分别为 XiQ+ 目录 、
XHQ7 图目录 、XHQi 表目录 ；第二次编译则把这些中间文件和其他内容
整合起来。-"5&9 之所以设计成这样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电脑内存容量有限。
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 "YFM 4PNNFSGFMEU 的 +TiBQM 宏包 <> 来自定义类似
于插图和表格的浮动环境。本文中的例子浮动环境就是用 例  中的方法
生成的，第二行代码指定 HQ2为例目录中间文件后缀，2tKTH2 为环境名，
例为浮动环境标题前缀，例目录是目录的标题。定义该环境后，其使用方
法与插图、表格浮动环境一样，见第 o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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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2+H`2*TiBQMhvT2(选项)&环境'(名称)(目录名)
$ .2+H`2*TiBQMhvT2 ( 7BH22ti 4HQ2 )& 2tKTH2 '(例)(例目录)
$ #2;BM & 2tKTH2 '(?)
XXX
$2M/& 2tKTH2 '

例  自定义浮动环境

 参考文献


i?2#B#HBQ;`T?v

在学术文档中人们经常要用到参考文献 CJCMJPHSBQIZ ，这样做既可以
有选择地提供事实，作客观公证科学严谨状，还可以拉帮结派党同伐异。
-"5&9 中最原始的方法是用 i?2#B#HBQ;`T?v 环境和 $#B#i2K 命令来定

义参考文献条目。在 例  中，第一行的参数 N 是参考文献条目编号的宽
度；如果有几十个条目，可以把该参数改为 NN。





$ #2;BM & i?2#B#HBQ;`T?v '&N'
$ #B#Bi2K & _QrHBM; nRNNd'
CQMM2 EX _QrHBM; $2KT?&>``v SQii2` M/ i?2 S?BHQbQT?2` ^b aiQM2 'X
"HQQKb#m`v - GQM/QM RNNdX
$2M/& i?2#B#HBQ;`T?v '

参考文献
<> +PBOOF , 3PXMJOH )BSSZ 1PUUFS BOE UIF 1IJMPTPQIFST 4UPOF #MPPNTCVSZ -PO
EPO 
例  i?2#B#HBQ;`T?v 环境
i?2#B#HBQ;`T?v 环境一般放在文档的末尾。定义了参考文献之后，
我们可以用 $+Bi2 命令在正文中引用条目。
$+Bi2& _QrHBM; nRNNd'

<>

 参考文献





#JC5F9

i?2#B#HBQ;`T?v 环境的一个缺点是，用户得自己调整显示格式，这
样做很麻烦而且易出错。
0SFO 1BUBTIOJL o



和 -BNQPSU 就在  年想出一个办法，用数据

库文件 X#B# 记录参考文献条目，用样式文件 X#bi 设置显示格式。普通用
户一般不需要改动样式文件，只须维护数据库。
这种方法秉承了 -"5&9 内容与格式分离的思想，我们在 4(.-%444)5.-$44 9.-94- 等技术上也可以见到同样的思路。
#ùò5&9 将参考文献分为十几种类型，每种类型的参考文献有不同的必
选项和可选项 见以下列表 。
BSUJDMF 期刊或杂志上的文章
• 必选项：BVUIPS UJUMF KPVSOBM ZFBS

• 可选项：WPMVNF OVNCFS QBHFT NPOUI OPUF

DPOGFSFODF 同 JOQSPDFFEJOHT
CPPL 正式出版的书籍

• 必选项：BVUIPSFEJUPS UJUMF QVCMJTIFS ZFBS

• 可选项：WPMVNFOVNCFS TFSJFT BEESFTT FEJUJPO NPOUI OPUF

CPPLMFU 非正式出版的小册子
• 必选项：UJUMF

• 可选项：BVUIPS IPXQVCMJTIFE BEESFTT NPOUI ZFBS OPUF

JOCPPL 书的一部分，比如章、节，或某些页

• 必选项：BVUIPSFEJUPS UJUMF DIBQUFSQBHFT QVCMJTIFS ZFBS

• 可选项：WPMVNFOVNCFS TFSJFT UZQF BEESFTT FEJUJPO NPOUI OPUF

JODPMMFDUJPO 书中比较独立的一部分

• 必选项：BVUIPS UJUMF CPPLUJUMF QVCMJTIFS ZFBS

• 可 选 项：FEJUPS WPMVNFOVNCFS TFSJFT UZQF DIBQUFS QBHFT BEESFTT
FEJUJPO NPOUI OPUF

JOQSPDFFEJOHT 会议论文
• 必选项：BVUIPS UJUMF CPPLUJUMF ZFBS

• 可选项：FEJUPS WPMVNFOVNCFS TFSJFT QBHFT BEESFTT NPOUI PSHBOJ
[BUJPO QVCMJTIFS OPUF

NBOVBM 手册
• 必选项：UJUMF


 年毕业于耶鲁， 年斯坦福 ,OVUI 门下电脑博士。 年加入贝尔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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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选项：BVUIPS PSHBOJ[BUJPO BEESFTT FEJUJPO NPOUI ZFBS OPUF

NBTUFSTUIFTJT 硕士论文

• 必选项：BVUIPS UJUMF TDIPPM ZFBS

• 可选项：UZQF BEESFTT NPOUI OPUF

NJTD 实在不好分类时只好用它
• 必选项：无

• 可选项：BVUIPS UJUMF IPXQVCMJTIFE NPOUI ZFBS OPUF

QIEUIFTJT 博士论文

• 必选项：BVUIPS UJUMF TDIPPM ZFBS

• 可选项：UZQF BEESFTT NPOUI OPUF

QSPDFFEJOHT 会议论文集

• 必选项：UJUMF ZFBS

• 可选项：FEJUPS WPMVNFOVNCFS TFSJFT BEESFTT NPOUI PSHBOJ[BUJPO
QVCMJTIFS OPUF

UFDISFQPSU 技术报告
• 必选项：BVUIPS UJUMF JOTUJUVUJPO ZFBS

• 可选项：UZQF OVNCFS BEESFTT NPOUI OPUF

VOQVCMJTIFE 未出版文档

• 必选项：BVUIPS UJUMF OPUF
• 可选项：NPOUI ZFBS

编辑 X#B# 文件时可以用普通文本编辑器，也可以用专门的文献管理软
件来提高效率，后者包老师推荐 +BC3FG。一些其他的文献管理软件或网络服
务也可以输出 X#B# 格式，比如 &OE/PUF (PPHMF 4DIPMBS ;PUFSP 等。
例  中罗琳阿姨的书可以用 #ùò5&9 改写成 例  中的样子。其中每
行是一个数据项，第一个数据项是关键字，供引用时用；其他数据项都以
名称4值 的形式成对出现，值要写在双引号之内；数据项之间用逗号分隔。





!#QQF & _QrHBM; nRNNd mi?Q`
4 ] CQMM2 EX _QrHBM; ]iBiH2
4 ] >``v SQii2` M/ i?2 aQ`+2`2` ^b aiQM2]Tm#HBb?2` 4 ] "HQQKb#m`v - GQM/QM ]v2`
4 ]RNNd]
'

例  #ùò5&9 数据
有了数据后，我们需要选一个样式。通常的 -"5&9 发行版都会带有四种
标准的样式，如果觉得这些标准格式无法满足你的需要，可以参考 /JDPMBT

 参考文献
.BSLFZ o




的《野兽调教》<> 。

QMBJO 参考文献列表按作者姓氏排序，序号为阿拉伯数字。
VOTSU 参考文献列表按正文中引用顺序排序，序号为阿拉伯数字。
BMQIB 参考文献列表按作者姓氏排序，序号为作者姓氏加年份。
BCCSW 类似 THBM 样式，作者名字、月份、期刊名等用缩写。
选定样式后，我们需要在文档中用 $#B#HBQ;`T?vbivH2 命令来设置样
式，然后用 $#B#HBQ;`T?v 命令输出参考文献列表。
$ #B#HBQ;`T?vbivH2 &THBM '
$ #B#HBQ;`T?v &Kv`27 '

前文中我们提到含有交叉引用的文档需要编译两遍。含有参考文献的
文档更麻烦，它需要依次执行等四次编译操作。
 第一遍 t2Hi2t 把参考文献条目的关键字写到中间文件 Xmt 里去。
 #B#i2t 根据 Xmt- X#B#- X#bi 生成一个 X##H 文件，即参考文献列
表。它的内容就是 i?2#B#HBQ;`T?v 环境和一些 $#B#i2K 命令。
 第二遍 t2Hi2t 把交叉引用写到 Xmt 中去。
 第三遍 t2Hi2t 则在正文中正确地显示引用。

.bib
.tex

xelatex

.aux

bibtex

.bbl

.bst
图  #ùò5&9 的编译
有多个子文档时，我们可以在每个子文档中用 $#B#HBQ;`T?vbivH2 命
令设置不同的样式；当然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包老师还是建议用统一的
样式。编译时用 t2Hi2t 编译主控文档，而用 #B#i2t 编译各个子文档。


 年数学学士， 年巴黎第七大学 1BSJT %JEFSPU 6OJWFSTJUZ 数学和电脑双硕士，
 年奥尔良大学 6OJWFSTJUZ PG 0SMÏBOT 电脑博士。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博士后， 年加入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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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Hi2t Kbi2` UX i2tV
#B#i2t +?Ti2` RUX i2tV
#B#i2t +?Ti2` kUX i2tV
XXX
t2Hi2t Kbi2` UX i2tV
t2Hi2t Kbi2` UX i2tV

例  子文档参考文献的编译



/BUCJC

参考文献在正文中的引用通常有两种模式：作者 年份和数字。-"5&9 提

供的 $+Bi2 命令只支持数字模式，1BUSJDL 8 %BMZ  的 Mi#B# 宏包 <> 则同时
支持这两种模式。
Mi#B# 提供了三种列表样式：THBMMi- ##`pMi- mMb`iMi，它们
的参考文献列表和相对应的 -"5&9 标准样式 THBM- ##`p- mMb`i 效果相
同，只是在引用时可以自由选择作者 年份或数字模式。
这两种模式以及他一些细节的设置 比如标点符号 在本文中被称作引
用样式。Mi#B# 的三种列表样式都有自己的缺省引用样式，如要定制引用
样式，可以使用 $b2i+Bi2bivH2 命令；其选项见 表 ，其中上标模式其
实就是把数字标号移到了上标位置。。
表  参考文献引用样式选项
引用模式
括号
引用条目分隔符
作者年份分隔符
共同作者年份分隔符
注解分隔符

BVUIPSZFBS OVNCFST TVQFS
SPVOE TRVBSF PQFODIBS DMPTFDIBS
分号 逗号 DJUFTFQDIBS
BZTFQDIBS
ZZTFQDIBS
OPUFTFQUFYU

Mi#B# 提供了多种引用命令，其中最基本的是 $+Bi2i 和 $+Bi2T，它
们在不同引用模式下效果不同。一般不推荐使用 -"5&9 本身提供的 $+Bi2
命令，因为它在作者 年份模式下和 $+Bi2i 效果相同，在数字模式下和
$+Bi2T 相同。这些模式下引用命令的效果见 例 ，
另 外 还 有 一 些 引 用 命 令，如 $+Bi2i2ti、$+Bi2MmK、$+Bi2mi?Q`、
$+Bi2v2` 等，读者可以自行查阅手册，此处不赘述。


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研究员。

 索引



$ b2i+Bi2bivH2 & mi?Q`v2` '
b22 $+Bi2&.Hv nkyRy'$$
b22 $ +Bi2i &.Hv nkyRy'$$
b22 $ +Bi2T &.Hv nkyRy'

TFF %BMZ <>
TFF %BMZ <>
TFF <%BMZ >

$ b2i+Bi2bivH2 & MmK#2`b '
b22 $+Bi2&.Hv nkyRy'$$
b22 $ +Bi2i &.Hv nkyRy'$$
b22 $ +Bi2T &.Hv nkyRy'

TFF <>
TFF %BMZ <>
TFF <>

$ b2i+Bi2bivH2 & bmT2` '
b22 $+Bi2&.Hv nkyRy'$$
b22 $ +Bi2i &.Hv nkyRy'$$
b22 $ +Bi2T &.Hv nkyRy'

TFF <>
TFF %BMZ <>
TFF <>

例  各种引用模式下的引用命令效果

 索引
KF2B/t 宏包提供了索引功能。应用它时，我们首先要在文档序言部分
引用宏包，并使用 $KF2BM/2t 命令；其次在正文中需要索引的地方定义索
引，注意索引关键字在全文中须保持唯一；最后在合适的地方 一般是文档
末尾 打印索引。






$ mb2T+F;2 & KF2B/t '
$ KF2BM/2t
XXX
$ #2;BM & /Q+mK2Mi '
$ BM/2t &索引关键字'
XXX
$ T`BMiBM/2t
$2M/& /Q+mK2Mi '

例  索引
当编译含索引的文档时，用户需要执行三次编译操作，
 第一遍 t2Hi2t 把索引条目写到一个 XB/t 文件中去。
 KF2BM/2t 把 XB/t 排序后写到一个 XBM/ 文件中去。
 第二遍 t2Hi2t 在 $T`BMiBM/2t 命令的地方引用 XBM/ 的内容，生成
正确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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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
.tex

xelatex

makeindex

.idx

.ind

xelatex

.pdf

图  索引的编译

 超链接
4FCBTUJBO 1 3BIU[  和 )FJLP 0CFSEJFL  的 ?vT2``27 宏包 <> 提供了一些
超链接功能。它给文档内部的交叉引用和参考文献自动加上了超链接，还
提供了其他几个命令。
$?vT2``27 命令对已经定义的标签进行简单包装，加上文字描述。




$ H#2H &b2+, ?vT2`HBMF '
XXX
编号形式的链接：$`27&b2+, ?vT2`HBMF '$$
文字形式的链接：$ ?vT2``27 (b2+, ?vT2`HBMF )&链接'

编号形式的链接：
文字形式的链接：链接
例  $?vT2``27 命令
$m`H 和 $?`27 命令可以用来定义外部链接，后者有文字描述。
$m`H&?iiT ,ff rrrX /`HT? X+QK f'$$
$?`27&?iiT ,ff rrrX /`HT? X+QK f'&包老师的主页'

?iiT,ffrrrX/`HT?X+QKf
包老师的主页
例  $m`H 和 $?`27 命令



 年代牛津大学希腊语学士，考古学硕士。 年代南安普敦大学人类学讲师，后
跳槽到 $&3/、爱思维尔出版公司 &MTFWJFS ，现任牛津大学信息主管。56( 和 $5"/ 的重
要成员。

QEG5F9 开发者之一，几十个宏包的作者。

 结构名



 结构名
在 -"5&9 中，每个文档结构都有自己的名字，一般用来在标题中或引用
时显示。比如主目录、图目录、表目录的名字分别是：$POUFOUT -JTU PG 'JH
VSFT -JTU PG 5BCMFT；章、节、小节的名字分别是：$IBQUFS 4FDUJPO 4VCTFDUJPO；
图和表的名字是 'JHVSF 和 5BCMF。
例  列 出 了 标 准 文 档 类 中 定 义 的 结 构 名 变 量， 其 中 $#B#MK2
是 #QQF 文 档 类 的 专 有 变 量； $#bi`+iMK2 和 $`27MK2 是 `2TQ`i 和
`iB+H2 文档类专有的；其他变量对这三种文档类都适用。
如果我们想改变这些变量的值，比如中文文档需要中文结构名，可以
用 例  中的方法来重定义这些结构名变量。例中第四、五行代码是为了
顺应中文的习惯。








$ `2M2r+QKKM/ &$ +QMi2MibMK2 '&目录'
$ `2M2r+QKKM/ &$ HBbi7B;m`2MK2 '&图目录'
$ `2M2r+QKKM/ &$ HBbii#H2MK2 '&表目录'
$ `2M2r+QKKM/ &$ T`iMK2 '&第 $ i?2T`i 部'
$ `2M2r+QKKM/ &$ +?Ti2`MK2 '&第 $ i?2+?Ti2` 章'
$ `2M2r+QKKM/ &$ 7B;m`2MK2 '&图'
$ `2M2r+QKKM/ &$ i#H2MK2 '&表'
$ `2M2r+QKKM/ &$ #B#MK2 '&参考文献'
$ `2M2r+QKKM/ &$ TT2M/BtMK2 '&附录'
$ `2M2r+QKKM/ &$ BM/2tMK2 '&索引'
$ `2M2r+QKKM/ &$ #bi`+iMK2 '&摘要'
$ `2M2r+QKKM/ &$ `27MK2 '&参考文献'

例  标准文档类结构名重定义
 节中提到的 $`27 命令显示的是数字。?vT2``27 宏包提供了一个
$miQ`27 命令，它可以自动判断标签所属结构对象的类型，为引用加上合
适的名字，输出时显示结构名加上结构编号。该宏包也为此定义了一些结
构变量名，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重定义它们 见 例  。
需要注意的是，$miQ`27 命令输出的结果总是名称在编号前面，对于
章、节等结构无法产生“第 Y 章”、“第 Y 节”等符合中文习惯的结果。所
以 例  略去了若干这样的结构名，我们在引用时需要手工在 $`27 命令
前后加上合适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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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M2r+QKKM/ &$ 2[miBQMmiQ`27MK2 '&公式'
$ `2M2r+QKKM/ & $ 7QQiMQi2miQ`27MK2 '&脚注'
$ `2M2r+QKKM/ &$ Bi2KmiQ`27MK2 '&项'
$ `2M2r+QKKM/ &$ 7B;m`2miQ`27MK2 '&图'
$ `2M2r+QKKM/ &$ i#H2miQ`27MK2 '&表'
$ `2M2r+QKKM/ &$ TT2M/BtmiQ`27MK2 '&附录'
$ `2M2r+QKKM/ &$ i?2Q`2KmiQ`27MK2 '&定理'

例  ?vT2``27 宏包结构名重定义

参考文献
<> 1FUFS 3 8JMTPO " 'FX /PUFT PO #PPL %FTJHO  63- ?iiT,ffrrrX+iMX
Q`;fi2t@`+?Bp2fBM7QfK2K/2bB;Mf
<> 1FUFS 3 8JMTPO ǲF .FNPJS $MBTT UI FEJUJPO  63- ?iiT,ffrrrX+iMX
Q`;fi2t@`+?Bp2fK+`QbfHi2tf+QMi`B#fK2KQB`f
<> 6$1 FEJUPS $IJDBHP .BOVBM PG 4UZMF UI &EJUJPO 6OJWFSTJUZ PG $IJDBHP 
63- ?iiT,ff2MXrBFBT2/BXQ`;frBFBf*?B+;QnJMmHnQ7naivH2
<> "YFM 4PNNFSGFMEU $VTUPNJ[JOH DBQUJPOT PG îPBUJOH FOWJSPONFOUT VTJOH UIF DBQ
UJPO QBDLBHF  63- ?iiT,ff+iMXQ`;fi2t@`+?Bp2fK+`QbfHi2tf
+QMi`B#f+TiBQMf
<> /JDPMBT .BSLFZ 5BNF UIF #FB45 ǲF # UP 9 PG #JC5F9 $5"/  63?iiT,ffrrrX+iMXQ`;fi2t@`+?Bp2fBM7Qf#B#i2tfiK2i?2#2bif
<> 1BUSJDL 8 %BMZ /BUVSBM 4DJFODFT $JUBUJPOT BOE 3FGFSFODFT  63- ?iiT,
ffrrrX+iMXQ`;fi2t@`+?Bp2fK+`QbfHi2tf+QMi`B#fMi#B#f
<> 4FCBTUJBO 3BIU[ BOE )FJLP 0CFSEJFL )ZQFSUFYU .BSLT JO -B5F9 " .BOVBM GPS
IZQFSSFG  63- ?iiT,ffrrrXim;XQ`;fTTHB+iBQMbf?vT2``27f

第十一章 布局
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孟子·离娄上》
我们在  节中曾经提到，在 -"5&9 中每一个排版对象都是一个盒子。
排版就是要把小盒子用空白间距粘在一起放到大盒子里，然后再依次嵌套
到更大的盒子里。怎样优化这些大大小小的盒子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在本
章里我们将会略窥门径。

 页面尺寸
在排版时页面是最大的盒子，所以我们就先看一看它。人们在日常生
活中可以见到多种规格的纸张，它们一般归属于两大类标准：公制和美制。



普通青年

√
早在  年，德国科学家 (FPSH $ -JDIUFOCFSH o 就发现 1/ 2
这个比例可以用于分割纸张。你拿一张这个比例的纸，在较长的那个方向
上一分为二，得到的两张纸也是同样比例。
o 年间，另一个德国人 8BMUFS 1PSTUNBOO o 在为诺贝
尔化学奖得主 8JMIFMN 0TUXBME o

 当助手时，两人企图把这个比

例变成一个世界标准。一个数学家和一个化学家在一起琢磨这个好像不务
正业，但是考虑到 0TUXBME 当时还兼任一个知识产权研究所的主任，好歹也
沾点边儿。他们从 DN Y DN 开始，每次加倍短边，直至无穷。然而他们
的提议无人理会，也许人们都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后几年 1PSTUNBOO
一直沿着这个方向灌水，甚至他在  年写的博士论文也与此相关。


生于爱沙尼亚， 年塔图大学 6OJWFSTJUZ PG 5BSUV 博士， 年诺贝尔化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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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德国标准化学会 %FVUTDIFO *OTUJUVUT GàS /PSNVOH %*/ 刚成立没多

久，无所事事的学会领导 8BMEFNBS )FMMNJDI 注意到了 1PSTUNBOO，就在 
年将其网罗至门下。 年，%*/ 发布了  纸张标准，这次是从面积一
平方米的 " NN Y NN 开始，每次减半长边。后来又陆续加上了
# $ % 系列。
%*/  因为其简单易用，逐渐流行到其他国家。 年 *40 将 " 和
# 系列采纳为推荐标准， 年变成 *40  标准。其中 # 系列比 %*/ 
的略大一点，它从 NN Y NN 的 # 开始。 年发布的 *40 
加上了 $ 系列，它的尺寸是 " 和 # 系列纸张尺寸的几何平均。
" 系列常用于公文；# 系列常用于海报和护照 # NN Y NN ；$
系列常用于信封，因为它恰好比 " 系列大一点，比如 " 纸可以装在 $ 信
封里，对折一下就可以装进 $ 信封，再对折一次装进 $ 信封。



文二青年

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采用此项国际标准，冥顽不化的只有美国和它
的几个小弟，在这些地方流行的是比 " 胖一点的 -FUUFS JO Y JO 。-FUUFS
追溯上去应该源于大英帝国，只是英国在  年代末就已经全面接受了公
制标准。窃以为一小撮美洲人对英制情有独钟的原因是他们的历史短，所
以但凡有把年纪的东西都颇为珍惜。
*&&&定义过一个 (PWFSONFOU-FUUFS JO Y JO ，主要用于儿童读物。
想来儿童读的东西信息量少，不需要 -FUUFS 那么大的纸。)FSCFSU )PPWFS
o



在  年代担任商务部长期间，规定政府公文也采用此规格。

我今天量过《时代周刊》和《商业周刊》，也是这个规格。
 年代初 3POBME 3FBHBO o 上台后，认为美利坚乃天朝上
国，用小纸太丢脸，于是政府公文改用 -FUUFS。我对 -FUUFS 没啥意见，在写
本章之前用的就是它，现在改用 " 是为了照顾中文读者的习惯。坑爹的是
-FHBM JO Y JO ，比普通文件夹都长一大截，它主要用于法律文件。
面对世界标准化潮流，老美的颜面有点 IPME 不住，于是在  年推出
"/4* : 作为遮羞布。它定义了 " # $ % & 五种规格，" 就是 -FUUFS，#
比 " 面积大一倍，$ 比 # 大一倍，依次类推。它们的长宽比不一致，# 和 $
比其他三种瘦很多。它们的尺寸倒是和 "o" 差不多，如果不挑剔也可以
混用。


美国第  任总统，历任总统中罕见的工科 84/。 年斯坦福地质学士，自称是该校
首名学生。在校期间曾担任棒球队经理，向前总统 #FOKBNJO )BSSJTPO追讨两毛五门票钱。

 页面尺寸



尺寸详解



6

5
7

Header
8

1

2

3

Body

4

9

10

Footer
11

图  页面尺寸
图  是一张 "，尺寸为 NN Y NN 也就是 QU Y QU。图中
标注为 #PEZ 的是正文区域，)FBEFS 是页眉，'PPUFS 是页脚。图中标注的尺
寸有些是固定的，另一些是随着正文字号或其他因素而改变的；在这里我
们会遇到一些 -"5&9 定义的尺寸宏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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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IPSU 里有张类似的图流传甚广，包老师为了操练一把  年前学到的机

械制图本领，就自己画了一张。图中尺寸用的是 QU POFTJEF 的，下面我们
就以此为例介绍一下这些尺寸：
 页边距，JO。在微软 8PSE 里这个尺寸也很常见；
 $Q//bB/2K`;BM 或 $2p2MbB/2K`;BM，奇数或偶数页左边距，QU；
 $i2tirB/i?，正文宽度，QU，可以放下大概  个汉字；
 QU 减去左边的 JO

QU 和中间的 QU，还剩下 QU，左右相差

不到 QU。如果双面打印的话，两面的正文部分恰好是重叠的；
 页边距，JO；
 $iQTK`;BM，上边距，QU；
 $?2/?2B;?i，页眉高度，QU；
 $?2/b2T，页眉与正文间距，QU；
 $i2ti?2B;?i，正文高度，QU，可以放下  行文字；
 $7QQibFBT，正文与页脚基线间距，QU。它比页眉的 QU

QU 小

了 QU，不理解的同学可以照照镜子，你左右是对称的，但是上下呢？
 QU 减去上面全部尺寸，还剩下 QU，比上面的 JO

QU 多了 QU。

当字号等发生变化时，上述某些尺寸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比如我们
把 POFTJEF 改成 UXPTJEF，那么奇偶页的左边距就分别变成 QU 和 QU。但是
奇数页右边空白恰好和偶数页左边空白相等，不会给双面打印造成困扰。
一般情况下我们无须改动 -"5&9 的页面布局缺省设置。当有特殊需要
时，可以使用 TFDUJPO  节提到的 $b2iH2M;i? 或 $//iQH2M;i? 来设置上
述宏变量的值。
梅木秀雄 的 ;2QK2i`v 宏包 <> 则提供了更高级的用户接口。比如我们
可以用如下的方法来设置页面尺寸和边距，
$ mb2T+F;2 ( TT2`rB/i? 4RyyKK - TT2`?2B;?i 4R8yKK - K`;BM 4ky
KK )& ;2QK2i`v '

也可以像下面这样单独设置每个边距，


东芝高级经理。

 页面样式



$ mb2T+F;2 (iQT 4kBM - #QiiQK 4RBM - H27i 4RBM - `B;?i 4R BM )&
;2QK2i`v '

想把页面横过来，可以这样，
$ mb2T+F;2 ( HM/b+T2 )& ;2QK2i`v '

 页面样式
了解页面尺寸之后，我们再来看看页面样式，也就是页眉和页脚的内
容。-"5&9 预定义了四种样式，见 表 。
表  -"5&9 页面样式
2KTiv
THBM
?2/BM;b
Kv?2/BM;b

页眉、页脚空白
页眉空白，页脚含居中页码，非 CPPL 文档类缺省值
页脚空白，页眉含章节名和页码，CPPL 文档类缺省值
页脚空白，页眉含页码和用户自定义信息

我们可以用 $T;2bivH2 和 $i?BbT;2bivH2 命令来设置整个文档或单
独某页的样式。
$ T;2bivH2 &THBM '
W全局设置
$ i?BbT;2bivH2 &2KTiv 'W单页设置

表  中 的 样 式 是 通 过 重 定 义 四 个 宏 变 量 !Q//?2/ !2p2M?2/
!Q//7QQi !2p2M7QQi 来设置奇偶页的页眉与页脚。
我们也可以用 例  中的方法来自定义样式。其中第二行代码定义了
T2`KM2Mi/K;2/?2/ 样式，定义这个特殊命令时一定要写成 $Tb!bivH2
的样子；而在引用时，则写成 $T;2bivH2&bivH2'。第三至六行分别定义
了奇偶页的页眉和页脚；单面文档奇偶页样式一样，所以需要且只需要定
义奇数页的页眉和页脚，偶数页的定义不起作用。
这段代码中的 $?7BHH 是个弹性填充命令，它把两边的内容“推”得
尽可能远。例中使用了特殊符号 !，所以要在第一行用 $KF2iH2ii2` 命
令声明一下，暂时把它当正常符号用；用完之后，在最后一行用相应的
$KF2iQi?2` 命令恢复现场。
在自定义页面样式时，我们不仅可以在页眉和页脚里使用普通字符串，
也可以使用一些宏变量来显示页码、章节号码和名称等（见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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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F2iH2ii2`
$ M2r+QKKM/ &$ Tb!T2`KM2Mi/K;2/?2/ '&
$ `2M2r+QKKM/ &$ !Q//?2/ '&信春哥$ ?7BHH 不挂科'
$ `2M2r+QKKM/ &$ !Q//7QQi '&$ ?7BHH $ i?2T;2 $?7BHH '
$ `2M2r+QKKM/ &$ !2p2M?2/ '&芙蓉姐姐$ ?7BHH 美若天仙'
$ `2M2r+QKKM/ &$ !2p2M7QQi '&$ !Q//7QQi '
'
$ KF2iQi?2`

信春哥

不挂科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芙蓉姐姐

貌似天仙
闭月羞花，沉鱼落雁。

例  自定义页面样式
表  页眉和页脚常用宏变量

$i?2T;2
$i?2+?Ti2`
$i?2b2+iBQM
$+?Ti2`MK2
$b2+iBQMMK2
$H27iK`F
$`B;?iK`F

页码
章编号
节编号
章起始单词名，$IBQUFS
节起始单词名，4FDUJPO
左标记，在 `iB+H2 文档类中包含 b2+iBQM 信息，在
`2TQ`i 和 #QQF 中则包含 +?Ti2` 信息。
右 标 记， 在 `iB+H2 中 包 含 bm#b2+iBQM 信 息， 在
`2TQ`i 和 #QQF 中则包含 b2+iBQM 信息。

表  中前五个变量都可以直接重定义，左右标记特殊一点，需要用
下面的命令来间接定义，
$ K`F#Qi? &左标记'&右标记'W定义两个标记
$ K`F`B;?i &右标记'
W定义右标记

需要注意的是，引用时要用$H27iK`F 和 $`B;?iK`F，定义时要用
$K`F#Qi? 和 $K`F`B;?i。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 -BNQPSU 是个怪叔叔。
另外为什么没有 $K`FH27i 呢？其实这个命令在 ".4 的几个文档类里是有

 页面样式



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4 是左派进步青年，-BNQPSU 是右倾分子，所以
他后来脱离革命加入了微软。
例  是 #QQF 文档类中双面打印时 ?2/BM;b 样式定义的节选。其中
第二行清空页脚；第三行定义偶数页（也就是左页）页眉，页码居左，左标
记居右；第四行定义奇数页（右页）页眉，右标记居左，页码居右。这样页
码总是在书的外侧，便于阅读时翻页定位。




$/27$ Tb!?2/BM;b &W
$H2i$ !Q//7QQi $ !2KTiv $H2i$ !2p2M7QQi $ !2KTiv
$/27$ !2p2M?2/ &$ i?2T;2 $?7BH$ bHb?T2 $ H27iK`F 'W
$/27$ !Q//?2/ &&$ bHb?T2 $ `B;?iK`F '$ ?7BH$ i?2T;2 'W
XXX

例  ?2/BM;b 样式
例  则是 #QQF 文档类中 Kv?2/BM;b 样式的定义。只看前四行它好
像和 ?2/BM;b 样式是孪生兄弟，差别在于下面三行清空了左右标记，用户
需要自行定义，否则偶数页右上角和奇数页左上角是空白的。






$/27$ Tb!Kv?2/BM;b &W
$H2i$ !Q//7QQi $ !2KTiv $H2i$ !2p2M7QQi $ !2KTiv
$/27$ !2p2M?2/ &$ i?2T;2 $?7BH$ bHb?T2 $ H27iK`F 'W
$/27$ !Q//?2/ &&$ bHb?T2 $ `B;?iK`F '$ ?7BH$ i?2T;2 'W
$H2i$ !KF#Qi? $ !;Q##H2irQ
$H2i$ +?Ti2`K`F $ !;Q##H2
$H2i$ b2+iBQMK`F $ !;Q##H2
'

例  Kv?2/BM;b 样式
例  演示了怎样为 Kv?2/BM;b 样式定制左右标记。写到这里包老
师忽然想到，好像东西方文化在左比右高级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文东武西，
男左女右。正因为如此阳顶天挂了之后杨逍可以去泡妞，而范遥只能毁了
容去卧底，思想境界上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用户可能会觉得上述定义页面样式的方法比较繁琐和低级，1JFU WBO
0PTUSVN 的 7M+v?/` 宏包 <> 则提供了更灵活的控制和高级的语法。
在 例  的代码中，第三行将页面样式设置为 7M+v?/` 宏包定义的
7M+v 样式；第五至十行分别定制了页眉和页脚；最后两行定制了页眉下方
和页脚上方的横线。


曾任教于荷兰乌德勒支大学（6USFDIU 6OJWFSTJUZ），退休后隐居于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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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mK2Mi+Hbb &#QQF'
$ K`F#Qi? &光明左使'&光明右使'
$ T;2bivH2 & Kv?2/BM;b '
XXX
$ #2;BM & /Q+mK2Mi '
范遥
$ M2rT;2
杨逍
$ M2rT;2
$2M/& /Q+mK2Mi '



光明右使
范遥


光明左使

杨逍
例  定制左右标记







$ mb2T+F;2 & 7M+v?/` '
XXX
$ T;2bivH2 &7M+v '
$H?2/ &左擎苍'
$+?2/ &三个代表'
$`?2/ &右牵黄'
$H7QQi &左青龙'
$+7QQi &八荣八耻'
$`7QQi &右白虎'
$ `2M2r+QKKM/ &$ ?2/`mH2rB/i? '&yX9 Ti'
$ `2M2r+QKKM/ &$ 7QQi`mH2rB/i? '&yX9 Ti'

左擎苍

三个代表

右牵黄

和谐社会
左青龙

八荣八耻

右白虎

例  7M+v?/` 宏包
左右标记里除了页码，通常还会有章节编号和名称等，这时我们就要
用到另两个命令 $+?Ti2`K`F 和 $b2+iBQMK`F，其用法见 例 。
在这段代码中，第三行清空了页眉和页脚；第四行将页码置于偶数页

 分栏



左上和奇数页右上，第五行将左标记置于偶数页右上，第六行将右标记置
于奇数页左上。








$ mb2T+F;2 & 7M+v?/` '
$ T;2bivH2 &7M+v '
$ 7M+v?7 &'
$ 7M+v?2/ (G1 -_P )&$ i?2T;2 '
$ 7M+v?2/ (_1 )&$ H27iK`F '
$ 7M+v?2/ (GP )&$ `B;?iK`F '
$ 7M+vT;2bivH2 & THBM '&
$ 7M+v?7 &'
$ `2M2r+QKKM/ &$ ?2/`mH2rB/i? '&y Ti'
'
$ `2M2r+QKKM/ $ +?Ti2`K`F (R)&$ K`F#Qi? &$ +?Ti2`MK2 $ $
i?2+?Ti2` , OR'&''
$ `2M2r+QKKM/ $ b2+iBQMK`F (R)&$ K`F`B;?i &$ i?2b2+iBQM , OR''

 节名


奇数页



$IBQUFS  章名
偶数页
例  定制章节标记
7M+v?/` 宏包将每章起始页的样式设为 THBM，若想去掉页脚中间的

页码，可以重定义 THBM 样式。代码第七至十行清空了 THBM 页的页眉和
页脚，还去掉了页眉下方的横线。
第  行重定义了章标记，它传给 $K`F#Qi? 命令的参数是章的名
称，这样章名就会出现在左标记里。章名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用
$+?Ti2`&章名' 命令定义的。章名从 $+?Ti2`&' 传到 $+?Ti2`K`F，再
传到 $K`F#Qi?，最后到了 $H27iK`F 那里。它这样一路走来，不畏艰险，
踏平坎坷，战胜妖魔，最终修成正果。
类似地，第  行重定义了节标记，它传给 $K`F`B;?i 命令的参数是
节的名称，这样节名就会出现在右标记里。

 分栏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期刊报纸使用两栏或更多的栏位，这样可以节省空
间和方便阅读。-"5&9 的标准文档类都有一个选项来支持双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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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mK2Mi+Hbb ( irQ+QHmKM )& `iB+H2 '

.JUUFMCBDI 的 KmHiB+QH 宏包提供了更多的功能，比如它支持多达十个
栏位，栏位数目可以任意切换；各栏长度相同，最后一页看起来会左右平
衡一些。
例  中第二行代码将栏位之间的距离设为 QU（缺省是 QU），第
三行将栏位之间的分割线宽度设为 QU（缺省 QU，也就是不显示）；下面
几行使用了 KmHiB+QHb 环境，注意环境名和宏包名是不同的。





$ mb2T+F;2 & KmHiB+QH '
$ b2iH2M;i? &$ +QHmKMb2T '&Rk Ti'
$ b2iH2M;i? &$ +QHmKMb2T`mH2 '&R Ti'
$ #2;BM & KmHiB+QHb '&k'
XXX
$2M/& KmHiB+QHb '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 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
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 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
人俱。尔时，世尊食时，著衣持钵， 洗足已，敷座而坐。
例  KmHiB+QH 宏包
KmHiB+QHb 环 境 对 浮 动 体 的 支 持 有 限， 只 能 使 用 带

的 版 本， 见

例 。这种特殊浮动体是跨栏位的，而且它们的 ? 选项会失效，也就
是不会出现在当前页。不管你的期望是多么地殷切，它最早也只能出现在
下一页的页首。





$ #2;BM & 7B;m`2 '( i#T)
XXX
$2M/& 7B;m`2 '
$ #2;BM &i#H2 '( i#T)
XXX
$2M/& i#H2 '

例  特殊浮动体
某些权宜之计可以让浮动体出现在某栏内，但是它们就失去了浮动性，
所以此处不赘述。

 分页



 分页
5&9 通常都会自动分页，无须人工干涉。但是浮动体较多的情况下，分
页就变成一个 /1 完全问题  ，自动分页的效果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这时
就需要手工插入分页命令，
$ M2rT;2

如果我们也不确定某处分页是否妥当，可以使用另一个命令，给 5&9
留点面子。这个参数取值 o， 表示强烈要求分页， 表示你看着办吧。
$ T;2#`2F (j)

类似地，我们还可以建议 5&9 不要分页，其参数取值也是 o， 表示
强烈反对分页， 表示随便。
$ MQT;2#`2F (k)

浮动体较多，5&9 无所适从时，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命令帮它减轻点责
任。此命令要求 5&9 排完此前所有浮动体，不管是否难看，咱就这么办了。
$ +H2`T;2

参考文献
<> )JEFP 6NFLJ

ǲF HFPNFUSZ QBDLBHF 

63- ?iiT,ff+iMXQ`;f

i2t@`+?Bp2fK+`QbfHi2tf+QMi`B#f;2QK2i`vf
<> 1JFU WBO 0PTUSVN 1BHF -BZPVU JO -B5F9  63- ?iiT,ffrrrX+iMXQ`;f
i2t@`+?Bp2fK+`QbfHi2tf+QMi`B#f7M+v?/`f



传说 ,OVUI 在  年写完那套书后，才会有时间改进分页算法。

广告位招租

第十二章 应用
 幻灯
 海报
 书信
 简历
 棋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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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软件安装
表 " 软件链接
.BD5F9
.JL5F9
5F9 -JWF
,JMF
5F94IPQ
5F9TUVEJP
5F9XPSLT
&NBDT
141BE
7JN
(IPTUTDSJQU
(4WJFX
#VMM[JQ 1%' 1SJOUFS
*NBHF.BHJDL
1BJOU/&5
+BC3FG

?iiT,ffrrrXim;XQ`;fK+i2tf
?iiT,ffrrrXKBFi2tXQ`;f
?iiT,ffrrrXim;XQ`;fi2tHBp2f
?iiT,ffFBH2XbQm`+27Q`;2XM2if
?iiT,ffrrrXmQ`2;QMX2/mfFQ+?fi2tb?QTf
?iiT,ffi2tKF2`tXbQm`+27Q`;2XM2if
?iiT,ffrrrXim;XQ`;fi2trQ`Fbf
?iiT,ffrrrX;MmXQ`;fbQ7ir`2f2K+bf
?iiT,ffrrrXTbT/X+QKf
?iiT,ffrrrXpBKXQ`;f
?iiT,ffrrrX;?Qbib+`BTiX+QKf
?iiT,ffT;2bX+bXrBb+X2/mf;?Qbif
?iiT,ffrrrX#mHHxBTX+QKfT`Q/m+ibfT/7fBM7QXT?T
?iiT,ffrrrXBK;2K;B+FXQ`;f
?iiT,ffrrrX;2iTBMiXM2if
?iiT,ffD#`27XbQm`+27Q`;2XM2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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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印刷简史
1SJOUJOH JT B IVNBO BDIJFWFNFOU UIBU IBT EFNPOTUSBUFE GBS HSFBUFS
QPXFS UP TIBQF UIF XPSME UIBO BMM UIF GPSDFT PG NPSEFSO XFBQPOSZ
 +PIO ' ,FOOFEZ
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差别之一是语言和文字，而语言文字使得知识的记
载、积累和传承成为可能。印刷的出现促进了大规模知识传播，是人类文
明史上的里程碑。
一般而言，印刷 QSJOUJOH 包含四种要素：印版 JNBHF DBSSJFS 、印刷材
料、墨、印刷设备；以及两大过程：排版 UZQFTFUUJOH 和压印 QSFTTXPSL 。
排版负责转换原始的图像和文字，在印版上制作印纹；而压印则负责给印
纹上墨，在印刷材料上印制出图文。有时人们会把压印和印刷这两个词混
用，我们姑且认为广义的印刷包括排版和狭义的印刷。
当然以上只是一种笼统概括的说法。比如打印机并没有印版，至少没
有物理印版。但是我们可以认为图像输出到打印机之前，在电脑内是以虚
拟印版的形式存在的。也就是说打印机达到了“机中无版，心中有版”的
境界。
窃以为印版是印刷的核心，而数字电脑的应用是印刷工业的一个分水
岭，所以下面分四个部分 传统印刷、传统排版、数字印刷、数字排版 ，按
印刷排版技术发展的大致顺序对它们作简单介绍。这里主要谈印版和排版，
略谈打印机，基本不涉及印刷材料、墨、印刷机等，因为这些议题和 -"5&9
关系太远。

# 传统印刷
传统印刷按过程和和方法可以分为四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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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凸版印刷 SFMJFG QSJOUJOH ，印纹凸出印版，凸纹表面上墨，压印到印刷
材料上。包括雕版 CMPDL 、活字 NPWFCMF UZQF 、活版 MFUUFSQSFTT 、柔
版 ìFYPHSBQIZ 等技术。
 凹版印刷 JOUBHMJP QSJOUJOH ，印纹部分凹下，凹纹中灌墨。包括雕刻
FOHSBWJOH 、针刻 ESZQPJOU 、磨刻 NF[[PUJOU 、蚀刻 FUDIJOH 、细点
蚀刻 BRVBUJOU 等方法。
 平版印刷 QMBOPHSBQIZ ，印纹和非印纹部分在同一个平面上，利用油
水相斥原理或感光材料上墨。包括石版 MJUIPHSBQIZ 、石版胶印 PêTFU
MJUIPHSBQIZ 等技术。
 孔版印刷 QPSPVT QSJOUJOH ，印版上有孔，油墨从其中渗漏到印刷材料
上。包括镂空 TUFODJMJOH 、丝网印刷 TDSFFOQSJOUJOH 等方法。

#

凸版印刷

雕版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也就是公元  年以前。当时工匠们把文
字和图形雕刻在整块木版上，然后涂上墨或染料，再印到丝织品或布料上。
木版的缺点是易磨损而难修改。隋唐年间，雕版印刷一度盛行。现存最早
的雕版印刷品是唐代  年的《金刚经》 图 # 。
北宋宝元年间，湖北印刷工毕升 o 在  年左右发明了活字
印刷术。他用胶泥刻字，火烧成陶；然后将活字排入铁版，整版印刷。其后
在中国和朝鲜都曾出现过金属活字。
活字印刷术后来经由俄罗斯和阿拉伯传入欧洲。在东方技术的影响下，
德国出版家 +PIBOOFT (VUFOCFSH o 于  年前后发明了活版印刷
术，包括铅字、油墨和印刷机 QSJOUJOH QSFTT 等技术。
(VUFOCFSH 同学用油墨取代了水墨，使得印刷品更耐久。传说他年轻时
做过金匠，拥有丰富的金属材料知识，因而顺理成章地发明了合金铅字。这
种铅字比木、陶、铜材料的活字都更耐用，印刷效果也更清晰；缺点是它
含有铅、锡、锑等有害金属，流毒甚广。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人类文明的
历史上，发展和环保总是一对矛盾。
这些技术迅速推动了西方社会科技文化的发展，导致了文艺复兴。
图 # 是 (VUFOCFSH 在  年印制的《圣经》 。


原藏于敦煌莫高窟， 年被英国考古学家 .BSD " 4UFJO o 盗走，现存于大
英博物馆。

图中拷贝现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 传统印刷



图 # 《金刚经》，雕版，

图 # (VUFOCFSH #JCMF MFUUFSQSF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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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末出现了柔性版印刷，它使用柔软的橡胶或聚合物材料作印刷

版，可以使用几乎所有印刷材料，包括塑料、金属薄膜、玻璃纸等特殊材
料。柔性版常用于印刷产品包装。

#

凹版印刷

凹版印刷一般用铜制印版，也有用锌、铁的，多用于版画。 世纪中
叶，雕刻凹版出现于德国和意大利，它用刻刀在印版上刻画比较直的线
条。针刻也是  世纪发源于德国，它用带有针状尖端的工具在印版上刻
画。图 # 是德国艺术家 "MCSFDIU %àSFS o 的雕刻作品《圣克里斯
托弗》 。图 # 是德国印象派画家 -FTTFS 6SZ o 的针刻作品《咖
啡馆中的女人》。

图 # 4U $ISJTUPQIFS FOHSBWJOH 图 # 8PNBO JO $BGF ESZQPJOU CZ
CZ %àSFS 
-FTTFS 6SZ
 世纪末，德国艺术家 %BOJFM )PQGFS o 发明了蚀刻法。先用
针在印版上刻画，再用强酸腐蚀印版。图 #是 )PQGFS 的蚀刻作品《士兵和
他的妻子》。


克里斯托弗是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圣徒，传说身高六米，面目狰狞。某日他驼一小儿渡
河，及其半渡，河水暴涨，小儿体沉似铅。至彼岸，克氏抱怨：未料汝体重至斯，吾几丧小
儿胯下。那小儿正色道：彼时尔肩上是整个世界及其造物主，朕乃自有永有万王之王的耶稣
基督。话毕，消弥于无形。

# 传统印刷



 年，德国艺术家 -VEXJH WPO 4JFHFO o 发明了磨刻。先用
特制的工具在印版上刮磨出无数微细芒刺，再用刮刀把芒刺作不同程度的
刮除，从而获得不同明暗的色调。图 # 是一幅  世纪的磨刻仿制作品
《乔治亚娜·卡文迪许，德文郡公爵夫人》，原作是英国肖像画家 ɨPNBT
(BJOTCPSPVHI o 的同名油画。

图 # ɨF 4PMEJFS BOE IJT 8JGF
FUDIJOH CZ )PQGFS 

图 # (FPSHJBOB $BWFOEJTI %VDIFTT
PG %FWPOTIJSF NF[[PUJOU

细点蚀刻则在印版上洒一层薄薄的树脂粉，加热使之把粘附于版面。
酸在树脂微粒间渗入，把版面腐蚀出大量小坑，坑中装墨。这样印制的版
画有水粉画的效果，其色调纹理取决于酸的强度和腐蚀时间。
针刻和细点蚀刻可以结合使用。图 # 是西班牙浪漫主义画家 'SBODJTDP
(PZB o 的雕刻、针刻和细点蚀刻结合作品《理性沉睡，心魔生
焉》。图 # 是美国画家 .BSZ 4 $BTTBUU o 的针刻和细点蚀刻结合
作品《浴室》。

# 平版印刷
凸版和凹版印刷的压印都是暴力的物理过程，所以印版日久天长会磨
损。 年，德国演员和剧作家 "MPJT 4FOFGFMEFS o 发明了石版印
刷。它利用油和水的互斥性，先用油基材料在光滑的石灰石 MJNFTUPOF 版上
绘制印纹；再涂上阿拉伯树胶，此胶只会留在无印纹部分；然后把油墨和
水的混合物涂在石版上，水附着于无印纹部分，油墨附着于印纹部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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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4MFFQ PG 3FBTPO 1SPEVDFT 图 # ɨF #BUI ESZQPJOU BOE BRVBUJOU
.POTUFST FUDIJOH BRVBUJOU BOE CZ $BTTBUU 
ESZQPJOU CZ (PZB 
版印刷利用了简单的化学原理，印版本身在印刷过程中磨损很小。
上述凸版、凹版和平版的压印过程中，印版和印刷材料都直接接触。
英国作家 3PCFSU #BSDMBZ o 和美国印刷工 *SB 8 3VCFM分别于 
年和  年发明了胶印 PêTFU QSFTT 技术。它先把印版上的图像转移 PêTFU
到橡胶布 SVCCFS CMBOLFU 上，再印到印刷材料上。平版和胶印结合起来的平
版胶印效果更清晰，因为橡胶布和印刷材料接触得更充分；印版寿命更长，
因为脏活儿累活儿都让橡胶兄弟干了；大批量印刷成本低廉。
 年代之后，平版胶印逐渐成为应用最广泛的商业印刷技术。而凸
版、凹版因为能在印刷品上产生纹路，也还保有一席之地；凸版常用于贺
卡、信封、名片、请帖、版画等；凹版常用于钞票、邮票、护照等。

#

孔版印刷

早在八世纪，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就在印刷过程中使用了镂空方法。
它常用于印制纺织品或指示牌上重复的符号、标志、形状、图案。从镂空
发展而来的丝网印刷则出现于宋代。丝网印刷可以使用十分广泛的印刷材
料，常用于纺织品、产品标签、气球、印刷电路板、医疗设备等。

# 传统排版



# 传统排版
# 手工排版
(VUFOCFSH 在  年就发明了印刷机，然而排版还是基本靠手。西文只
有几十个字母，加上标点符号也没多少。早年间金属活字装在上下两个带
格子的盒子 KPC DBTF 里，大写字母放在上面的盒子 VQQFS DBTF 里，小写字
母放在 MPXFS DBTF 。活字在英文里是 UZQF，排版就是 UZQFTFU，排版工人则是
UZQFTFUUFS。排版工人用单个字母排成单词，单词排成行，很多行捆在一起就
是一页的印模 GPSNF ；印模装到印刷机上。
中文比较麻烦，常用汉字有几千个，光是装活字就得要一个很大的盘
子。我猜这也是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一个原因，你想，印刷排版落后书籍
就少，书籍少人们的文化知识就少。
元大德年间，宣州旌德县令王祯 o 发明了转轮排字盘。用轻
质木材作成一个大轮盘，直径约七尺，轮轴高三尺，轮盘装在轮轴上可以自
由转动。把木活字按古代韵书的分类法，分别放入盘内一个个格子里。他
做了两副这样的大轮盘，排字工人坐在两副轮盘之间，转动轮盘即可找字，
所谓“以字就人，按韵取字”。这样既提高了排字效率，又减轻了排字工
的体力劳动，是排字技术上的一个创举。
大德二年  年 ，王祯造三万余木活字，排印《旌德县志》 部，
历时一月。 年，著成  万字的《王祯农书》，主要讲述农业生产技
术。术后杂录部分记载了和农业关系不大的“造活字印书法”，其中有转
轮排字盘的插图 见本书封面 。

# 机械排版
直到  世纪末期，机械排版技术才姗姗来迟。排版的机械化和压印的
机械化相差了  多年，这充分说明排版和压印的难易程度相去甚远。
 年，德国商人 ,BSM ,BTUFOCFJO发明了键盘排字机，后被英国《泰晤
士报》采用。 年，俄国排版工 1FUFS ,OJBHJOJOTLJ在圣彼得堡展出了他的
排版机，遗憾的是无人喝彩。他最终酗酒而死。
 世纪末期出现的铸字排版 IPU NFUBM UZQFTFUUJOH，IPU UZQF 技术使得排
版的效率又上了一个台阶。它用机械的方法把熔化的专用合金注入模具，
铸成活字。
 年，人称古腾堡第二的德裔美人 0UUNBS .FSHFOUIBMFS o
发明了林诺行式铸排机 -JOPUZQF ，两年后成立了摩根泰勒林诺铸排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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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HFOUIBMFS -JOPUZQF $PNQBOZ 。它用键盘调用活字模具，将其排成一行，
整体铸造；效率高，成本低，主要用于报纸印刷。
 年，美国公务员 5PMCFSU -BOTUPO o 发明了莫诺单字铸排
机 .POPUZQF ，两年后成立了兰斯顿莫诺铸排机公司 -BOTUPO .POPUZQF
.BDIJOF $PNQBOZ 。它用键盘制作穿孔纸带，以纸带驱动搜索活字模具，铸
成活字，然后排列成行。单字铸排比行式铸排灵活，纸带可以重用，主要
用于书籍印刷。
 年，匈牙利人 $ .ÏSBZ)PSWÈUI发明了远程排版 UFMFUZQPHSBQIZ 技
术。它用键盘或打字机发出电报信号来控制不同地点的铸排机。 年
代，《泰晤士报》采用了类似的技术。
 年，国际排版机公司 *OUFSOBUJPOBM 5ZQFTFUUJOH .BDIJOF $PNQBOZ 的
因特行式铸排机 *OUFSUZQF 上市。林诺机部件多是铸铁材料，而因特机一般
用钢和铝。从此排版机领域三足鼎立。
 年莫诺公司 .POPUZQF $PSQ 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 年被
比利时的爱克发 吉华集团 "HGB(FWBFSU 收购； 年被转卖给美国私募
公司塔克·安东尼 5" "TTPDJBUF ，并改组为莫诺图像 .POPUZQF *NBHJOH 。
 年 林 诺 公 司 与 西 门 子的 子 公 司 地 狱 )FMM

合 并 为 林 诺

地 狱

-JOPUZQF)FMM "( ， 年被海德堡印刷机械 )FJEFMCFSH 1SJOUJOH .BDIJOFT
"( 收购，其业务被拆分为字体和相关软件，以及排版两部分，前者在
 年被转卖给莫诺图像。
 年国际排版机公司被改组为因特铸排机公司 *OUFSUZQF $PSQ ，
 年与哈瑞斯公司 )BSSJT $PSQ 合并。 年代后机械排版逐渐被照相
排版取代，哈瑞斯的业务遂转向通信和信息技术。

#

照相排版

从  年到  世纪末期的  多年间，活版印刷在大批量文字的印刷
中占据着垄断地位。在这段时期，QSJOUJOH 这个词和 MFUUFSQSFTT 是同义的。图
文混杂的书籍通常需要两道工序，凹版或石版印制图像，活版印制文字。
而照相排版 QIPUPUZQFTFUUJOH，DPME UZQF 技术的出现打破了这种藩篱。
它利用照相感光原理在印版上制作印纹；相应的机器称为照排机 QIPUPUZQF
TFUUFS 。照相排版可以用于凸版、凹版和平版。
 年捷克画家 ,BSM ,MJƥ o 发明了照相凹版 QIPUPHSBWVSF 。
在铜版上涂感光胶，曝光后蚀刻。照相凹版比之前的凹版技术质量高，可


 年德国发明家 3VEPMG )FMM o 创建了该公司， 年被西门子收购。

# 数字印刷



以产生细腻的纹理和连续的色调。
 年，因特铸排的照相排版机 *OUFSUZQF 'PUPTFUUFS 上市，被美国政
府印刷局 64 (PWFSONFOU 1SJOUJOH 0ïDF 采用。 年，仙童相机仪器
'BJSDIJME $BNFSB BOE *OTUSVNFOU  推出了照相蚀刻机 QIPUPFOHSBWJOH NBDIJOF
。
以上这些照排机被称为第一代照排机。后来的照排机增加了少许机械
电子设备，比如键盘、穿孔纸带等，这就是第二代照排机。 年，法国
人 3FOÏ )JHPOOFU和 -JPVT .PZSPVE发明了电子照排机 1IPUPO 。

# 数字印刷
数字电脑出现后，打印机应运而生，它们将电脑输出的数字图像转移
到打印材料上。比起传统印刷技术，数字印刷成本低，应用方便，也较少
浪费化学原料。主要的打印技术有：

• 光电打印机 QIPUPFMFDUSJD QSJOUFS ，利用光电效应 QIPUPFMFDUSJD FêFDU

产生静电摄取墨粉打印到纸上。按光源可以分为是激光打印机 MBTFS
QSJOUFS 、发光二极管打印机 -&% QSJOUFS 、液晶快门打印机 -$4
QSJOUFS 等。

• 喷墨打印机 MJRVJE JOLKFU QSJOUFS ，将墨滴喷到纸张上，通过墨滴的大
小来控制图像的浓淡色彩。

• 撞击式打印机 JNQBDU QSJOUFST ，用打印头 QSJOU IFBE 撞击色带 JOL

SJCCPO ，透过色带在纸上留下图像。包括行式打印机 MJOF QSJOUFS 、针
式打印机 EPU NBUSJY QSJOUFS 。

• 热学打印机 UIFSNBM QSJOUFS ，利用热学原理，包括直接加热特殊热

敏纸的热敏打印机 EJSFDU UIFSNBM QSJOUFS ，熔化蜡质墨的热蜡传递
打印机 UIFSNBM XBY USBOTGFS QSJOUFS ，以及升华染料的热升华打印机
EZFTVCMJNBUJPO QSJOUFS 等。

• 绘图仪 QMPUUFS ，控制移动笔来画出矢量图。


 年改组为仙童半导体 'BJSDIJME 4FNJDPOEVDU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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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电打印机

 年代，$IFTUFS ' $BSMTPO o 在纽约打工时  ，需要复制大
量专利文件。他觉得光电导性也许可以用于复印：有些材料受到光照时其
导电性会改变，静电可以吸附粉末，如果这些粉末是墨粉的话，就可以复
制文件。
 年，$BSMTPO 发明了静电复印 YFSPHSBQIZ ，四年后获得专利。但是
在他企图商业化这项技术时，几十个公司和政府部门都无动于衷，最后一
家从事照相器材的小公司哈罗德 )BMPJE 1IPUPHSBQIJD $PNQBOZ 觉得可以试
一试。 年，哈罗德推出了第一款复印机 9FSPY ， 年公司改名为
施乐 9FSPY 。
 年，施乐的 (BSZ , 4UBSLXFBUIFS o



在静电复印技术的基础

上发明了激光打印机。激光束照射硒鼓 TFMFOJVN ESVN ，干墨粉就会被静
电吸附。 年，*#.推出了第一款商用激光打印机 *#. ，体积庞大。
第一款办公室用激光打印机是  年的施乐 4UBS ，价格昂贵。 年
惠普推出了第一款面向大众市场的激光打印机 -BTFS+FU。
-&% 打印机和 -$4 打印机  分别用发光二极管 MJHIUFNJUUJOH EJPEF -&%
和液晶快门 MJRVJE DSZTUBM TIVUUFS -$4 作为光源。比起一般的激光打印机，
它们运动部件少，因而省电、可靠、便宜，打印速度也较快；缺点是分辨率
较低。
 年，卡西欧推出了第一款 -$4 打印机 -$4。同年，冲电气推
出了 -&% 打印机 011  。

#

喷墨打印机

 年，西门子推出了第一款连续式 DPOUJOVPVT 喷墨打印机。它用高
压泵喷射墨滴并形成静电场，少数墨滴印到纸上，多数被回收重用。它的
优点是打印速度快，喷头不会堵塞；缺点是墨水会蒸发，容易浪费。


 年从加州理工物理系毕业后，加入贝尔实验室。 年大萧条时被解雇，流落
到一家专利事务所。一年后跳槽到一家电池公司马洛瑞 .BMMPSZ ，也就是后来的金霸王
%VSBDFMM ，主持该公司专利部。 年始在夜校念法律，三年后获法学学士。

 年密歇根州立大学物理学士， 年罗彻斯特光学硕士。 年加入施乐，
年跳槽至苹果， 年跳至微软。

常被误称为 -$% 打印机，但是 -$% 的含义是液晶显示 MJRVJE DSZTUBM EJTQMBZ 。

传说 -&% 打印机是卡西欧发明的，但是卡西欧网站公司历史部分只提到了 -$4 打印机；
另传说冲电气  年就发明了 -&% 打印机，但是冲电气的三个网站都没提及，这三个网站
最早的关于 -&% 打印机的记录分别是 、、 年。

# 数字印刷



 年，西门子推出了可控式 ESPQPOEFNBOE 喷墨打印机。它只在需
要时才喷射，比连续式省墨、分辨率高、成本低；只是打印速度较慢。可
控式的墨滴在印上纸张前需要一个加压过程，佳能、惠普、-FYNBSL都用加
热的方法汽化墨水来增压，所以被称为热可控式 UIFSNBM %0% ；爱普生则
用压电材料 QJF[PFMFDUSJD NBUFSJBM 把电能转化为机械能来增压，所以被称为
压电可控式。压电可控式喷墨打印机因为压电材料的原因打印头成本较高，
墨水成本较低，常见于商业或工业应用。
 年惠普推出的 %FTL+FU 标志着喷墨打印机走向了大众市场。目前喷
墨打印机在家用市场上占据着主导地位。

# 撞击式打印机
最早的行式打印机出现于  年代初期，它一次可以打出一行字，配
合大型主机使用。字符装在一个鼓上的称为鼓式打印机 ESVN QSJOUFS ，字
符装在一条链上的称为链式打印机 DIBJO QSJOUFS 。链式较容易维护更换零
件。 年的 *#.  是最流行的鼓式打印机， 年的 *#.  是最
流行的行式打印机。
6OJY 的两个命令 HT 和 HT` 就来自行式打印机，后来其他一些操作系
统也把它们的打印设备或端口命名为 GS 或 GSh，不管那打印机到底是不是
行式。
针式打印机打印头上的多个针头构成一个点阵 EPU NBUSJY ，工作时这
些针头透过色带在纸上打点组成字符，打印头从左往右移动就打出一行，
打完一行后打印头复位；纸张向上移动，就能打出一页。其工作方式类似
打字机，只是打字机打出的是字符。
 年，%&$推出了第一款针式打印机 -"，它可以打印  列字符，
每个字符由 Y 的点阵构成。打印头用步进电机驱动，进纸用齿轮螺杆机构
实现。
 年的爱普生 .9 发起了针式打印机对个人电脑市场的冲锋。
 年代中期，爱普生的 -2 系列把打印头针数从增加到  个，能够更好
地打印东亚字符，速度也更快。
针式打印机的因为噪音大、速度慢、分辨率低， 年代之后逐渐被
喷墨打印机取代，但是仍然保留在少数场合，比如收银机、票据机、自动
柜员机等。



附录 # 印刷简史

#

热学打印机

 年代出现的热敏打印技术，将特殊热敏纸张加热以获取图像，常
用于传真机。 冲电气推出了第一款基于热敏打印的传真机 0,*'"9
。直到  年代，多数传真机还在使用热敏打印，后被热蜡打印取代。
热敏打印也常见于一些医疗器械，比如超声波仪。它的一个缺点是时间长
了字迹会变淡。
热蜡转移打印机将熔化的蜡质墨喷到印鼓上，然后印到纸上，常用于
标签、条形码的打印。 年代佐藤公司发明了这项技术。 年，几家
日本公司推出了热蜡转移打印机。
热升华打印机将染料快速加热升华到气态，然后扩散到纸上，常用于
照片打印。 年代末期，杜邦推出了热升华打印技术，当时还十分昂贵。
 年法戈电子 'BSHP &MFDUSPOJDT

#

 推出了廉价的热升华打印机

'PUP'VO。

绘图仪

绘图仪主要用于电脑辅助设计 DPNQVUFSBJEFE EFTJHO $"% 。早期的绘
图仪输出的是矢量图，其他打印设备输出的是点阵图。制图时，画笔横向
移动，纸张纵向进给，其工作方式类似数控机床。
 年，加州电脑技术公司 $BMDPNQ 5FDIOPMPHZ



推出了最早的绘图

仪 $BMDPNQ 。 年，惠普推出了便携式绘图仪 )1 。
随着喷墨打印机和激光打印机分辨率的提高，电脑内存和速度的发展，
矢量图可以在电脑端完成点阵化，然后输出到绘图设备。因此笔式绘图仪
逐渐被淘汰。

# 数字排版
 年，"MQIBOVNFSJD推出了第一个电脑照排系统  "14 ，它以 %&$
1%1  作为前端，还配有阴极射线管 DBUIPEF SBZ UVCF $35 ；后来它的前端
换为 *#. 。这种武装了电脑技术的第三代照排机很快将铸排机赶出了历
史舞台。
但是这种电脑照排机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排版，效率还是比较低。


 年被休格斯国际 )*( (MPCBM 收购。
 年被洛克希德收购， 年解体。

德国人声称 3VEPMG )FMM 发明的 %JHJTFU 才是第一个电脑照排系统，据说他还发明了电视、
传真机、扫描仪。


# 数字排版



，莫诺公司推出了第一款激光照排机 MBTFS JNBHFTFUUFS .POPUZQF -BTFS
DPNQ。它用光栅图像处理器 SBTUFS JNBHF QSPDFTTPS 3*1 生成点阵图像，再用
激光把图像曝光到胶片上，一次可以输出整页。
激光照排机被称为第四代 也就是最后一代 照排机  ，它采用电脑到胶
片 DPNQVUFSUPëMN $5' 的技术路线。与之对应的是电脑到印版 DPNQVUFS
UPQMBUF $51 ，相应的设备称为直接制版机 QMBUFTFUUFS 。这种方法省略了胶
片，直接制作印版。 年，1SJOUXBSF 公司推出了第一款直接制版机。
不管是 $5' 还是 $51，都需要 3*1。3*1 和它前面的流程放到 节中
介绍，因为他们和 5&9 的关系比较紧密。



按北大方正的说法，王选 o 院士从  年就开始研发激光照排技术，算是这
个领域的先知。遗憾的是文革期间在家养病十年的王老已经不够犀利，直到  年才推出
中国第一台激光照排机。

再版跋
还木有写完，怎么会有后记。



原版跋
首先向一路披荆斩棘看到这里的读者表示祝贺，至少在精神上你已
经成为一名合格的 -"5&9FS。从此你生是 -"5&9 的人，死是 -"5&9 的鬼。0ODF
#MBDL OFWFS CBDL。没有坚持到这里的同学自然已经重新投向“邪恶”的 .4
8PSE，毕竟那里点个按钮就可以插入图形，点个下拉框就可以选择字体。
当然 -"5&9FS 也有简单的出路，就是只使用缺省设置，尽量少用插图；
不必理会点阵、矢量，也不必理会 5ZQF 、5ZQF 、5SVF5ZQF、0QFO5ZQF。因
为内容高于形式，你把文章的版面、字体搞得再漂亮，它也不会因此成为
《红楼梦》；而《红楼梦》即使是手抄本，也依然是不朽的名著。
包老师曾经以为 -"5&9 和 8PSE 的关系就好像是《笑傲江湖》中华山的
气宗和剑宗，头十年剑宗进步快，中间十年打个平手，再往后气宗就遥遥
领先。至于令狐冲的无招胜有招，风清扬的神龙见首不见尾又是另一重境
界，普通人恐怕只能望其颈背。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熬到本文杀青的时候，才发现从前的想法很傻很
天真。让我们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卧薪尝胆忍辱负重，耐心等待
9&5&9 和 -VB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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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SFE 7 "IP 阿尔佛雷德·艾侯 
3PCFSU #BSDMBZ 罗伯特·巴克雷 
5JN + #FSOFST-FF 蒂姆·伯纳斯 
李 
,BSM #FSSZ 卡尔·白瑞 
%BWJE 1 $BSMJTMF 大卫·卡利斯 
$IFTUFS ' $BSMTPO 切斯特·卡尔森

.BSZ 4 $BTTBUU 玛丽·卡萨特 
4UFWFO % $PDISBO 斯 蒂 文 · 寇 克
阮 
1BUSJDL 8 %BMZ 派垂克·达利 
"MCSFDIU %àSFS 阿尔布雷希特·丢
勒 
%BWJE $ &WBOT 大卫·埃文斯 
3PCJO 'BJSCBJSOT 罗宾·费尔贝恩

4JNPO 'FBS 西门怕怕 
3PCFSU 'PVSFS 罗伯特·福瑞尔 
%BWJE 3 'VDIT 大卫·福克斯 
ɨPNBT (BJOTCPSPVHI 托马斯·艮
斯博罗 
%BWJE . (BZ 大卫·给 
$IBSMFT . (FTDILF 查尔斯·哥谢
克 
%FOJT (JSPV 丹尼斯·杰若 
$IBSMFT ' (PMEGBSC 查尔斯·歌德
法布 
.JDIFM (PPTTFO 迈克尔·古神 
'SBODJTDP (PZB 弗朗西斯科·戈雅

(FPSHF (SÊU[FS 乔治·格拉兹 
+PIBOOFT (VUFOCFSH 约翰内斯·古
腾堡 
)BOT )BHFO 汉斯·哈根 

#FOKBNJO )BSSJTPO 本 杰 明 · 哈 里
森 
8BMEFNBS )FMMNJDI 瓦尔德玛·海
米 
3FOÏ )JHPOOFU 勒内·希格涅特 
+PIO % )PCCZ 约翰·爱好 
5BDP )PFLXBUFS 塔克·毫克水 
)FSCFSU )PPWFS 赫伯特·胡佛 
%BOJFM )PQGFS 丹尼尔·霍卜弗 
4UFWF +PCT 斯蒂夫·乔布斯 
#JMM / +PZ 比尔·乔伊 
,BSM ,BTUFOCFJO 卡尔·卡斯腾本

6XF ,FSO 尤伟·科恩 
#SJBO 8 ,FSOJHIBO 布莱恩·科尼
汉 
+POBUIBO ,FX 乔纳森·酷 
,BSM ,MJƥ 卡尔·克里克 
1FUFS ,OJBHJOJOTLJ 彼得·可怜人斯
基 
%POBME & ,OVUI 高德纳 
-FTMJF -BNQPSU 莱斯利·兰泡特 
5PMCFSU -BOTUPO 托 伯 特 · 兰 斯 顿

4FSHFZ -FTFOLP 瑟基·莱森科 
4JMWJP -FWZ 斯维·勒维 
(FPSH $ -JDIUFOCFSH 乔 治 · 里 腾
堡 
3BZNPOE -PSJF 雷蒙德·劳里 
/JDPMBT .BSLFZ 尼 古 拉 斯 · 马 克

.BMDPMN % .D*MSPZ 马尔考姆·麦
克罗伊 
$ .ÏSBZ)PSWÈUI 莫雷 霍瓦斯 
0UUNBS .FSHFOUIBMFS 奥特玛·摩根
泰勒 
.JDIBFM * 4IBNPT 迈克尔·沙毛斯



'SBOL .JUUFMCBDI 弗兰克·米特巴
赫 
3PCFSU ) .PSSJT 罗伯特·莫里斯

3PCFSU 5 .PSSJT 小莫里斯 
#SPPLT .PTFT 布鲁克斯·摩西 
&EXBSE .PTIFS 爱德华·莫谢 
-JPVT .PZSPVE 路易·毛绒的 
.BSUJO /FXFMM 马丁·牛维尔 
)FJLP 0CFSEJFL 黑口·奥本迪克

5PCJBT 0FUJLFS 托比·欧提克 
+PTFQI ' 0TTBOOB 约瑟夫·奥萨纳

8JMIFMN 0TUXBME 威廉·奥斯特瓦
尔德 
4DPUU 1BLJO 斯考特·培钦 
0SFO 1BUBTIOJL 奥 润 · 帕 塔 尼 克

8BMUFS 1PSTUNBOO， 瓦 尔 特 · 泡 茨
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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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FM 4PNNFSGFMEU 艾克赛·萨摩非
特 
.JDIBFM % 4QJWBL 迈克尔·斯匹维
克 
3PCFSU ' 4QSPVMM 罗伯特·斯普罗

3JDIBSE . 4UBMMNBO 理查德·斯托
曼 
(BSZ , 4UBSLXFBUIFS 盖瑞·斯塔克
维 
.BSD " 4UFJO 马克·斯坦因 
*WBO & 4VUIFSMBOE 伊凡·苏泽兰 
5JMM 5BOUBV 提·谭陶 
1IJMJQ 5BZMPS 菲利普·泰勒 
-FTTFS 6SZ 莱瑟·尤里 
1JFU WBO 0PTUSVN 皮特·范·奥斯
图姆 
5JNPUIZ WBO ;BOEU 提摩西·范·
赞特 
-VEXJH WPO 4JFHFO 路德维希·冯·
希根 
)FSCFSU 7P 赫伯特·沃斯 

4FCBTUJBO 1 3BIU[ 塞巴斯蒂安·拉
兹 
3POBME 3FBHBO 罗纳德·里根 
8BZOF " 3PDIFTUFS 韦恩·罗彻斯
特 
,FJUI 3FDLEBIM 凯斯·瑞克道 
#SJBO , 3FJE 布莱恩·瑞得 
%FOOJT . 3JUDIJF 丹尼斯·瑞奇 
8JMM 3PCFSUTPO 威尔·罗伯特森 
5PNBT 3PLJDLJ 托马斯·若奇奇 
*SB 8 3VCFM 伊雷·鲁卜 
3VEPMG )FMM 鲁道夫·地狱 

+PIO & 8BSOPDL 约翰·沃诺克 
1FUFS + 8FJOCFSHFS 彼得·温伯格 
.BSL " 8JDLT 马克·维克斯 
1FUFS 3 8JMTPO，彼得·威尔森 

+FSPNF ) 4BMU[FS 杰若米·萨尔兹

#FSOE 4DIBOEM 波得·辛得 
3BJOFS 4DIÚQG 雨人·肖普弗 
"MPJT 4FOFGFMEFS 阿劳斯·塞尼菲尔
德 

李果正 
李树钧 
梅木秀雄 )JEFP 6NFLJ 
毕升 

+JƻÓ ;MBUVÝLB 乔治·兹拉图斯卡 
吴凌云 
吴聪慧 
吴聪敏 
孙文昌 
平田俊作 4IVOTBLV )JSBUB 
张林波 

王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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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 
翁鸿翎 
蔡奇伟 
赵珍焕 +JO)XBO $IP 
陈省身 4IJJOH4IFO $IFSO 
韩世城 >¨M h?ă 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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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索引
"EPCF 4ZTUFNT 土坯电脑 
"HGB(FWBFSU 爱克发 吉华集团 
"MQIBOVNFSJD *OD 字 母 数 字 公 司

"QQMF *OD 苹果公司  
"NFSJDBO 5FMFQIPOF  5FMFHSBQI "55
美国电报电话公司 
#&" 4ZTUFNT #&" 公司 
#FMM -BCT 贝尔实验室  
#FOEJY $PSQ 本迪克斯公司 
#PFJOH 波音 
#SJUJTI ɨPNTPO )PVTUPO #5) 不
列颠托马森休斯顿 
$BMDPNQ 5FDIOPMPHZ 加州电脑技术
公司 
$PEF4PVSDFSZ 源码巫师 
%JHJUBM &RVJQNFOU $PSQ %&$ 数字
设备公司  
%V1POU 杜邦 
%VSBDFMM 金霸王 
.BMMPSZ 马洛瑞 
&MFDUSPOJD %BUB 4ZTUFNT &%4 电子
数据系统公司 
&MTFWJFS 爱思维尔出版公司 
&MWFOLJOE 精灵公司 
&WBOT  4VUIFSMBOE 埃文斯·苏泽
兰公司 
'BJSDIJME $BNFSB BOE *OTUSVNFOU 仙
童相机仪器 
'BJSDIJME 4FNJDPOEVDUPS 仙童半导体

(FOFSBM &MFDUSJD (& 通用电气 
(PPHMF 谷歌 
)BM $PNQVUFS 4ZTUFNT 豪电脑公司

)BSSJT $PSQ 哈瑞斯公司 
)FJEFMCFSH 1SJOUJOH .BDIJOFT "( 海
德堡印刷机械 
)FMM 地狱 
'BSHP &MFDUSPOJDT 法戈电子 
)*% (MPCBM )*% 国际 

)FXMFUU1BDLBSE )1 惠普  
*OUFSOBUJPOBM #VTJOFTT .BDIJOF *#.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OUFSMFBG 因特里弗 
*OUFSOBUJPOBM 5ZQFTFUUJOH .BDIJOF $PN
QBOZ 国际排版机公司 
*OUFSUZQF $PSQ 因 特 铸 排 机 公 司

*OUVJU 直觉公司 
,MVXFS "DBEFNJD 1VCMJTIFST 克鲁沃
学术出版公司 
-FYNBSL 利盟 
-JOPUZQF)FMM "( 林诺 地狱 
.FSHFOUIBMFS -JOPUZQF $PNQBOZ 摩
根泰勒林诺铸排机公司

-PDLIFFE $PSQ 洛克希德 
-POEPO 4UPDL &YDIBOHF 伦敦股票交
易所 
-VDFOU 5FDIOPMPHJFT 朗讯科技 
.BTTBDIVTFUUT $PNQVUFS "TTPDJBUFT 麻
省计算机同伙公司 
.JDSPTPGU 微软  
-BOTUPO .POPUZQF .BDIJOF $PNQBOZ
兰斯顿莫诺铸排机公司

.POPUZQF $PSQ 莫诺公司  
.POPUZQF *NBHJOH 莫诺图像 
/VNFSJDBM "MHPSJUINT (SPVQ 数字算
法公司 
/PWFMM 诺维尔 
0SBDMF 甲骨文公司 
03FJMMZ .FEJB 欧莱利 
1SBHNB 普瑞格玛 
1SJOUXBSF --$ 打印设备公司 
3JWFS 7BMMFZ 5FDIOPMPHJFT 河谷科技
公司 
4JFNFOT "( 西门子 
4VO .JDSPTZTUFNT 太阳电脑 
4VUIFSMBOE 4QSPVMM BOE "TTPDJBUFT 苏
泽兰·斯普罗及其同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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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TPDJBUF 塔克·安东尼 
6OJMPHJD 统一逻辑公司 
8BOH -BCPSBUPSJFT 王安公司 
)BMPJE 1IPUPHSBQIJD $PNQBOZ 哈罗
德公司 
9FSPY 施乐  
6OJWFSTJUZ PG "EFMBJEF 阿德雷德大
学 
"NFSJDBO 6OJWFSTJUZ 美国大学 
#FSMJO *OTUJUVUF PG 5FDIOPMPHZ 柏林工
业大学 
$BMJGPSOJB *OTUJUVUF PG 5FDIOPMPHZ $BM
UFDI 加州理工学院  
6OJWFSTJUZ PG $BNCSJEHF 剑桥大学

$BSOFHJF .FMMPO 6OJWFSTJUZ 卡 耐 基
梅隆大学 
$BTF *OTUJUVUF PG 5FDIOPMPHZ 凯斯工
学院 
$MFNTPO 6OJWFSTJUZ 克莱姆森大学

$PMVNCJB $PMMFHF 哥伦比亚学院 
$PSOFMM 6OJWFSTJUZ 康奈尔大学 
$BUIPMJD 6OJWFSTJUZ PG "NFSJDB 美国
天主教大学 
%VRVFTOF 6OJWFSTJUZ 杜肯大学 
&ÚUWÚT -PSÈOE 6OJWFSTJUZ 厄特沃什
·罗兰大学 
4XJTT 'FEFSBM *OTUJUVUF PG 5FDIOPMPHZ
;VSJDI &5) 苏黎世联邦
理工学院 
%JTUBODF 6OJWFSTJUZ PG )BHFO 哈根函
授大学 
)BSWBSE 6OJWFSTJUZ 哈佛大学 
6OJWFSTJUZ PG *MMPOPJT 6*6$ 伊利诺
伊大学 
&VSPQFBO *OTUJUVUF PG #VTJOFTT "ENJO
JTUSBUJPO */4&"% 欧洲工
商管理学院 
+PIBOOFT (VUFOCFSH 6OJWFSTJUZ 约翰
内斯·古腾堡大学 
,BJTFSTMBVUFSO 6OJWFSTJUZ PG 5FDIOPMPHZ
凯撒斯劳腾工业大学 


,FUUFSJOH 6OJWFSTJUZ 凯特林大学 
6OJWFSTJUZ PG ,POTUBO[ 康斯坦茨大
学 
6OJWFSTJUZ PG -POEPO 伦敦大学 
6OJWFSTJUZ PG -àCFDL 吕贝克大学 
6OJWFSTJUZ PG .BODIFTUFS 曼彻斯特
大学 
6OJWFSTJUZ PG .BOJUPCB 曼尼托巴大
学 
6OJWFSTJUZ PG .BSZMBOE 马里兰大学

.BTBSZL 6OJWFSTJUZ 捷克马萨里克大
学 
6OJWFSTJUZ PG .BTTBDIVTFUUT 马 萨 诸
塞大学 
6OJWFSTJUZ PG .JDIJHBO 密歇根大学

.JDIJHBO 4UBUF 6OJWFSTJUZ 密歇根州
立大学 
6OJWFSTJUZ PG .JOOFTPUB 明尼苏达大
学 
.BTTBDIVTFUUT *OTUJUVUF PG 5FDIOPMPHZ
.*5 麻省理工学院 
/FX +FSTFZ *OTUJUVUF PG 5FDIOPMPHZ 新
泽西理工学院 
/PUUJOHIBN 6OJWFSTJUZ 诺丁汉大学

,BOUPOTTDIVMF 0MUFO 奥腾大学 
6OJWFSTJUZ PG 0SMÏBOT，奥尔良大学

6OJWFSTJUZ PG 0YGPSE 牛津大学 
1BSJT %JEFSPU 6OJWFSTJUZ 巴黎第七大
学 
6OJWFSTJUZ PG 1FOOTZMWBOJB 宾州大学

1SJODFUPO 6OJWFSTJUZ 普林斯顿大学

6OJWFSTJUZ PG 3PDIFTUFS 罗彻斯特大
学 
3FOTTFMBFS 1PMZUFDIOJD *OTUJUVUF 31*
伦斯勒理工学院 
6OJWFSTJUZ PG 4PVUIBNQUPO 
4UBOGPSE 6OJWFSTJUZ 斯坦福大学 
5FYBT ". 6OJWFSTJUZ 得克萨斯农


机大学 
6OJWFSTJUZ PG 5BSUV 塔图大学 
6OJWFSTJUZ PG 5PSPOUP 多伦多大学 
6OJWFSTJUZ PG $BMJGPSOJB #FSLFMFZ 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6OJWFSTJUZ PG 6UBI 犹他大学 
7BTTBS $PMMFHF 瓦沙学院 
7JSHJOJB 1PMZUFDIOJD *OTUJUVUF BOE 4UBUF
6OJWFSTJUZ 75 弗吉尼亚理
工学院 
'SFF 6OJWFSTJUZ PG #SVTTFMT 布鲁塞尔
自由大学 
8BZOF 4UBUF 6OJWFTSJUZ 韦恩州立大
学 
6OJWFSTJUZ PG 8àS[CVSH 维尔茨堡大
学 
9BWJFS 6OJWFSTJUZ 泽维尔大学 
:BMF 6OJWFSTJUZ 耶鲁大学 

索引

究中心 
/BUJPOBM $FOUSF GPS 4DJFOUJëD 3FTFBSDI
$/43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 
%FVUTDIFO *OTUJUVUT GàS /PSNVOH %*/
德国标准化学会 
&VSPQFBO $PNNJTTJPO 
'SFF 4PGUXBSF 'PVOEBUJPO '4' 自由
软件基金会 
(/6 哥奴 
*OTUJUVUF PG &MFDUSJDBM BOE &MFDUSPOJDT
&OHJOFFST 电气电子工程师
学会 
*OUFSOFU &OHJOFFSJOH 5BTL 'PSDF *&5'
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OTUJUVUF GPS )JHI &OFSHZ 1IZTJDT 俄
罗斯高能物理研究所 
PSHJNQB *.1" 巴西理论数学与应
用数学研究所 
%FGFOTF "EWBODFE 3FTFBSDI 1SPKFDUT "HFODZ， *OUFSOBUJPOBM 0SHBOJ[BUJPO GPS 4UBOEBSE
%"31" 国防部高等研究
J[BUJPO *40 国际标准化组
计划局 
织 
(FOFSBM 1PTU 0ïDF (10 英国邮政
-VDBT $POUSPM 4ZTUFN 卢卡斯研究中
总局 
心 
64 (PWFSONFOU 1SJOUJOH 0ïDF 美
.BY 1MBODL *OTUJUVUF GPS 4PMBS 4ZTUFN
国政府印刷局 (10 
3FTFBSDI 马克斯·普朗克
-PT "MBNPT /BUJPOBM -BCPSBUPSZ 洛斯
研 究 所 .BY 1MBODL *OTUJ
阿莫斯国家实验室 
UVUF GPS 4PMBS 4ZTUFN 3FTFBSDI
/BUJPOBM *OTUJUVUF PG 4UBOEBSET BOE 5FDI

OPMPHZ /*45 国家标准技
.BUIFNBUJDBM 4DJFODFT 3FTFBSDI *OTUJ
术研究所 
UVUF .43* 数学科学研究
/BUJPOBM 4FDVSJUZ "HFODZ /4" 国家
所 
安全局 
4*- *OUFSOBUJPOBM 4*- 国际 
4UBOGPSE 3FTFBSDI *OTUJUVUF 43* 斯坦
"NFSJDBO .BUIFNBUJDBM 4PDJFUZ ".4
福研究所 
美国数学学会 
5F9 6TFS (SPVQT 5F9 用户组 
"NFSJDBO /BUJPOBM 4UBOEBSET *OTUJUVUF
8PSME 8JEF 8FC $POTPSUJVN 8$
"/4* 美国国家标准协会
万维网联盟 

$PNQVUFS"JEFE .BOVGBDUVSJOH *OUFS
6USFDIU 6OJWFSTJUZ 乌 德 勒 支 大 学
OBUJPOBM $".* 计算机辅

助制造国际 
东芝株式会社 5PTIJCB 
&VSPQFBO 0SHBOJ[BUJPO GPS /VDMFBS 3F
TFBSDI $&3/ 欧洲核子研
北大方正 

组织机构索引
南开大学 /BOLBJ 6OJWFSTJUZ 
嘉南药理科技大学 $IJB /BO 6OJ
WFSTJUZ PG 1IBSNBDZ  4DJFODF

国立台湾大学 /BUJPOBM 5BJXBO 6OJ
WFSTJUZ 
武汉大学 8VIBO 6OJWFSTJUZ 
西安交通大学 9JBO +JBPUPOH 6OJ
WFSTJUZ 
静宜大学 1SPWJEFODF 6OJWFSTJUZ 
香港城市大学 $JUZ 6OJWFSTJUZ PG )POH
,POH 
香港大学 6OJWFSTJUZ PG )POH ,POH

香港理工大学 )POH ,POH 1PMZUFDI
OJD 6OJWFSTJUZ 
香港科技大学 )POH ,POH 6OJWFS
TJUZ PG 4DJFODF  5FDIOPMPHZ

中国科学院 $IJOFTF "DBEFNZ PG 4DJ
FODFT $"4 
佐 藤 工 业 株 式 会 社 4"50 $PSQ

佳能株式会社 $BOPO *OD 
冲电气工业株式会社 0LJ &MFDUSJD
*OEVTUSZ 
卡西欧计算机株式会社 $BTJP $PN
QVUFS 
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 4FJLP &QTPO

胡志明市师范大学 )P $IJ .JOI
$JUZ 6OJWFSTJUZ PG 1FEBHP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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