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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查找／替换在文本编辑中常会用到，看似简单，实则内涵丰富。正则表达式（Ｒｅｇｕｌａ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的采用，实现了对
复杂文本的匹配，极大地增强了查找／替换的功能。正则表达式与文本编辑软件（如 ＥｍＥｄｉｔｏｒＴＭ等）所支持的“在多个文件中
查找／替换”相结合，使编辑人员可对各种纯文本文档（如 ｔｘｔ，ｘｍｌ，ｔｅｘ，ｈｔｍ，等）同时进行批量查找／替换，大大提高了工作效
率。本文从笔者编辑工作的典型实例出发，简要介绍了正则表达式的基本概念，部分展现了其应用于查找／替换的巨大潜力。
指出结合正则表达式的查找／替换还可用于数据验证，作为人工审校的补充。针对英文期刊总结了一些验证表达式。并指
出，对中文或中英文混排的书刊同样大有用武之地。

关键词　　查找／替换　正则表达式（Ｒｅｇｕｌａ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在多个文件中查找／替换　数据验证　ＥｍＥｄｉｔｏｒＴＭ

　　查找／替换（以下简称“查／替”）是编辑软件的一项基本
功能。一般编辑软件只能处理简单的查／替，但目前越来越
多的编辑软件在查／替功能中实现了正则表达式（Ｒｅｇｕｌａ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其内涵丰富，功能极为强大，可使一些烦琐费时
且容易出错的工作变得轻松有趣。

笔者在将《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Ｂ辑的 Ｗｏｒｄ文档
转换成ｘｍｌ文件，提交ＰｕｂＭ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数据库［１］时，被查出一

个全局性的问题：公式编号（１），（２），……误为１，２，……括
号全部漏掉。

总共１５期数据、２６０多篇文档，如果手工逐一修改，至少
得花几个小时，并且极可能错漏。

ｘｍｌ文件中，与公式编号相对应的内容为：＜ｌａｂｅｌ＞１
＜／ｌａｂｅｌ＞，＜ｌａｂｅｌ＞２＜／ｌａｂｅｌ＞，……正确的应为 ＜ｌａｂｅｌ＞
（１）＜／ｌａｂｅｌ＞，＜ｌａｂｅｌ＞（２）＜／ｌａｂｅｌ＞，……如果在编辑软
件中直接将前者对应地替换为后者，公式编号的问题是解决

了，但同时又引入了新的错误。因为公式以外也有 ＜ｌａｂｅｌ＞
１＜／ｌａｂｅｌ＞，……出现，例如作者单位 ＜ａｆｆｉｄ＝＂ａｆｆ１＂＞
＜ｌａｂｅｌ＞１＜／ｌａｂｅｌ＞．．．＜／ａｆｆ＞中的１不能改为（１）！
利用正则表达式，以及某些文本编辑软件（如 Ｅｍｕｒａｓｏｆｔ

公司的ＥｍＥｄｉｔｏｒＴＭ）支持的“在多个文件中查找／替换”功能，
可以准确、快速地解决这一问题。

１　正则表达式简介

ＤＯＳ命令中用通配符（Ｗｉｌｄｃａｒ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和“”分

别表示任意单个字符和任意字符串，例如命令“ｄｉｒ．ｄｏｃ”
将列出当前目录下所有Ｗｏｒｄ文档。这两个符号可看作正则
表达式最简单的子集。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Ｗｏｒｄ定义了一套通配符，在其帮助文件给出
了说明［２］。对通配符的支持使得 Ｗｏｒｄ的查／替功能大大增
强。但Ｗｏｒｄ所支持的通配符同样只是完整正则表达式体系
的一个小的子集。

限于篇幅，这里只对正则表达式作简要介绍，以文本编

辑软件ＥｍＥｄｉｔｏｒ采用的正则表达式体系为例。更详尽地了
解正则表达式，请参见文献［３，４，５］。

正则 表 达 式 是 由 普 通 字 符 （Ｌｉｔｅｒａｌｓ）和 元 字 符
（Ｍｅｔａ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构成的文本模式。元字符表示特殊的含义，
包括“＼”，“^”，“

#

”，“”，“＋”，“？”，“．”，“（”，“）”，“｛”，
“｝”，“［”，“］”和“｜”。元字符前加“＼”转义为符号自身。
元字符均为半角字符。普通字符是除元字符外的所有字符，

普通字符只匹配自身［６］。

表１［６］列出了元字符的含义，其中包括三组括号（分别
成对出现）构成的常用组合，同时给出简单示例。正则表达

式的语法初看上去复杂，其实理解起来不难，并不需要专门

的计算机知识。

构造正则表达式，就是将元字符与普通字符通过各种方

式结合在一起，得到需要的匹配或捕获。如果把构造正则表

达式比作创建数学表达式，元字符就相当于加减乘除等运算

符号。字符的结合存在先后法则。元字符的优先级从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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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正则表达式中元字符的含义①

元字符 含义

＼

转义。正则表达式中最重要、最常用的字符。所谓转义，就是改变紧跟其后的字符（普通字符或元字符，只能是半角字

符）的本来意义，并与后一字符一起构成特殊字符、原义字符或反向引用②。例如，“＼ｎ”匹配换行符；“＼＼”匹配“＼”；＼１

～＼９表示反向引用

＾ 匹配输入字符串的开始位置。例如，“^ｅ”匹配任何以ｅ起始的字符串中打头的ｅ

#

匹配输入字符串的结束位置。例如，“ｅ
#

”匹配任何以ｅ结束的字符串中末尾的ｅ

｛ｎ｝ 匹配前面的子表达式ｎ次，ｎ为非负整数

｛ｎ，｝ 至少匹配前面的子表达式ｎ次，ｎ为非负整数

｛ｍ，ｎ｝ 至少匹配前面的子表达式ｍ次且至多匹配ｎ次，ｍ和ｎ均为非负整数，ｍ＜＝ｎ。逗号和两个数字之间不能有空格

 匹配前面的子表达式零次或多次。等价于｛０，｝

＋ 匹配前面的子表达式一次或多次。等价于 ｛１，｝

？ 匹配前面的子表达式零次或一次。等价于 ｛０，１｝

？
非贪婪模式。跟在限制符———，＋，？，｛ｎ｝，｛ｎ，｝，｛ｍ，ｎ｝———之后，尽可能少地匹配所搜索的字符串；而默认的贪

婪模式则尽可能多地匹配所搜索的字符串。例如，对于字符串ｏｏｏｏ，“ｏ＋？”将匹配单个ｏ，而“ｏ＋”将匹配所有ｏ

． 匹配除“＼ｎ”以外的任何单个字符（包括可见和不可见字符）

（ｐａｔｔｅｒｎ） 分组捕获。匹配 ｐａｔｔｅｒｎ并获取这一匹配供以后引用。捕获的分组可供反向引用

（？：ｐａｔｔｅｒｎ） 非捕获匹配，表示限定。常与“｜”组合使用，例如，“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ｅｓ）”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更简略

（？＝ｐａｔｔｅｒｎ）
正限定，在任何匹配ｐａｔｔｅｒｎ的字符串之前匹配待查找的字符串，为非捕获匹配。例如，“ｘ（？＝ａｂｃ）”只匹配在“ａｂｃ”之

前出现的ｘ

（？！ｐａｔｔｅｒｎ）
负限定，在不匹配 ｐａｔｔｅｒｎ的字符串之前匹配待查找的字符串，为非捕获匹配。例如，“ｘ（？！ａｂｃ）”匹配不在“ａｂｃ”之前

出现的ｘ

ｘ｜ｙ 匹配ｘ或ｙ。例如，“ｚ｜ｆｏｏｄ”匹配“ｚ”或“ｆｏｏｄ”，“（ｚ｜ｆ）ｏｏｄ”则匹配“ｚｏｏｄ”或“ｆｏｏｄ”

［ｘｙｚ］ 字符集合。匹配包含的任意一个字符。例如，“［ａｂｃ］”可以匹配“ｐｌａｉｎ”中的“ａ”

［^ｘｙｚ］ 匹配未包含的任意字符。例如“［^ａｂｃ］”可以匹配“ｐｌａｉｎ”中的“ｐ”，“ｌ”，“ｉ”，“ｎ”

［ｘ－ｙ］ 字符范围。匹配指定范围内的任意字符。例如，“［ａ－ｚ］”匹配“ａ”到“ｚ”的任意小写字母

［^ｘ－ｙ］ 匹配不在指定范围内的任意字符。例如，“［^ａ－ｚ］”匹配除了２６个小写字母以外的任意字符

　　注：①译自ＥｍＥｄｉｔｏｒＶ５．００帮助文件［６］，有删改
②反向引用（ｂａｃｋ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标识由正则表达式中的匹配组捕获的子字符串，由转义字符“＼”与数字１～９构成；引用时，从左至右，

分别对应于＼１，＼２，……，＼９。例如，“（ａ）＼１”捕获“ａ”作为第一个反向引用，同时匹配“ａａ”。反向引用也常用于替换表达式。例如，

“（ｈ）（ｅ）”找到“ｈｅ”，替换表达式若为“＼１”，则将“ｈｅ”替换为“ｈ”；若为“＼２＼１”，则替换为“ｅｈ”

低为［４］：转义符———＼；括号和中括号———（），（？：），（？＝），
［］；限定符———，＋，？，｛ｎ｝，｛ｎ，｝，｛ｍ，ｎ｝；定位点和序
列——— ，^

#

，＼任意元字符，任意字符；替换——— ｜。相同优先
级从左到右，不同优先级先高后低。

为便于使用，某些普通字符和元字符一起构成具有特定

含义的组合，这种组合往往作为构造正则表达式的基本组

件。例如，下面要提到的字符集（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Ｃｌａｓｓｅｓ）、表示单

个字符及字符集的转义序列（Ｅｓｃａｐ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等。借助数
学表达式来理解：表达式ａ２＋ｂ２中的ａ２，由字母ａ（相当于正
则表达式的普通字符）和平方运算（相当于元字符）构成，但

通常将ａ２视为一个整体。

　　字符集（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Ｃｌａｓｓｅｓ）

由小写字母和元字符“［”“］”构成，使用格式为“［：

ｃｌａｓｓｎａｍｅ：］”，包含全角和半角字符。这里“ｃｌａｓｓｎａｍ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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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６］：ａｌｎｕｍ———字母、数字；ａｌｐｈａ———ａ－ｚ，Ａ－Ｚ及其他字
母；ｓｐａｃｅ———空白符；ｄｉｇｉｔ———数字 ０～９；ｐｕｎｃｔ———标点；
ｘｄｉｇｉｔ———１６进制数０－９，ａ－ｆ和 Ａ－Ｆ；ｗｏｒｄ———字母、数字
及下划线；ｕｎｉｃｏｄｅ———非 ＡＳＣＩＩ码字符，等等。例如，“［［：
ｄｉｇｉｔ：］］”表示任意数字 ０～９，“［［：ｐｕｎｃｔ：］］”表示任意
标点。

　　转义序列（Ｅｓｃａｐ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所谓转义序列，是指通过“＼”转义得到的具有特殊含义
的组合，表示单个字符或字符集。

表示单个字符的转义序列（Ｓｉｎｇｌ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Ｅｓｃａｐ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如［６］：

＼ｃｘＡＳＣＩＩ控制字符。比如＼ｃＣ代表 Ｃｔｒｌ＋Ｃ。ｘ的值须
为Ａ－Ｚ或ａ－ｚ；

＼ｆ换页符；＼ｎ换行符；＼ｒ回车符；＼ｓ任何空白字符，包括
空格、制表符等；＼ｔ制表符；＼ｖ垂直制表符；＼０ｄｄ，＼ｘＸＸＸＸ分
别表示八进制数ｄｄ和十六进制数０ｘＸＸＸＸ（ｄ，Ｘ分别是八进
制和十六进制字符）。等等。

表示 字 符 集 的 转 义 序 列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ＣｌａｓｓＥｓｃａｐ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如［６］：

＼ｗ任意字母、数字或下划线；＼ｓ任意空白符；＼ｄ０～９的
任意数字；＼ｌ任意小写字母 ａ－ｚ；＼ｕ任意大写字母 Ａ－Ｚ。
以上，“＼”与对应的大写字母结合，表示相应的补集。

正则表达式通常用于查找表达式；部分可用于替换表达

式，例如［６］：

＼０对整个正则表达式匹配对象的反向引用；＼１～＼９反
向引用（见表１）；＼ｎ匹配新的一行；＼ｒ多个文件中查／替时，
匹配回车符；＼ｔ制表符。

用于替换表达式，ＥｍＥｄｉｔｏ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中还有以下强制
转换符：

＼Ｌ转为小写；＼Ｕ转为大写；＼Ｈ转为半角；＼Ｆ转为全角；
＼Ｅ关闭以上强制转换字符。
为加深理解，表２给出了正则表达式应用的一些简单

示例。

表２　正则表达式应用举例

任务 查找表达式 替换表达式

在行首插入／／ ＾ ／／

首字母大写，其余小写 （［ａ－ｚＡ－Ｚ］）（［ａ－ｚＡ－Ｚ］） ＼Ｕ＼１＼Ｌ＼２

将日期格式“月／日／年”统一修改为“年．月．日” （［０－９］｛１，２｝）／（［０－９］｛１，２｝）／（［０－９］｛２，４｝） ＼３．＼１．＼２

将半角数字０～９统一改为全角 （［［：ｄｉｇｉｔ：］］） ＼Ｆ＼０

　　总的来说，正则表达式使得查／替不局限于字面上一致，
同时能够为匹配作出严格限定，所以一方面扩大了匹配范

围，一方面又可以精确匹配（缩小匹配范围）。引入正则表达

式后，查／替的功能几乎是无限的，或者说只限于你的想象。
须特别指出，虽然正则表达式已有国际标准［７］，但不同

编辑软件采用的正则表达式会有一些差别。ＥｍＥｄｉｔｏｒ采用
的正则表达式，功能远远超出 Ｗｏｒｄ的通配符，其语法基于
Ｄｒ．ＪｏｈｎＭａｄｄｏｃｋ的 Ｐｅｒｌｒｅｇｕｌａ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ｙｎｔａｘ，也只是其
子集［６］。对中文有良好支持的文本编辑软件 ＴｅｘｔＰｒｏ，其正
则表达式是在ＨｅｎｒｙＳｐｅｎｃｅｒ源码基础上增加对双字节字符
的支持得到的［８］。例如，Ｗｏｒｄ中“？”“”分别表示“任意单
个字符”和“任意字符串”［２］，ＥｍＥｄｉｔｏｒ和ＴｅｘｔＰｒｏ中“？”“”
则为限定符（见表１）。ＥｍＥｄｉｔｏｒ和 ＴｅｘｔＰｒｏ中“＋”的功能，
Ｗｏｒｄ则由“＠”来完成［２］。

２　正则表达式与“在多个文件中查／替”

正则表达式在文本编辑中强大功能的发挥需要好的文

本编辑软件支持。ＥｍＥｄｉｔｏｒＴＭ是 Ｅｍｕｒａｓｏｆｔ公司开发的一款
简单好用的文本编辑器，支持多种编码（字符集），可无限撤

消、恢复，支持二次开发（提供类似 Ｗｏｒｄ的宏功能），它的
查／替功能尤有特色［６］。多种文件类型、在多个文件中查／

替、正则表达式，对这三者的支持，使得 ＥｍＥｄｉｔｏｒ的查／替功
能无比强大。打开 ＥｍＥｄｉｔｏ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Ｖｅｒｓｉｏｎ５．００，汉化
版），在菜单栏选择：搜索—＞在文件中替换，将看到如图１
所示的界面。

图１　ＥｍＥｄｉｔｏｒ“在文件中替换”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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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纯文本格式，如 ｔｘｔ，ｘｍｌ，ｔｅｘ，ｈｔｍ等，可以直接对某

个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可选择是否查找子文件夹，见图１）

进行替换。如果同时对不同格式的文件进行查／替，可在“文

件类型”栏以分号分隔，如“．ｔｘｔ；．ｘｍｌ；．ｔｅｘ”。

须特别注意的是，对多个文件的替换不能撤销！为防误

操作，务必谨慎，必要时做好备份。

非纯文本格式的文件，如 Ｗｏｒｄ文档，因其编码的复杂

性，经测试，ＥｍＥｄｉｔｏｒ对多个 Ｗｏｒｄ文档只支持常规的查找，

不支持正则表达式。

３　问题的解决

再看前面提出的问题。正则表达式可以实现满足指定

条件的精确匹配，因此提供了排除如作者单位中“＜ｌａｂｅｌ＞１

＜／ｌａｂｅｌ＞”干扰的可能，而在多个文件中查／替使得对大量

文件的批处理成为可能。

为实现精确匹配，须对公式中 ＜ｌａｂｅｌ＞．．．＜／ｌａｂｅｌ＞在

文中出现的情形作全面分析。分析发现，公式中＜ｌａｂｅｌ＞．．．

＜／ｌａｂｅｌ＞总是紧跟＜ｄｉｓｐ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ｄ＝＂Ｅ［０－９］｛１，｝＂＞出

现。这里“Ｅ［０－９］｛１，｝”是公式ｉｄ，“［０－９］｛１，｝”表示１位

以上数字（见表１）。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形：

（１）…＜ｄｉｓｐ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ｄ＝＂Ｅ１＂＞

　 　 ＜ｌａｂｅｌ＞１＜／ｌａｂｅｌ＞

…

说明：＜ｌａｂｅｌ＞另起一行。＜ｄｉｓｐ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ｄ＝＂Ｅ１＂＞之

后可能有一个以上空格。

（２）…＜ｄｉｓｐ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ｄ＝＂Ｅ５＂＞

＜ｌａｂｅｌ＞３＜／ｌａｂｅｌ＞

…

说明：与（１）对比，表明公式 ｉｄ中的数字与 ＜ｌａｂｅｌ＞中

可能不同。

（３）… ＜ｄｉｓｐ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ｄ＝＂Ｅ１２＂＞ ＜ｌａｂｅｌ＞１０

＜／ｌａｂｅｌ＞

…

说明：二者处于同一行，中间可能有零至多个空格。

以上三种情况包含了公式中 ＜ｌａｂｅｌ＞… ＜／ｌａｂｅｌ＞的所

有情形。

解决办法：

在ＥｍＥｄｉｔｏｒ中打开图１所示界面，文件类型为．ｘｍｌ，

在文件夹Ｅ：＼ＪＺＵＳＢ＿ｆｏｒ＿ｐｍｃ（各期数据置于该目录下各自独

立的文件夹），选中“查找子文件夹”及“使用正则表达式”，

在“查找”和“替换为”栏分别输入：

查找：（＜ｄｉｓｐ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ｄ＝＂Ｅ［０－９］｛１，｝＂＞）＼ｓ｛０，｝＼ｎ

｛０，１｝＼ｓ｛０，｝＜ｌａｂｅｌ＞（［０－９］｛１，｝）＜／ｌａｂｅｌ＞

替换为：＼１＼ｎ＜ｌａｂｅｌ＞（＼２）＜／ｌａｂｅｌ＞

点击“全部替换”，几分钟内（具体时间与计算机配置有

关）任务完成。

对查找表达式的解释：“（）”中的内容被获取，供替换时

引用原文；这里是对原文的引用，故不必关注公式 ｉｄ的数字

与＜ｌａｂｅｌ＞中是否相同。＼ｓ｛０，｝表示０个或１个以上空格。

＼ｎ｛０，１｝包含了＜ｌａｂｅｌ＞与＜ｄｉｓｐｆｏｒｍｕｌａ…在同一行或另起

一行两种情形。这些限定排除了干扰，同时包含了公式中

＜ｌａｂｅｌ＞的所有情形。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对多个文件的替换不能撤消，所以

务必对替换对象进行准确、全面的分析，以免错漏。编辑人

员须熟练运用正则表达式，才能在ＥｍＥｄｉｔｏｒ中对多个文件替

换。如不确定，可先进行测试，必要时做好备份。替换后应

立即检查，万一操作失误，须冷静分析，并根据具体情况选用

新的替换表达式，及时纠正错误。

４　在编辑工作中的应用

查／替的功能包含两个方面：搜索／替换文本和验证数

据。搜索／替换功能在上面的示例中有了生动体现。正则表

达式与“在多个文件中查／替”相结合，也提供了强大的数据

验证功能。笔者在把 Ｗｏｒｄ文档转换成 ＰＭＣ所要求的 ｘｍｌ

文件［１］时，利用 ＥｍＥｄｉｔｏｒ提供的数据验证功能，确保了 ｘｍｌ

数据的准确性，提高了编辑效率。

Ｗｏｒｄ是一款优秀的排版软件，得到了广泛应用。如果

能利用ＥｍＥｄｉｔｏｒ同时对多个 Ｗｏｒｄ文档进行有效的数据验

证，将会是对人工审校的有益补充。ＥｍＥｄｉｔｏｒ对多个 Ｗｏｒｄ

文档的查／替不支持正则表达式。可以将 Ｗｏｒｄ文档拷贝到

ＥｍＥｄｉｔｏｒ，转换为同名的 ｔｘｔ文件。转换后，图、表、公式等将

会丢失，因为只是为了验证文本，故不必考虑。ＥｍＥｄｉｔｏｒ支

持多种编码，通常情况下，格式转换后文本能够保持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Ｗｏｒｄ有自己的编码规则，有些字符，如“符

号”（ｓｙｍｂｏｌ），在ＥｍＥｄｉｔｏｒ中无法正确显示。

国内中文图书、期刊大多采用方正软件完成。方正排版

的文档实际上也是纯文本文档，对于其中的全局性差错，完

全可以用ＥｍＥｄｉｔｏｒ等软件实现复杂的查／替，尤其是公式中

的全局性错误。另一种常用的排版软件是 ＴｅＸ／ＬａＴｅＸ。

ＴｅＸ／ＬａＴｅＸ文档由ＡＳＣＩＩ码组成（支持中文时，采用国际标

准码，ＣＴｅＸ［９］），同样是纯文本格式，可以方便地利用

ＥｍＥｄｉｔｏｒ进行数据验证，并且可以直接修改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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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编辑实践中，针对英文期刊容易出现的错误，总

结了一些验证表达式，列举如下：

（１）错用了全角标点

查找：［，；．、。？！“”‘’（）［］｛｝……———＜＞《》］

说明：将在 ＥｍＥｄｉｔｏｒ一个页面下显示出所有目标文档

（存于同一目录）中出现的全角标点。

补充说明：

① 对中文文档，可用类似方式查半角标点。

② 仅 有 验 证 还 不 够，如 何 修 改？利 用 ＥｍＥｄｉｔｏ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提供的强制转换符“＼Ｈ”（转为半角）和“＼Ｆ”（转

为全角），可以方便地实现全角、半角标点的互换。例如，修

改为半角字符：

查找：［，；．：？！（）［］｛｝］

替换为：＼Ｈ＼０

说明：＼０后留一空格。

若查找［［：ｐｕｎｃｔ：］］，替换为＼Ｈ＼０，可将所有全角标点强制

转换为半角，但有些中文标点（如““”，“。”，等）无法转为对

应的英文标点（““”，“．”，等）。

（２）查找英文文档中是否出现中文字符

查找：［＼ｘ３４００＼ｘ９ｆｆｆ＼ｘｆ９００＼ｘｆａ２ｄ］

说明：汉字对应的 Ｕｎｉｃｏｄｅ码（以４位十六进制字符表

示）。

（３）文本与标点之间有多余空格，或标点后缺少空格

如，Ｔｈｅｓｃａｌａｂｌ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Ｈ．２６４／ＡＶＣ，ｋｎｏｗｎａｓ

“ｓｃａｌａｂｌｅｖｉｄｅｏｃｏｄｉｎｇ”ｏｒＳＶＣ，ｉ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这里第一个逗

号前面多了空格，第二个后面则少一空格。英文文章易出现

这样的错误。

查找：＼ｓ［，；．！？”］以及［，；！？］（？！）

说明：前者匹配出现在空白字符之后的“，；．！？””，后者

匹配其后未紧跟空格的“，；！？”。因标点在文中出现的情况

较复杂（如右引号常出现在其他标点之后），须对查找结果加

以分析。

（４）英文科技文献常对反复出现的术语采用缩写（通

常为大写字母），缩写词前的冠词ａ／ａｎ容易用错

　　查找：ａ［ＡＥＦＨＩＬＭＮＯＲＳＵＸ］及 ａｎ［ＦＨＬＭＮＲＳＵＸ］

说明：有些缩写习惯上视为独立单词，并形成新的读音，

这时冠词用ａ还是ａｎ应视具体情形而定。

（５）检查４位以上的阿拉伯数字是否分节（Ｗｏｒｄ中可

采用不间断空格为数字分节）

　　查找：［０－９］｛４｝

说明：编辑规范要求，４位以上数字，以小数点为界，向左

或向右，每３位之间留空。这里找出连续４位数字。应从结

果中排除年份。

（６）查找重复的单词

查找：＼ｂ（＼ｗ＋）＼ｂ＼ｓ＋＼１＼ｂ

说明：＼ｂ（＼ｗ＋）＼ｂ表示一个单词：＼ｂ表征单词的开头

或结尾，＼ｗ＋表示一个以上（包括一个）字母。＼ｓ＋表示１个

或多个空白符，＼１是对前面匹配的单词的反向引用。如可以

找出“ｉｓｉｓ”，“ａ　ａ”，等。

以上列举了查／替在数据验证中应用的一些实例，主要

针对英文期刊；对中文或中英文混排书刊的数据验证，理论

上是相通的，不难从以上实例举一反三，具体的有待大家在

实践中总结和挖掘。除文中介绍的ＥｍＥｄｉｔｏｒ以外，文本编辑

软件ＴｅｘｔＰｒｏ，支持双字节的正则表达式和首创的自定义替

换，功能强大。ＴｅｘｔＰｒｏ是综合处理中文文本文件和超文本文

件的免费软件，包括查／替在内，共支持２０种功能［８］，中文期

刊不妨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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