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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14 年中医古籍数据库建设研究进展
漆胜兰
安徽中医药大学，安徽 合肥 230038
摘要：中医古籍是中华民族几千年防病治病的智慧结晶，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本文综合了
2004－2014 年中医古籍数据库的发展状况，提出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研究思路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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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Review of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Books of TCM Database During 2004-2014
QI Sheng-lan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nhui Hefei 230038, China)
Abstract: Ancient book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re wisdom of Chinese nation for
preventing and curing disease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precious treasures of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article synthesized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ancient books of TCM database during 2004-2014, put forward
existing problems, and elaborated research ideas for futur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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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古籍是中华民族几千年防病治病的智慧结

索到某古籍的相关信息。该类型的代表是中国中医科学

晶，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古籍数字化是指利

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的“全国中医药珍善本古籍档案管

用现代技术将古籍中的文字或图像信息转化为能被

理系统” 、
“海外古籍书目数据库” ，及中国中医科

计算机识别的数字符号，形成书目数据库、全文数据

学院图书馆的“馆藏中医古籍目录数据库” 。

库和知识库，从而实现古籍整理、存储、检索、阅读、
[1]

[5]

[6]

[7]

目前国内有一定中医药古籍藏书规模的医学院

传输等目的，达到保护、利用和挖掘古籍知识的功效 。

校、科研机构、图书馆也都相继进行了书目数据库的

通过数字化处理，既可以实现对珍贵古籍的保存，又

建设，如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的“中医药古籍书目

可实现资源共享，传承中华文明。古籍数据库建设是

数据库”
、上海图书馆的“古籍书目数据库”和“中医

古籍数字化的一种方式，本文对 2004－2014 年间国

古籍善本书目提要”
、大连图书馆的“特色馆藏古籍线

内外中医古籍数据库的建设进行综述。

装书目库”、北京大学及多家图书馆的“CALIS（中国

1 中医古籍数据库现状

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古籍联合目录”
、上海中医药

1.1 中医古籍数据库的建设形式及现状

大学图书馆的“善本书目提要数据库”
、浙江中医药大

[2]

陈力 认为中国大陆古籍成规模的数字化工作基

学图书馆的“馆藏古籍目录数据库”
、山西中医药大学

本上是由教学和研究机构、图书馆、商业机构这 3 个

图书馆的“古籍书目数据库”
、山东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类型的部门完成。从目前的数字化成果来看，中医古

的“古籍书目数据库”等等。但因国内没有统一的建

籍数字化建设形式主要有书目型数据库、全文型数据

库标准，各种书目数据库揭示的深度不一样。

[3]

[4]

库、全图像型数据库、图文型数据库 、古籍知识库 。

1.1.2

中医古籍全文型数据库

全文型数据库是将

1.1.1 中医古籍书目型数据库 书目型数据库是将古

古籍全文手工录入，形成电子文本，供用户查询。这

籍书名、著者、版本、卷次、摘要、出版年等信息输入

种数据库存储空间小，便于检索和阅读，但是没有保

计算机而形成的数据库，读者可以通过书名、著者等检

持古籍原貌，且文字录入有难度，容易出错 。中医

[8]

药古籍含有穴位、图谱等信息，数字化的困难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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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由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的光盘版《中华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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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就是典型的全文型数据库。
1.1.3

中医古籍全图像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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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是养生专著，有的则是部分章节论述养生，更多
全图像型数据库

的是散见于各类著作中，如道教、佛教、史学典籍等，

是将古籍直接以图像格式扫描存储，加入简单标题和

未形成一个全面、系统的学科。中医古籍数据库的建

分类，能保存古籍原貌，有助于专业研究，但是这种

设方兴未艾，取得了一定成果，如《中华医典》以及

数据库存储空间大且不方便检索。如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中医药数据库”
“中国古籍资源数据库”“龙语

开发出的《四库全书》光盘版就是以文渊阁本《四库

瀚堂典籍数据库”都收录了大量中医古籍，但是关于

全书》为底本，扫描全书，手工录入总目。

养生类的专题数据库发展还比较缓慢。如目前中医古

1.1.4

中医古籍图文型数据库

图文型数据库是利
[9]

籍数据库当中收录最全、范围最广的电子资源文献库

用图像处理技术与超链接技术结合形成的数据库 ，

“龙语瀚堂典籍数据库”所收录的中医药文献达 700

即在古籍书页图像化的基础上，将书中具有检索意义

多部近 10 000 册，只在中医药类收录养生类古籍 35

的信息转化为电脑可识别的文字，并加以合适的软件

种。巨型数字古籍丛书《中国基本古籍库》收录了上

工具，为用户提供快捷有效的检索、统计、整理和编

自先秦、下至民国的历代典籍 10 000 余种，其中休

辑功能。这种数据库能再现古籍原貌、方便检索，是

闲养生目收录 28 部，武术技击目收录 14 部，气功健

目前古籍数字化的最佳方式。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

身目收录 11 部。目前，南京中医药大学的“气功基

[5]

信息研究所的“中医药珍善本古籍多媒体数据库”

本古籍提要库”是以专门的气功、导引、养生著作为主

和由北京大学刘俊文教授总策划、总编纂的《中国基

要内容的数据库，属于气功养生的专题库 。中国中医

本古籍库》
（医书集成）可为此类代表。

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建设开发的“中医古籍养生数

1.1.5

据库”收录养生古籍 110 种，并可浏览全文图片 。

古籍知识库

古籍知识库是人工智能和数据
[4]

[11]

[12]

库结合的产物，它以统一的形式存储知识 。知识库

2

的知识是高度结构化的符号数据，用户可以进行深

2.1 中医古籍书目收集及录入

层次的知识挖掘，实现由书目到全文等多个知识点
的关联检索，也可以由一个作者检索到其他相关作
者等

[10]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中医古

中医古籍数据库建设存在的问题
中医古籍数量大，版本多，全面收集版本优良的
[13]

古籍是古籍数字化中的一大课题

。古籍图书印刷格

式多样，出版方式随意，多处标有正题名且各处书名

籍数字化研究室的“中医药古文献知识库”是其代表。

不尽相同，编目人员需要对各种书名信息进行分析、

该知识库构建了我国第一个中医古籍知识库系统，目

思考，方能准确而规范地著录正题名。另外，摘要由

前已经建成中医古籍本草知识库、中医古籍方剂知识

编目人员编写，编目人员的责任心和相关专业知识，

库，以及张仲景、陈士铎、新安医学、妇科、医案、

如对古籍中同药异名、异药同名，古籍中的病证和现

蒙医药等 6 个中医古籍专题知识库。

代病名等知识的掌握，也直接影响书目数据的质量 。

1.1.6 国外中医古籍数据库

2.2 中医古籍用字

国内的中医古籍数字

化取得了一些成就，国外中医古籍数据库也在建设

[14]

古籍数字化建设难度大，其中面临最多的问题是

中。虽然在建设规模和涵盖资源上与国内有些差距，

有关用字的问题。据查，
《康熙字典》收字就达 49 030

但是也具有非凡的意义和价值。例如日本的全文数据

个。汉字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产生的繁简字、异体字、

库“全国汉籍数据库——子部医家类”“数字化善本

古今字、通假字就更数不胜数了。中医古籍数字化目

书——医学”
“民族药物资料馆——证类本草”
，加拿

前面临着无古籍大字库、古籍生僻字录入、古籍光学

大的“中医在线图书馆”以及美国的全影像数据库“Yi

字符识别系统（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Jing: The mirror of medicine”等等。

OCR）识别、古籍排版等几个难题

1.2 中医古籍养生数据库的现状

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对字体的认知障碍和技

古今往来，健康长寿是人类的美好愿望，养生保

[15]

[16]

。陈进等

认为

[17]

术障碍。高晶晶

认为可以通过私用区造字法、图片

健是人们永恒的话题和社会关注的热点。特别是近年

代替法、自然语言描述法、动态组字法等方法在一定

来，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自我保

范围内解决古籍阅读和检索用字的问题。

健意识和养生要求逐渐提高，中医养生学显示出强大

2.3 中医古籍数字化标准尚未建立

的生命力，中国数千年积累的养生法备受世界青睐。
我国养生学内容广泛，方法众多，养生论著卷帙浩繁，

合作与共享是中医古籍数字化发展的趋势，文献
标准化是文献资源共享的前提和基础。古籍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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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规范的著录条例、数据库格式、编目软件使用字
[18]

库，还要统一的古籍分类法

。但是中医古籍数字化

标准尚未建立，国内至今未形成统一的古籍分类法。
曾燕

[19]

认为应以《四库法》（即按经、史、子、集分

类）为基础，制定完善的古籍分类法。刘文波等

[20]

认为《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的分类体系，基本上
包括了现存中医古籍的主要种类，比较符合读者“以
[21]

类求书”的使用习惯。李兵

认为中医古籍数据库内

容、检索功能、辅助功能和服务功能这 4 个要素可以
作为中医古籍数据库的评价要素和一级指标。
2.4 中医古籍数字化的开发深度
符永驰等

[22]

认为中医古籍数字化不应仅仅满足

于对古籍的阅览和查询。刘毅

[10]

认为在数据库和网络

普及的时代，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挖掘中医古籍的内
涵知识很重要，但是目前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数据

Feb.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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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4.
[2] 陈力.中文古籍数字化方法之检讨[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5,14(3):
11-16.
[3] 龚娅君,刘春金.中文古籍数字化建设[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2006,36(4):174-176.
[4] 杨继红.中医古籍数字化资源建设概述[J].现代情报,2008,28(5):
136-138.
[5] 彭莉,范为宇,裘俭,等.中医古籍数字化整理研究概述[J].国际中医
中药杂志,2008,30(3):182-183,195.
[6] 中国中医药数据库检索系统.[EB/OL].[2014-12-02].http://cowork.
cintcm.com/engine/wall.jsp?checkid=1.
[7] 李兵,刘国正,符永驰,等.从中医古籍数据库建设看中医古籍数字
化[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9,16(3):92-93.
[8] 吉聪.中医古籍数字化建设问题探讨[J].长春中医学院学报,2004,
20(3):64-65.

库不具备古籍知识深度挖掘的功能，从这方面来说，

[9] 刘聪明.古籍全文数据库的建设[J].图书馆学刊,2011,33(7):78-80.

专业的中医古籍数据库尚处于初级阶段。古代中医药

[10] 刘毅.中医古籍数字化与知识挖掘[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0(12):

文献是一个知识宝库，在数字化的基础上挖掘古籍中
的宝贵知识财富，实现知识发现和知识拓展，更好地
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人类健康服务是中医古籍数
字化的最高目标。
除上述内容以外，技术手段落后、经费制约等等
也是中医古籍数据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3 总结与展望
中医古籍数字化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建立了
不同类型的数据库，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保护和利
用中医古籍的目的。但是数据库建设中的用字问题、
数据库建设标准及数据库知识的深度挖掘问题仍然
有待研究。同时，养生学作为中医的一个重要学科，
其数据库建设仍有待加强，构建数量多、版本齐全、
信息涵盖量大的古籍养生数据库有着重要的现实意
义和学术研究意义，对中医养生学科的内涵外延的
界定具有促进作用。在建立信息涵盖量大的古籍养
生数据库的基础上，从小处着眼，着重研究新安医
籍中的养生古籍，建立数据库，研究其与前人、同
时代及后世之间的学术继承、借鉴和影响，可操作
性强。作为中医古籍数据库建设的一部分，养生类
古籍文献的整理与数据库开发有待进一步拓展与深
化。总之，在计算机及网络技术不断发达的今天，
中医古籍数据库的建设会有更大的发展前景，会为
中医传承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毛建军.古籍数字化的概念与内涵[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4):

92-94.
[11] 高雨,顾宁一,宋宇.南京中医药大学气功古籍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开
发的模式与应用[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13(11):64-67.
[12] 范为宇,裘俭,符永驰,等.中医古籍养生数据库研究[J].国际中医中
药杂志,2008,30(4):250-252.
[13] 毛建军.《中国基本古籍库》的特色与启示——兼谈古籍全文数据库
的标准与规范[J].管理学刊,2009,22(5):104-106.
[14] 符永驰,李斌,郭敏华,等.中医古籍电子化系统的研究与实现[J].中
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8,15(2):103-104.
[15] 张云.馆藏中医药古籍特色数据库的构建[J].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
志,2005,14(6):29-30.
[16] 陈进,王杰贞,胡成湘,等.我馆中医古籍文献数字化制作[J].医学信
息学杂志,2006,27(3):200-201.
[17] 高晶晶.中医古籍数字化生僻字的处理[J].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
志,2014,38(3):28-30.
[18] 蔺焕萍.中医古籍数字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探讨[J].科技情报开发与
经济,2012,22(18):45-47.
[19] 曾燕.建设馆藏中医药古籍数据库的构想[J].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
志,2004,13(3):38-39.
[20] 刘文波,裴丽.中医古籍信息利用问题与数字化实施方案[J].中医药
信息,2010,27(6):115-117.
[21] 李兵.常用中医古籍数据库评价与分析[J].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09,
21(2):86-88.
[22] 符永驰,刘国正.中医药古籍的保护与利用研究[J].中国中医药信息
杂志,2006,13(4):99-101.

（收稿日期：2014-10-27；编辑：魏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