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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古籍保护与利用工作
10 年回顾与展望
张伟娜，李鸿涛，李兵，符永驰，佟琳，张华敏*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700
摘要：从中医药古籍抢救保护、中医药古籍知识挖掘与利用、其他工作等 3 个方面对近 10 年来中
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古籍工作进行全面回顾。中医药古籍抢救保护包括藏书环境改善、古籍修复、古籍
调研、古籍缩微与数字化、古籍整理出版等，中医药古籍知识挖掘与利用包括中医古籍资源数据库建
设、专题数据库建设、知识挖掘等，其他工作包括《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世界记忆名录》申报以及人
才培养等。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中医行业古籍保护和利用工作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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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Prospect on Ancient Book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Library of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in the Past Ten Years
ZHANG Wei-na, LI Hong-tao, LI Bing, FU Yong-chi, TONG Lin, ZHANG Hua-min*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de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n the work of Library of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in the past ten years from three aspects, such as the rescue and protection of TCM ancient
books, the knowledge mining and utilization of TCM ancient books, the other work, and so on. The rescue and
protection of TCM ancient books include the library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the repair, research,
microfilming and digit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and rearrangement and publication of ancient books. The
knowledge mining and utilization of TCM Ancient books include the resource database construction of TCM
ancient books, the special database construction and the knowledge mining. The other work includes the
declaration of National Rare Ancient Book List and 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 and the talent cultivation.
On this basis, this article also proposed a prospect of the work of ancient book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in
future TCM industry.
Key words: ancient book protection; ancient book utilization; work review; library
2005 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改名为中国中医科学

1 中医药古籍抢救保护

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古籍保护与利用工作也

1.1 原生性保护

开启了新篇章。近 10 年来，在国家古籍保护政策的

1.1.1

指导和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中医科学院图

建书库、增添设施等手段改善藏书环境。古籍书库

书馆古籍保护与利用工作取得丰硕成果。笔者对古

数量由 2 个增加到 3 个，书库面积增加了近 1 倍。

籍工作进行全面回顾与展望。

书库全部采用防虫、防潮、防尘的密闭樟木柜；并

藏书环境改善

2005 年以来，本馆通过改

购置低温柜用于新进库古籍的杀虫与消毒，从而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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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了进馆古籍中虫卵的继续繁殖。书库全部装有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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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8 年，本馆承担科研院所社会公益研

建立起本馆数模整合系统，对馆藏中医古籍及重要

究专项“中医药古籍保护技术体系研究与利用”，

档案文件进行数字化和缩微胶片的双向保存与利

通过多方位调研，构建了适合中医专业图书馆的古

用。目前已完成第一批古籍数字化图像的缩微复

[1]

制，共 10 万余页。

籍保护技术体系和规范 。
1.1.2

古籍修复

本馆 1985 年建立古籍修复室，
[2]

1.2.2

古籍整理出版

3 次全国中医古籍资源调查

先后修复挽救已经或濒临损毁的古籍 4500 余册 。

显示，现存于世的中医古籍约万余种，其中约 40%

以往的修复工作基本上都是纯手工修复。随着时代

已为孤本。这些孤本医书中不乏稀世珍品，抢救、

发展，近年来本馆积极向上级部门申请，先后购置

保存、传播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已成为刻不容缓的

了多种现代化修复设施及设备，如古籍修复高清工

历史任务 。选择其中书品完好、有长期保存价值

作台、古籍除尘洗涤机、古籍拷贝台、古籍恒温恒

和推广应用价值的孤本医书进行影印出版和点校出

湿真空展示柜、古籍修复多功能柜、古籍压平机、

版是十分有效的保护措施。1993－2015 年，本馆分

古籍纸浆补书机等，使古籍修复工作由传统单一的

9 批影印出版《中医古籍孤本大全》系列丛书 165

人力手工修复，逐渐向现代化、科学化、专业化修

种，其中 2005－2015 年完成 5 批 135 种。2014－

复方法过渡与发展，大大提高了修复质量与效率。

2015 年，本馆先后分两批点校出版《中医古籍孤本

1.1.3

丛刊》系列丛书 37 种。

古籍调研

中医古籍资源普查是中医古籍保

[2]

护的基础，本馆历来重视对古籍资源的调查研究。

2010 年，《中医古籍孤本大全》荣获第二届中

2005—2007 年，本馆在以往两次调研基础上，扩大

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给

调研范围，凭借项目专家多年从事专科文献、古籍

予这样的评价：“本套丛书不仅是中医临床、科

书目、古籍版本的丰富经验，并吸纳中医文献学、

研、教学人员的重要参考书籍，也是中医古籍保护

目录学最新研究成果，整合各种社会信息资源，历

与利用的典范。”

时 3 年之久，编纂完成《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由此

2 中医药古籍知识挖掘与利用

查明了国内 150 家图书收藏单位的 13 455 种中医古

2.1 中医古籍资源数据库建设

[3]

籍 ，基本摸清了国内现存中医古籍的家底。

基于多年的中医古籍数字化建设和数据库建

2008 年，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帮助下，本馆历

设，目前本馆中医古籍资源数据库已收录 2326 种中

时 6 年对所藏古籍数据进行了审核、登记和修订。

医古籍的提要及元数据信息，1220 种中医古籍的原

2014 年完成《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馆藏古籍目

文图像，71 种中医古籍的全文文本并实现图文关

录》出版，成为全国较早完成普查登记工作的古籍

联。数据库的总数据量约 52 万条，44 G。其中全文

收藏单位之一。

数据量约 7 G，可以通过中医古籍阅览系统实现电

2013－2015 年，本馆依托所级自主课题“全国

子阅览。本数据库可以在线编辑、图文阅览，并具

中医古籍资源调研、核查与联合书目编纂”，以

有简单查询、组合查询、全文搜索及后控词检索等

《中国中医古籍总目》150 家图书单位为基础，建

多种功能。

立全国联合书目数据库，随着深入调查，目前已完

2.2 中医古籍专题数据库建设

成 11 个省市地区的书目数据核查，更正书目 300 余

2.2.1

条，调研新增 37 家图书单位书目，采集书目 1800

古籍 110 种，并对古籍中的知识点进行信息标注，

余条，从广度与深度上扩大了中医古籍资源的调研

数据达 45 858 条，并在网上发布，实现对 110 种养

范围，充实了新品种、新内容，为《中国中医古籍

生古籍的多角度检索，并可浏览全文图片 。

总目》再版夯实基础。

2.2.2

1.2 再生性保护

中的中医古籍 45 种，为全文文本数据，原有条文

1.2.1

古籍缩微与数字化

中医古籍养生数据库

该库收录了中医养生

[4]

温病大成数据库

该库共收录《温病大成》

2009 年本馆依托院级

7612 条，经结构化处理拆分后生成条文共 10 339

课题“中医古籍数据库建设”，完成 446 种中医古籍

条。可以实现温病古籍的全文检索、条文阅读，并

缩微胶卷到数字化图像的转换，共约 12 万页。

能实现病、证、方、药的关联检索。

2011 年本馆开始组建馆藏资源数模整合系统，
即利用数字技术和缩微技术结合的数模整合技术，

2.3 中医古籍知识挖掘
中医古籍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医药知识，对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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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的知识挖掘是中医药创新的重要途径。本馆利

2009 年，本馆又先后被批准成为“国家级古籍修复

用现有古籍资源，从古籍结构型数据库的数据挖掘

中心”和“全国中医行业古籍保护中心”。

和古籍本体构建方面，先后对温病古籍、本草古籍

3.2 《世界记忆名录》申报

等进行了示范性的挖掘整理，探索了中医古籍深度

2010 年 3 月，本馆组织申报的金陵版《本草纲

利用的方法，从而为利用中医药古籍进行知识发现

目》（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和《黄帝内经》

提供参考。

（国家图书馆藏）在第四次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
首先通过

会会议上，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

文献调研采集温病古籍的相关文献信息，并对温病

2011 年 5 月 25 日，这两部著作在英国曼彻斯特召

古籍进行多维度的描述，参考本体论的研究方法，

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

描述温病古籍所蕴含的知识及内在联系，构建温病

会（IAC）第十次会议上，被批准列入《世界记忆名

古籍本体类框架，并基于此构建温病古籍知识检索

录》（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这是中国

系统。主要步骤包括：提炼温病古籍中蕴含的知识

传统医药典籍首次入选该名录，对弘扬中医文化、

点及知识结构，细化各种概念、术语和语义关系；

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提取包括疾病、病因病机、症状体征、证候、治则

3.3 人才培养

2.3.1

基于本体的温病古籍知识库构建

治法、方剂、中药及文献信息等相关概念、术语和

人才培养是古籍保护和利用工作的重要保障。

词汇，并进行规范；通过对概念、术语的提取，关

2006－2012 年，本馆单独承办或与国家古籍保护中

系的分析，概念的映射等规范表达温病古籍知识，

心、陕西中医学院图书馆、安徽中医学院图书馆、

形成温病古籍的相关知识体系，便于知识的检索与

长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等合办，先后 7 次组织举办

[5]

了全国中医行业古籍保护与利用培训班，培训内容

服务 。
通过

涉及中医古籍保护、编目、修复、数字化、整理与

文献调研和专家咨询，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本草古

利用研究等多方面，培训学员来自全国 30 余家单

籍，研究本草古籍的体例结构、知识特征，确定古

位，总计 300 余人次。各地学员参加培训后反映学

籍中本草知识的分类，在此基础上对各类本草古籍

习效果良好，不仅提高了自身业务素质，而且对业

知识进行系统梳理。基于本草古籍原文，以药物为

务工作和科研工作都有很大启发。

2.3.2

基于知识组织的本草古籍知识库构建

核心，提取名称、性味、归经、功用、主治等各类

2014－2015 年，本馆先后两次选派 3 名古籍工

知识，参考相关标准和工具书，制定数据提取和编

作人员参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古籍修复基

辑规范，通过数据提取梳理本草古籍的语义类型和

础班”，系统学习和掌握了古籍修复技能，壮大了

语义关系。通过对原文的解析、关联，形成以药物

本馆古籍修复力量。

为核心的知识体，以原文为基础对各类知识之间的

目前，本馆从中医古籍存世的实际情况出发，

概念关系进行分析，定义知识之间的语义关系。基

构建了资源普查、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文献

于本草知识的关联词表，形式化表示本草古籍知

整理与知识发掘紧密结合的中医古籍抢救保护、发

[6]

识，设计并构建本草古籍知识库 。

掘利用模式，对有效抢救濒于失传的中医古籍，发

3 开展其他工作

掘古医籍中具有原创优势的中医知识、丰富发展中

3.1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

医理论、有效指导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2007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

2010 年“中医古籍抢救、发掘与利用模式研究与示

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在“十一五”期间大力

范”项目荣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本馆对该计划持续关

4 展望

注并积极参与。2008－2011 年，本馆先后 4 次组织

回首 10 年，本馆在各级领导部门的指导和关怀

20 余家中医专业图书馆共同进行《国家珍贵古籍名

下，在全国各类图书馆，尤其是中医专业图书馆同

录》以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工作。目

行的共同努力下，在中医古籍保护、抢救、发掘与

前全国中医行业已有近百种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

利用领域，做了一些探索性的开发与利用工作。但

籍名录》，其中本馆入选 43 种。2008 年，本馆被

是中医古籍保护与利用工作是一项长期的、专业性

国务院批准成为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很强的工作，任重而道远，展望未来，大家满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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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人才队伍方面，当前从事古籍工作的

第一，在古籍资源建设方面，随着中医古籍关

人员年龄逐渐年轻化，学历也明显提高，这为古籍

注度的不断增加，随着民间私人收藏古籍的不断发

工作增添了不少新动力，有利于今后古籍工作的全

现，藏书单位古籍编目工作的更加完善，海外中医

面延续。就整个中医行业而言，已逐渐形成了老中

古籍调研的不断开展，将会有新的中医古籍被发

青学者结合、多学科专家汇集的中医古籍科研团

现。虽然数量不会太多，但是这对于进一步扩充中

队，大家共同努力，在良好的合作氛围下，群策群

医古籍资源、加深中医古籍普查具有重要意义。

力，一定能够将古籍保护和利用工作做得更好。

第二，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目前《中华医
藏》已基本完成调研和选目工作，随着该项目的不
断推进，中华医籍尤其是中医古籍，将得到全面系
统的整理出版，这对于中医古籍的保护和利用、中
医药继承创新发展以及中医药文化大繁荣都将发挥
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在古籍数字化方面，中医古籍数字化改
变了古籍文献的传统利用方式，能够较好地解决好
古籍资源“存”与“用”的矛盾。随着大数据时代
的到来，利用各种信息技术和数据挖掘方法对中医
古籍中蕴含的中医药理论和技法知识进行挖掘，是
中医药知识发现和知识创新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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