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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地区古籍数字化问题及对策*

高 娟 刘家真

摘 要 对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地区古籍数字化的主要成果进行总结，指出古籍数字化工作应从简单的文献揭示向有

序的知识组织发展，而由于前阶段工作的无序导致该发展过程极为艰难。本文通过数据分析与实证调研，分析这一现象

出现的制约因素: 数字化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大量数据难以共享; 古籍数字化的认识和定位不准确，基础性建设滞后。带

来潜在的风险包括: 古籍原典被损坏的风险增加; 数据垃圾增多; 古籍数据灾难发生的几率增大。提出了突破该瓶颈的

对策: 提升对古籍数字化的认知度; 确立统一协调的领导机构; 加强古籍数字化的基础性建设。图 1。表 4。参考文

献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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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Digital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in Mainland China

Gao juan ＆ Liu Jiazhen

ABSTＲ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ain achievements of the digit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in

Chinese mainland，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digit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should develop from simple literature revelation to orderly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organizations， however， due to the disordered work at the first stage， this development process is ex-

tremely difficult.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constraint factors of this phenomenon by means of data analysis and empiri-

cal research as follows: the quality of digital products varies greatly， resulting in the difficulty of sharing large amounts of data;

inaccurate understanding and positioning of the digit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basic construction is lagging behind. These prob-

lems could bring about the following risks: increasing risk of the originals of ancient books being damaged; increased junk data;

large probability of the data disaster of ancient books. In order to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 we should take the following

measures: enhancing awareness of the digit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establishing a unified and coordinated leading agency;

strengthening the basic construction of the digit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1 fig. 4 tabs. 33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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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国大陆地区开始中文古

籍数字化工作以来，历经 30 余年努力，在数字化的

古籍数据量、数字化技术和理论研究方面均取得一

定成绩，但也面临不少问题。随着古籍数字化数据

量的累积，相关问题也随之放大，并成为制约古籍

数字化进一步发展的阻力。

1 中国大陆地区古籍数字化的主要成就

1. 1 已经创建了一批古籍数据库

据 2010 年的不完全统计，我国大陆地区有 179

家单位( 含隶属于某机构的个人) 从事古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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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形成各类数据库( 包括各种古籍书目数据库、古
籍全文数据库等) 415 个，许多数据库的字数都在 1

亿以上［1］。较权威的统计表明，2012 年我国公藏

机构已经拥有超过 20 亿字的数字化文本格式的古

籍［2］。一些已成规模的大型古籍数据库还在原有

基础上不断拓展和完善［3］。尽管古籍数字化成果

累累，但由于多种原因，至今尚无法完成一份完整

的古籍数字化资源普查报告［4］，因此无法准确地统

计被数字化古籍的存量数据。

1. 2 与古籍数字化相关的应用技术发展较快

与古籍数字化相关的应用技术主要进展见

表 1。

表 1 古籍数字化技术的发展

相关技术 作 用 进 展

数字化输入技术 古籍资料图像化
除照相、扫描外，还具有缩微胶片扫描技术。可依数字化需求( 原件现

状、经费状况及保护古籍等) 选择采用。

OCＲ 光学

识别技术
全文数字化

由简单的 OCＲ 软件，研发出对古籍图片识别率较高的 OCＲ 识别软件，

如“数码翰林”软件等，提高了部分古籍全文数字化的效率，但仍有局限

性，这方面技术发展缓慢。

字处理技术
古籍用字需求的汉字

编码与字符集

2011 年“中华字库”工程从筹备阶段正式进入全面研发建设阶段。可对

我国所有的出土、传世文献和当代文字作品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可为其

建立各类文档或数据库［5］。

智能化处理技术
对古籍数字化的信息

单元进行分合与重组

古籍数字化后的内容分析工具得到开发，如“中国历代典籍总目分析系

统”［6］、“版本比对与智能辅助标点系统”［7］等通过鉴定。这些技术不仅

可为用户提供针对性强的古籍资讯服务，还可以提高古籍整理效率。

网络技术
支持数字化古籍因特

网全球检索的平台

已经开发出支持数字化古籍跨平台、跨系统检索和浏览的相关网络平

台，如“中文网络应用平台”( 中易信息技术公司)。

1. 3 古籍数字化国际合作项目逐步增多

以国际合作项目的形式，与国外典藏机构合

作将流散海外的古籍文献数字化，使中国古籍文献

的数字信息回流祖国; 或与国外机构或基金会合

作，对国内的古籍进行数字化。这类国际合作项目

在我国日益增多，我国承担国际合作项目的机构主

要是公藏机构，其中国家图书馆承担最多。表 2 是

已有的与海外合作的项目。

表 2 古籍数字化的国际合作项目

启动时间( 年) 项目来源 海外合作机构 数字化对象 国内共享途径

2001［8］

2009—2010［9］
与国家图书馆签约

英国国家图书馆 国际敦煌项目 中文网站“敦煌遗珍”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京

大学、哈佛大学

海外图书馆所藏古

籍善本

国家 图 书 馆 网 站 免 费

使用

2003［10］ 与上海图书馆签约 美国 My Family 公司 家谱 上海图书馆－家谱数据库

2004［11］

国家发改委“高等学校

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

际合作计划”( CADAL)

第一期国外合作机构为美国

卡内基·梅隆大学; 第二期项

目海外合作机构阵容庞大

国内参建单位收藏

的古籍、民国文献

与地方文史资料等

“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

合作计划”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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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外开展的国际合作项目，除丰富了我国古

籍的数字文化遗产，还给古籍数字化工程带来了先

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如“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

字化国际合作计划”，第一期工程已经扫描加工来

自16 个参建单位的中文古籍155，910 册，二期目标

将拓展中文古籍 10 万卷，民国文献 10 万册，地方

文史资料 30 万件。在该项古籍数字化国际合作项

目中，通过中美合作研究还确立完善了古籍数字化

的技术标准与规范，形成一套成熟的管理与服务的

技术平台。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第二期项目的海外

合作者包括港澳学术机构以及印度、泰国、埃及、新
西兰，一些世界上知名的 IT 公司( 如 IBM、HP 与

Internet Archive 等) 及全球数字图书馆计划( UDL)

也加入进来［12］。更多的先进管理经验与 IT 技术

不仅有利于我国古籍数据的标准化建设，也有可能

为全球华文古籍数字化的共享奠定基础。

2 古籍数字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及潜在风险

在我国，仅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

近年来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部署下，按照“统一

规划、统一标准、合作共建、资源共享”的原则开展

古籍数字化工作。30 年来数字化古籍的数据多是

在数字化主体的各立门户、满足各自需求的状态下

产生的，成规模的数字化主体主要有三类: 教学和

研究机构、图书馆、商业机构［13］。由于不同制作

机构各有其考虑、各有其利益，因此在标准与规

范方面难以统一，独立成库，互不开放，不仅难以

与其他古籍数字化项目共享资源，也很难纳入统

一平台进行整合与管理［5］。较多的专家与学者

认为，我国大陆地区的古籍数字化经过迅猛发展

后，近几年进入了发展缓慢的瓶颈期［3］。

2. 1 制约古籍数字化持续发展的表象问题

随着 IT 技术的普遍应用以及用户信息素质

的提高，如何利用已经开发的内容分析工具去处

理已有的古籍数据出现了阻碍，使得古籍数字化

工作难以从简单的文献揭示跨越到知识组织。

即便是当前几大古籍书目数据库要联合起来都

有困难，表 3 是对大陆地区主要书目数据库的

比较。

表 3 中国大陆地区主要古籍书目数据库比较

古籍书目数据库名称 编目规则 元数据格式 成 员

CALIS 古籍联机编目 CALIS 古籍联机合作编目规则 DC 藏有古籍的国内高校馆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数据库

中国科学院古籍联合书

目数据库

传统四部分类法古籍编目规则、

［《古 籍 著 录 规 则》( GB/T

3792. 7 －2009 ) ］

CNMAＲC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参与单位

DC
中国科学院系统下属 16 个有古籍收藏

的图书馆

中华古籍善本国际联合

书目数据库
中文善本国际联合目录( ＲLIN)

USMAＲC 转

CNMAＲC

约有30 余家图书馆; 国外主要为除美

国国会图书馆外的北美所有主要藏有

中文古籍善本的图书馆，以及日本的图

书馆

基于文献分析与数据调研，本文认为制约古籍

数字化持续发展的表象问题主要有古籍数字化的

大量数据难以共享、数字化产品质量良莠不齐等

( 见表 4)。

对于阻碍古籍数字化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国内大多将其归于以下问题: 缺少国家标准与资源

整合［3］，无统一发布平台等［19］。

2. 2 古籍数字化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表象仅是人们对表征问题的感知，并非表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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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制约古籍数字化持续发展的表象问题

问题 大量数据难以共享 数字化产品质量良莠不齐

主

要

现

象

文件格式不统一。除常见的 txt、doc、html 格式外，还有 exe、

pdf、wdl、pdg、ebk、edb 等［14］。

数据库的分类方法不统一: 四部分类法，八分法，中国图书

馆图书分类法，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按时间( 朝

代) 分类，按体裁分类，以及其他分类法( 如 LCC、NDLC、

OPAC 等)［1］。

字库 及 字 体 不 统 一: GB2312，GBK，UNICODE，UTF-8 及

其他［17］。

输入错误或者文字识别技术上的不足，造成错

字错句或篇章错乱［15］。

数字化古籍产品开发者忽视版本选择及内容

的校勘和特殊字词的处理，使特殊汉语字词被

乱用、错用［16］。

古籍中一些特殊字词古今混用［18］。

正文和注混在一起［16］。

数据库错误严重［16］。

题的本质，本质是产生这些问题的实质，也是必须

解决的根本问题。笔者认为，导致我国古籍数字化

停滞不前的制约因素主要在于国内对古籍数字化

的认知度不够，以及古籍数字化的基础建设滞后于

古籍数字化实践的需要。
2. 2. 1 对古籍数字化的认知度不够

国内对古籍数字化认知度不够主要体现在以

下方面。
( 1) 对古籍数字化的认识不够

数字化是一种工具，古籍数字化有多种用途，

如有利于古籍的利用与再利用、有利于保护古籍原

件、有利于对原件的修复等［20］。古籍数字化的多

种用途与其终极目标不是等同的，其终极目标是达

到保护原典与便于古籍的利用与再利用。目前国

内对古籍数字化的认识不全面，如“古籍数字化最

终指向定位于为知识发展服务”［4］，“古籍数字化

的最终目的，是更大范围、更便捷、更有效地使这些

文献为人们所利用”［14］，“古籍数字化应立足古籍

保存与内容服务”［21］以及为了便于典藏、流通、研
究与教学等。

认识决定行动，对古籍数字化认识不全面带

来的行动偏差必然导致数字化过程中的风险出现

( 见 2. 3 小节) ，或是影响到与古籍数字化相关技术

方法与技术指标的选择，还会影响到古籍数据管理

策略的制定，包括与古籍数字化相关的系列技术标

准与管理标准的制定，优先数字化对象的选择、古

籍数字化数据档案库的建设等。
( 2) 古籍数字化的定位不明

对古籍数字化的认识与其作用的理解程度直

接影响到对古籍数字化行动的定位: 古籍数字化是

离散的项目还是系统工程。

从我国近 30 年的古籍数字化实践来看，“古籍

数字化的工作基本上是单干，各筹资金，各立项目，

缺乏信息、技术与成果的共享”［16］。学界对古籍数

字化走出瓶颈的建议也大多是采取“一事一议”的

方式，试图分项解决。如在解决古籍数字化资源共

享上，有建议通过技术途径解决问题，建立古籍数

字化资源导航库［9］、基于元数据的格式统一以整合

资源［22］等。也有建议通过某种形式的共享协议或

技术，使所有的资源能够在同一平台上使用并互相

调用［6］。还有建议成立各类统一协调机构来解决

资源共享并避免重复建设，如建议设置由政府组织

的统一协作机构，使用统一标准和可兼容的数据格

式，建设开放的资源获取平台，以完善古籍数字资

源建设［23］; 还有建议成立相关的行业组织［24］、古籍

数字化业界联盟［4］或电子古籍整理委员会［25］进行

组织和协调，以结束“群雄割据”的时代，使古籍产

品规范化。

以上建议均具有可借鉴性，但仅以离散的项目

是无法化解古籍数字化的瓶颈的。古籍数字化并

非是离散项目的组合，它是需要较多的相关群体

( 如古籍馆藏管理者、数字化工作者、知识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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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技术人员等) 为达到古籍数字化目标，在较长时

间内不断进行协作才可能实现的系统工程。因此，

古籍数字化必须在终极目标的整体权衡下，统筹规

划其相关部分，使其既具有自身的一定目标又能够

最大限度地相互协调，借以达到最优化设计、最优

控制和最优管理的目标。

对古籍数字化的认知度决定了古籍数字化工

程的战略、方针与发展方向，我国有专家指出，“现

在需要更多地关注古籍数字化工程的指导思想和

理论模型的研究，解决我们所遇到的困难，特别是

理论的研究、技术的发展和实用的需要等各个方面

需要很好地结合起来。行其所当行，止于其所不得

不止。”［16］还有专家指出: 古籍数字化的理论问题

比技术问题更为重要，因为一旦理论发生了偏差，

技术越高明，则解决方案越是难以成功［26］。
2. 2. 2 古籍数字化工程的基础性建设滞后

古籍数字化是一项工程，需要基础性建设，这

些基础性建设是基于古籍数字化工程的基础需求

而提出的，如实现古籍数字化目标的需求架构、数
字化对象的实施范围、数字化的实施方式、数字化

的标准与规范、数字化产品的质量鉴别标准等，这

些基础性建设是古籍数字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

保障古籍数字化目标实现的支撑与必备条件。我

国这项基础性建设被忽视或滞后于古籍数字化实

践，至今学者还在呼吁: 有必要制定古籍数字化中

长期规划以避免选题重复开发，也有利于古籍保

护［27］; 要制定古籍数字化的整体规划，包括数字化

对象的内容、工作重点和合作分工的确定，以及相

关标准、规范的统一等，这些都是目前工作中急需

解决的问题［28，13］; 选题是统筹规划的重要内容，在

古籍数字化的选题过程中，应把握满足需求原则、

特色开发原则和注重版本原则［29］。

2. 3 存在的潜在风险

古籍数字化的基础性建设缺失不仅制约了我

国古籍数字化的可持续发展，还隐含着有可能摧毁

文化遗产的风险。
( 1) 古籍原典被损坏的风险增大

古籍原典是古籍数字化的基础，数字化拷贝

的质量与其原典的维护状况是紧密相关的。原典

含有其数字化拷贝不可能有的信息，是比对数字版

本准确与完整的基础。古籍数字化信息是永远不

可能取代原典的，因为原典是人工制品，是人类跨

时空沟通的工具。但在数字化活动中，为了当前的

利益，原典是最大的受害者。损害原典可能性较高

的风险因子有:

① 古籍原典被反复数字化

同一古籍被反复数字化多是由于缺乏整体的

数字化规划，原有的数字化数据难以满足当前再利

用的需求，或是原有的古籍数据因技术更新而读不

出［30］。这不仅提高了数字化成本，更是对古籍原

典的摧残，一旦古籍原典被损坏到难以再数字化而

其原有的数字化数据又无法读出时，文化遗产也就

随之消亡［31］。

② 追求数字化效率与效益，忽视原典安全

在数字化过程中，数字化的效率及效益与原典

保护始终是一对矛盾。追求模数转换的效率与效

益，有可能在数字化多个环节造成原典受损，特别

是追求商业利益的数字化项目。缺乏古籍数字化

的整体规划或对古籍数字化认识不够全面，都是造

成这类风险因子的基础。
( 2) 成为数据垃圾的风险增多

数据垃圾是无用或无法用的数据。缺失数字

化技术统一规范而造成的数据孤岛，在今后古籍数

据集成化管理中，有可能成为无法集成的数据垃

圾。此外，大量的古籍数据得不到有计划的、妥善

的维护，也会由于介质损坏或技术的更新换代无法

读出而成为数据垃圾。缺乏长期的、整体的古籍数

字化规划，仅只考虑一时一事，必然导致这类风险

增高。
( 3) 古籍数据灾难发生的几率增大

古籍数据在利用与管理过程中，会遇到各种不

确定事件，这些事件发生的概率及其影响程度是无

法预知的，各自为政的数据管理格局，对灾备考虑

的欠缺以及缺乏防灾的能力，都会使古籍数据发生

灾难的风险增大。

以上风险均与我国缺乏古籍数字化的战略性

规划相关。以上风险中的第一点和第二点发生的

114



高 娟 刘家真: 中国大陆地区古籍数字化问题及对策
Gao Juan，Liu Jiazhe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Digital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in Mainland China

2013 年7 月 July，2013

几率相当高并已凸显，第三点的发生几率虽小但后

果相当严重。没有风险意识与相关的风险控制管

理，古籍数字化有可能成为一场灾难。

我国古籍数字化基础性建设薄弱，存在较多

的瓶颈制约因素，加强基础性建设显得更加紧迫。

台湾地区古籍数字化开发的成功，与其率先启动古

籍数字化的基础性建设相关，为古籍数字化以及文

化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这点是相当值得大

陆地区学习的。例如，为使台湾地区数字典藏促进

台湾地区人文与社会、产业与经济的发展，台湾地

区政府制定了系列的规划，如“数字典藏‘国家’型

科技计划”第一期计划( 为期五年) 已将台湾地区

重要的典藏数字化，并建立“国家”数字典藏素材

库。随后的“数位内容产业白皮书”全面规划了如

何利用“国家”数字典藏素材，进行各种增值性开

发，通过一系列政策与措施推动了台湾地区的内容

产业发展［32］。规范台湾地区典藏数字化的“数字

典藏技术汇编”，从 2002 年制定以来不断更新，从

2002 版发展到 2004 版、2006 版及 2007 版( 当前最

新)。其 2007 版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数字

典藏品的识别与描述”( 共分为10 章) ，主要涉及数

字典藏品的分类及元数据制订; 第二部分“典藏品

的数字化制作”( 共分为 3 章) ，是对原典藏品产生

数字化信息产品活动的规范，包括数字化工作流

程、扫描及委外相关作业等的规范; 第三部分“数字

典藏技术与系统开发”( 共分为 6 章) ，包含储存媒

体与单元格式等储存环境信息，各种数字典藏保存

与维护的方法，以及检索机制、数字典藏展示、多媒

体、中文汉字处理等技术的规范［33］。

3 走出古籍数字化瓶颈的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走出古籍数字化瓶颈的路径

已经明晰。首先必须提升对古籍数字化的认知度，

明确古籍数字化在我国的定位。基于以上认知才

可能正确地确立古籍数字化的统一协调领导机构，

以及如何通过强化基础性建设达到古籍数字化的

基本目标。

3. 1 提升高层管理者对古籍数字化的认知度

与所有文献数字化的目的一样，古籍数字化

的目的也是为了便于利用，但并不止于此。数字化

虽然不能替代保存或维护，但却可以通过利用数字

化产品降低人们对古籍原件的直接接触，以达到保

护古籍的目的。古籍不同于一般的文献，它集历史

文物价值、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于一体。富含中华

文化元素的古籍不仅是中国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

文化宝库的一部分。古籍数字化首先是为了保护

典籍，然后才是拓展数字典籍的利用途径，使数字

典藏在与文化产业和市场的结合中达到文化的传

承与可持续发展。因此，古籍数字化不单是一项技

术工程或管理工程，更是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 见

图 1)。

图1 古籍数字化工程

古籍数字化的以上认知，只有被高层管理者接

受才可能降低数字化风险。高层管理者位于层级

组织的最高层，他们需要面向更长期的未来考虑问

题，负责确定组织目标，制定实现既定目标的战略;

根据组织内外的全面情况，就影响整个目标实现的

问题进行组织间的沟通与决策。与古籍数字化工

程相关的高层管理者包括文化部门的主要领导、负
责全国古籍管理的主管以及各古籍收藏机构的主

要负责人，他们或参与古籍管理的重大决策，或全

盘负责我国古籍数字化工程。只有他们提高了对

古籍数字化的认知，才有可能在策划古籍数字化项

目时通盘考虑古籍的利用与安全，在批准某项古籍

数字化项目时避免重复性，并按照保护古籍的要求

给古籍数字化项目配置资源，并在考核数字化项目

实施时将古籍是否受到保护作为重要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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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确立统一协调的领导机构

古籍数字化工程是一项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

必须设立统一协调的领导机构，统一指挥、组织协

调各方力量以系统推进古籍数字化工作。鉴于中

国的国情，该领导机构需具有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与

丰富的古籍数字化经验，方可能对古籍数字化所涉

及的多主体、多环节进行有效协调。在既有的多个

古籍数字化领导机构中，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可以担

当此重任。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依托于古籍藏量最丰富、

数字化古籍量最多的国家图书馆，在文化行政部门

领导下，可跨越古籍公藏机构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

格局，对全国古籍的普查、中华古籍综合信息数据

库及中华古籍数字资源库建设负有行政管理职能。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可借助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

际联席会议，就古籍数字化工程涉及的问题与文化

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文物局、国家档案

局、国家民委、新闻出版总署、宗教局等进行协调，

从国家层面解决古籍数字化工程运行过程中可能

遇到的各种需要协调的问题。

鉴于此，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职责应从仅围

绕古籍保护的“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全国古籍保

护培训”及“全国古籍保护研究”扩展到负责全国

古籍的数字化及古籍信息增值性开发。只有这样，

才可能将古籍的保护与利用融为一体，在有效保护

古籍的前提下开展古籍的数字化及其他类型的开

发活动。

3. 3 加强古籍数字化的基础性建设

基础性建设是保障古籍数字化目标实现的支

撑与必备条件，其主要部分包括古籍数字化的国家

规划、古籍数字化的质量评价与标准建设等。这些

均属于软工程但具有全局指导性，需要列入文化行

政部门优先部署的战略规划中。许多基础设施建

设具有跨域性，需要古籍收藏机构、数字化技术部

门以及古籍研究人员共同参与。目前急需展开的

基础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
( 1) 古籍数字化的国家规划

古籍数字化的国家规划是实现古籍数字化工

程目标的顶层设计，是创建古籍数字化质量评价准

则和数字化标准的行动纲领。古籍数字化国家规

划的重要作用是统筹全局地制定的纲领性政策，不

为任何利益集团所俘获，依据古籍数字化目标来协

调数字化工程各环节的衔接和配合。
( 2) 古籍数字化产品质量评价标准

古籍数字化产品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古籍信息

的可获取性，获取的古籍信息的准确性与完整性。

在古籍数字化的所有环节以及对各类数字化产品，

按照一定的评价原则和评价标准对其进行质量评

价相当重要。缺失这一基础性建设，就难辨优劣，

也无法控制垃圾数据的产生。
( 3) 古籍数字化标准

对于多主体、多环节的古籍数字化工程，古籍

数字化标准建设是最基本的，它不仅是古籍数字化

产品的质量保证，也是促进技术合作、便于协调统

一以及保障数据最大共享的基础。在古籍数字化

的标准建设上，目前最为迫切的是对国内外已有古

籍数字化相关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

进行全面分析评价，在此基础上依据我国古籍数字

化工程的目标与任务，建立可为各数字化主体认可

的标准规范体系框架以及可以共同遵守的统一

标准。

除此之外，古籍数字化的基础性建设还涉及一

系列互利互惠、促进共同发展的机制与制度建设，

以促进古籍数字化工程各利益主体结为长期战略

合作伙伴，共同推进古籍数字化工程的可持续发

展。这些均需要在古籍数字化工程推进过程中，不

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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