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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回顾了国内古籍数字化的现状，比较了不同类型数字化的特点，讨论了中医药专业古籍

数字化建设及本草类古籍在内容结构上的特殊性，分析对比了国内常见的中医药专业古籍数据库的功能

特色。以《植物名实图考》为例，开展了本草古籍数字化服务模式的新尝试。提出将数字化古籍进行知

识点切割和文字识别，经过编号、命名、标引，形成独立的知识单元，嵌入到基于 J2EE 的 SSH 框架的

东北地产药用植物学术资源平台，通过语义知识点与平台相关联，扩展检索路径和利用方式，形成专题

性知识服务系统。在丰富平台服务内容的同时，扩展古籍的利用途径和探索古籍数字化的新模式，有助

于对古籍进行深入挖掘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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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digit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in China, 

compar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ypes of digitization, discussed the particularity of digitization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TCM ancient books and books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in contents and 

organization, and compared the functional features of the common TCM professional ancient book databases in 

China. Taking the Zhi Wu Ming Shi Tu Kao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conducted a new try for digitization service 

mod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books. It proposed semantic knowledge point cutting and character recognition 

for the digitized books, form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unit through numbering, naming and indexing, and to 

embed to the Platform of Northeast Local Medicinal Plant Academic Resources based on SSH framework of the 

Java. The expansion of the use of ancient books and exploration of the new mode of digit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can be realized at the same time with enriching platform services, which can help deep excavation and use 

of ancient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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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是指以纸为载体抄写或未采用现代印刷技

术印制的书籍，而且这些书籍往往经过百年甚至千

年的保存和利用，已经非常脆弱。为了对其实施保

护，同时方便开发和合理利用， 有效的方法是进

行数字化处理，实现古籍整理、存储、检索、阅读

及传输的电子化。虽然古籍数字化相关研究与实践

探索已经有 30 余年的历史[1]，但在数字化技术、采

取的数字化模式、建立的服务平台等方面还存在着

参差不齐的现象，在对古籍的保护和利用方面还有

诸多需要探索之处。本文以本草类古籍为例，对古

籍数字化的路径、技术、方法及嵌入至学术资源服

务平台的可行性进行探讨。 

1  古籍数字化研究与实践现状 

古籍保存对温湿度、照明、紫外线、空气净

化、通风、防虫防鼠、消防安防等各种环境要求非

常高， 重要的是在古籍使用过程中的人工磨损给

古籍的保存和利用带来现实上的矛盾。随着计算机

技术的应用普及，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在我

国陆续开展了对古籍的数字化研究探索，既有助于

对古籍进行永久性保存及再生性保护，以减少因环

境和人为等因素造成的损失，同时还可以方便对古

籍的整理、存储、交流、传播与利用，促进对古籍

文献信息开展有效利用和深入研究。 

在古籍数字化研究与实践中，存在着不同的数

字化处理方式和服务模式。除了古籍书目数字化以

外， 主要的是将古籍以“文本版”或“图像版”

形式数字化，以光盘或磁盘作为存储媒介提供浏览

检索服务。两种方式在文字识别、全文检索、存储

空间、浏览阅读等方面各有优缺点[2]。目前，无论

是对单种古籍的数字化还是对批量古籍数字化后建

立数据库，无论是图像库还是文本库，无论是光盘

版或是网络数据库平台，基本都是以图书整体为单

位提供浏览或检索阅读服务，可以称为文献型数据

库。在已经建设的古籍数字化平台所采取的文本

型、图像型和图文型等数字化处理类型和服务模式

中，也体现出不同的特点（见表 1）。 

表 1  不同类型的古籍数字化方法及特点比较 

类型 数字化方法 优点 缺点 

文本型 通过手工方式重新录入及人工校对，形

成古籍全文的电子文本 

经过标引、校勘，可全文检索，且贮存

空间小，检索速度快 

不能保持古籍原貌，文字录入难度大，生僻

字难处理，易出现错讹，不利于古籍研究 

图像型 将古籍直接以图像格式扫描并著录题

名、作者、版本等题录信息 

录入简单，能保持古籍原貌，避免错

误，便于古籍研究 

不能全文检索，贮存空间较大 

图文型 扫描图像格式，并 OCR 识别，转换为文

本，校对，并提供古籍的图文对照 

既可实现全文检索，又可浏览原貌古

籍，方便古籍研究与利用 

易出现文字差错 

在古籍数字化过程中，除了整体数字化并提供

服务外，也有学者提出了一种基于知识元的知识表

示方法。通过对中医古籍知识结构、语义解释方式

以及语义关系的分析研究，建立中医古籍语料库，

对古籍知识元进行解析，实现基于内容的数据库检

索和知识关联[3]，从而在常规的古籍文献型数据库

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古籍知识库。 

2  专业性古籍数据库平台建设及本草类古籍特殊性 

2.1  中医药古籍数据库建设现状 

经过探索与实践，在初期的注重综合性古籍图

像或文本数据库建设的基础上，逐步扩展建设专业

性、专题性古籍数据库。国内的中医药信息研究机

构在中医古籍数字化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陆

续建立了多个中医药专业性古籍文献数字化服务平

台，如由中国中医科学院开发的“中医药珍善本古

籍多媒体数据库”“海外回归中医古籍善本集粹”

等。此外，国内专业数据库公司也相继开发建设了

多个中医药古籍数据库平台，而且这些平台在收录

古籍数量、录入方式、利用途径、服务模式等方面

各具特色，基本实现了文字识别或录入、人工校

对、全文检索、图文对照等功能（见表 2）。 

2.2  本草类古籍的内容结构特点 

本草古籍是中医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载着

中草药在疾病治疗、食疗养生、美容保健等方面的

应用，凝聚着古代医家的临床实践经验。古籍数字

化建设为本草古籍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带来新的契

机，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素材。 

与中医药其他类别的古籍相比，本草类古籍在

编制结构和内容上具有结构性明显和条目化清晰等

特点。例如《植物名实图考》，每个植物药均为一

个完整的结构化条目，包括：植物药名、别名、功

能主治、生长特点、药用方法、用法用量及注意事

项等，构成了完整的知识单元。其他本草类古籍也

有类似结构。一般药用植物的记载大都包含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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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名、俗名、代称）、分类（上中下三品、来

源、自然属性、功能分类）、来源（物种、部位、

生境、记载）、性味（阴阳、五行、四气、五味、

归经、升降、毒性）、配伍（单行、相须、相使、

相畏、相杀、相恶、相反、君、臣、佐、使）、功

用（功效、副作用）、主治（主证、主病）、组

方、炮制（制法、器具、炮制时间、辅料、贮藏、

禁忌）、采收（时间、方式）、地域（产地、道

地）、鉴定（色泽、气味、形状、质地、辨伪、质

量、类药）、用法（入药方法、服用方法、服药时

间、用量、注意事项）、禁忌（配伍禁忌、饮食禁

忌、人群禁忌）、引用（人物、论述）等知识点。 

表 2  5 种中医药古籍数据库平台及特色比较 

平台名称 制作单位 收录范围 功能特色 

中华医典 嘉鸿科技 中医药古籍 1156 种 重新文字录入，无原文图像，实现文字自由选择拷贝、

关键字词检索，检索结果可直接导出文本 

中医典海 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 中医古籍 1000 种 手工录入，图文逐页对照，还原式页面，快速全文检

索，可编辑、下载和打印 

瀚堂典藏中医药文献库 北京时代瀚堂科技有限公司 中医古籍 750 种 采用国际通用超大字元集进行加工校勘，文本精准无缺

字，图文对照，高速全文检索 

中医中药古籍大系 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 中医药古籍 104 种 图文对照，文本页面保持了原书板式，差错率低，实现

全库整合全文检索 

域外汉籍数据库 上海睿则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海外汉籍子部医家类 270 种 彩色扫描图像，可按分类浏览及按书名、作者、年代、

版本等题录检索 

本草类古籍的这些特点有利于对知识单元的抽

取并与其他相关数字资源进行整合和相互关联，以

及在全文对照和构建多途径检索功能方面实现更为

精准的检索。同时，也有利于对相关概念、属性、

功能主治的聚类和社会网络分析。因此，在对本草

类古籍的数字化研究探索中，有学者在构建图像库

的基础上，进行文字识别、解析和校对处理，进一

步构建数字化文本库，并实现对古籍的字词频统计

和异体字汇聚显示等辅助研究支持功能，建立集加

工、阅读、检索、维护、交流为一体的本草古籍数

字化信息平台[4]。 

3  本草古籍数字化服务模式的新尝试 

3.1  数字化古籍嵌入平台的设计思想 

根据过去数十年古籍数字化的经验总结及本草

类古籍的编制特点，我们结合“东北地产药用植物

学术资源平台建设项目”，尝试将本草类古籍数字

化并嵌入平台结构中，整合平台服务与古籍知识，

通过古籍内容的知识点与平台相关联，形成专题性

知识服务系统，从原来的古籍文献服务向古籍知识

服务的转化，有助于对古籍文献的知识挖掘与利

用。本研究以在历代本草著作中收载植物数量 多

的清代古籍《植物名实图考》为例，对其数字化过

程和平台嵌入方法进行探索尝试。 

3.2  制定图像扫描原则并实施 

根据扫描设备状况及古籍数字化平台的需要，

制定详细的古籍图像扫描规则，以及图片编号、文

件夹命名、工作量计算、任务分工等方法细则。并

根据选择的书目和版本，有计划地进行古籍图像扫

描和系统编号。 

3.3  图像处理及知识单元抽取 

为了便于数字化平台对古籍的识别和应用，根

据平台的要求，对扫描的图像进行色彩转换、去

噪、倾斜度校正等处理。根据《植物名实图考》内

容编制结构和知识点进行图片切割、文字识别和人

工校对，并分别进行编号、命名、标引，形成独立

的图像和文本格式的知识单元，上传服务器。 

3.4  嵌入学术资源平台 

平台建设的总思路是参照已有的中医古籍数字

化建设成果并结合东北地产药用植物学术资源平台

现已开发运用的状况，基于 J2EE（Java2 平台企业

版）的 SSH 框架（struts＋spring＋hibernate 的集成

框架）予以实施。平台设计对古籍内容提供图像和

文本格式两种显示界面。将本草古籍的知识单元内

容通过超文本链接嵌入到平台药用植物的相应条目

中，并借助平台的多种检索途径实现对本草类古籍

知识的灵活利用。 

4  学术资源平台的框架与模块功能设计 

4.1  平台的界面设计 

在东北地产药用植物学术资源平台系统框架的

基础上，对平台系统和子系统进行重新设计和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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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增加古籍全文图片和文字对照浏览页面；增加

药用植物参考文献出处，通过超链接与古籍知识单

元图像相关联；增加后台文献著录、全文提交和语

义标注等管理页面。 

SSH 框架属于轻量级应用型框架，在实际应用

中注重软件设计的可复用性和系统的可扩展性，应

用广泛，从逻辑层面上分为用户界面层、业务处理

层和数据存储层。用户界面层分为前台用户界面和

后台管理员界面，是进入学术资源平台的窗口。前

台用户界面包括检索服务和类目导航，提供系统登

录、密码修改、系统退出等。后台管理员界面包括

药用植物增删改查、文献题录管理、全文语义标注

及用户管理等页面。业务处理层是数字化系统框架

体现核心价值的部分，处于用户界面层和数据存储

层之间，可起到数据交换承上启下的作用[5]。根据

用户界面层发出的请求，在数据存储层获取相关数

据传送给用户界面层。数据存储层中储存了整理后

的所有数据资料，在保证安全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

实现对数据库的维护和管理。 

4.2  平台的模块设计 

根据学术资源平台的功能需求，将系统分为药

用植物管理、古籍书目管理、古籍知识元管理、用

户及系统管理等 4 个模块。其中古籍书目管理和古

籍知识元管理 2 个模块 为核心，内含文献著录信

息、古籍原文图像和平台原有的按科属分类的药用

植物资料。对系统进行模块设计，不仅使古籍数字

化加工更为高效、方便，还使用户可以在任意时间

和地点通过网络访问系统平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资源共享。 

4.3  平台的功能设计 

东北地产药用植物学术资源平台原有的设计功

能为提供按科、属分类的药用植物浏览方式。在此

基础上，结合本草古籍的内容对其功能进行调整和

扩充，在平台的主界面提供按现代科属分类、按药

用植物名或拉丁名浏览及利用关键词等多途径的全

文检索功能。 

现代科属分类浏览功能即原有的检索方式，可

以在菜单中根据植物的类型、科属种进行浏览，查

找所需要的植物，进而找到该植物的鉴别特征、入

药部位等文字信息及图片信息。 

本草古籍检索功能则分为 2 种途径。一是在本

草古籍元数据录入时，将古籍中所论述的植物的属

性和性状进行标引，以实现在菜单中根据植物的性

状和属性在本草古籍原文中找到对应的相关描述；

二是将古籍中的植物按科分类整理并进行标引，可

以实现利用植物所属的科在菜单中进行搜索。 

5  古籍数字化并嵌入学术资源平台带来的启示 

数字化古籍嵌入学术资源平台实现学术资源与

图书文献知识单元的整合， 关键的步骤是元数据

的录入。元数据是古籍数字化的基础，是数据共享

的主要接口。从目前本草古籍数字化的实践来看，

其应用范围窄、规模相对较小的原因在于本草古籍

知识的元数据标准不统一。国际标准化组织 2014 年

6 月发布了《中医药学语言系统语义网络框架》

（ISO/TS 17938）和《中医药文献元数据》（ISO/TS 

17948）国际标准，为本草古籍数字化内容的语义标

引奠定了基础。 

在元数据录入过程中要根据本草古籍的编制特

点，尽可能涵盖古籍的完整信息。一是版本信息。

很多古籍会因重刻、重印或被后世校注、点校等原

因，造成出版社、出版时间、编著者等发生变化的

问题。因此要仔细考证并标明版本类型、年代、版

式特征及其出版、编著信息（字、号、朝代、生

卒、籍贯）等。二是本草古籍的分类信息。同种古

籍在不同的文献收藏单位也难以实现统一的归属类

目。刘培生等[6]研制的《中医古籍分类表》在古籍

分类中可以作为统一分类参考。三是本草古籍定级

信息。对古籍所属的朝代、版刻形式、内容、存世

价值等珍贵程度进行鉴定及等级评定。 

同时，数字化古籍嵌入学术平台还要确保平台

系统的安全性、数据的完整性以及平台操作的兼容

性，确保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安全、方便、高效。 

6  小结 

本草古籍数字化不仅是载体类型的改变，更重

要的是古籍利用方式和利用深度的改变，对古籍的

开发与利用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将数字化本草古籍

与药用植物学术资源平台相整合，为进一步开发本

草古籍的学术价值开辟了空间，具有可行性。但

是，由于受到本草知识表示、存储，及软件、硬件

环境、信息技术手段等多因素限制，使中医药相关

知识达到全面一致的理解和共享还存在着一定的局

限性，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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