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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中文古籍联合目录及循证平台是上海图书馆数字人文平台的一个试验型项

目，目前收录有 1400 余家机构的古籍馆藏目录，其中上海图书馆的古籍馆藏、

加州柏克莱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中文善本馆藏、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中文善本馆藏、

澳门大学图书馆的中文古籍馆藏可在线访问部分扫描影像全文。除此之外，还融

合了一些在历史上有一定影响的官修目录、史志目录、藏书楼目录、私家目录和

版本目录等，辅之以人名、地名、印章、避讳字、刻工等额外规范数据，并将结

合即将开发完成的内容分析统计、时空及社会关系分析和可视化工具。该项目旨

在藉由分布式云平台技术和关联语义技术，实现各馆现存古籍珍藏的联合查询、

规范控制，并提供学者循证版本、考镜流藏之功用，未来希望更多的图书馆携手

加入，以嘉惠学林、泽被后人。 

二、 首页系统功能总览 

首页为系统的主页面，提供古籍系统相关功能入口。功能介绍如下： 

1) 循证研究：为古籍研究者提供研究之用，提供古籍的版本聚类和溯源等功能。 

2) 古籍目录：收有历史上有名的官修、私家、史志、藏书楼、版本目录书，如《汉书

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郡斋

读书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郘亭知见传本书

目》、《皕宋楼藏书志》、《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清

史稿艺文志》等。将来还会不断增加。 

3) 登陆：上海图书馆的持证用户或临时的网上注册用户。 

 登陆后的读者可以申请为专家用户，专家用户拥有纠正系统数据错误的功能，

同时后台会记录专家用户的所有改动。 

 对于拥有上海图书馆借书证的读者，用户名为上海读书馆卡号；密码若没有修

改过则为身份证号。 

4) 注册：注册成为上海图书馆临时用户。 

 没有注册的人员要先进行注册再进行登陆，点击右上角注册字样进行注册。完

整填写所需信息，打红色星号的为必填项，完成后点击注册，即注册完成。 

5) 帮助：系统的使用说明文档。 

6) 检索，分为简单检索和高级检索。 

 简单检索：输入题名、责任者、批校题跋者、版本类型、丛书等字段，快速检

索；同时提供空检功能，可检索出所有机构的馆藏古籍目录。 

 高级检索：“联合目录”的高级检索入口，见下节联合目录高级检索介绍。 

7) 合作机构单馆馆藏目录站点入口，点击某机构的 LOGO 可进入该机构的站点首页。 

 



 

 

三、 功能说明 

3.1 联合目录 

3.1.1 简单检索 

键入古籍的“标题”、“责任者”、“批校题跋者”、“版本类型”、“丛书”即可快速进行检

索古籍。支持分词功能。 

 

3.1.2 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提供更多的检索字段组合检索，如题名、主要责任者、批校题跋者、版本、丛



书、版式、避讳、藏印、馆藏机构。 

 

3.1.3 地图浏览 

 地图浏览的功能，实现了在地图上显示古籍的馆藏地。即在地图上画圈，则可以显示所

画圈内的古籍收藏机构。点击机构，检索出该机构的所有馆藏古籍。 

 

3.1.4 联合目录检索结果页 

下面为“联合目录”检索结果页面的情况，包括，检索结果的呈现、二次检索、分面、

排序等功能。 

1) 二次检索 

针对检索结果提供二次检索功能，二次检索的检索关键字会置于检索结果下方，可方便

去掉检索条件。 



 

2) 检索结果的呈现 

检索结果以列表的方式呈现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中的所有责任者可以链接到循证研究的作者查询页面，里面会有对作者的详细

介绍，并列出所有与该作者相关的所有文献。 



 

 更多版本信息，链接到循证研究，该页面列出作品相关的所有版本。 

 

3) 检索结果的分面 

检索结果可以按照以下分面进一步筛选：馆藏机构、版本类型、版本时间、责任者、批

校序跋者。不同类型结果中同时显示了古籍的数量，如版本类型中刻本(199673)，版本时间

宋(7475)，表示古籍为刻本的有 199673 种。版本时间为宋代的古籍有 7475 种。 

 



 

 

4) 检索结果的排序 

检索结果可以按照标题、版本时间、责任者进行升降序排序。 



 
5) 详情页 

“详情页”介绍了古籍的基本信息，如标题、所有责任者、分类、版本、版本类型、版

本时间、来源。 

若该古籍存在原文，在馆藏地全文一栏中会有“书形”的图标，可以查看古籍电子全文。 



 
6) 翻页： 

按照页码跳转相应的页面。 

 



3.2 合作机构 

3.2.1 合作机构及其单馆馆藏目录站点 

联合目录的数据来源于印刷版的联合目录，不能反映各机构的最新馆藏情况，仅有目录

也无法满足用户对于查阅全文的需求。系统提供合作机构的功能，目的是为了支持某一机构

自行更新维护其馆藏目录和扫描影像全文的在线访问，并为合作机构提供单馆馆藏目录站点，

支持数据维护、更新，个性化的网站界面设计，多样化的全文访问控制策略。使得本系统成

为一个不断生长的有机体。 

目前古籍系统已经有五家机构，分别是： 

上海图书馆、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澳门大学、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东亚馆。 

点击首页的 LOGO 可以跳转到相应的机构馆藏首页： 

 

不同机构首页如下： 

上海图书馆古籍目录首页： 

 

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 



 

哈佛燕京图书馆： 

 

澳门大学图书馆：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馆： 

 

各个馆首页功能与上图古籍系统首页的功能类似，如简单检索框、高级检索入口。 

各系统的主要功能，参看 3.1 节联合目录的功能。 

3.2.2 合作机构管理 

针对上文的合作机构，针对管理员系统提供了合作机构管理功能，为合作机构提供个性



化的制定功能。登陆古籍系统，点击右上角的姓名，有“合作机构管理”选项。

 

机构管理功能包含，界面设置、数据修改、数据上传。 

 

 

1) 界面设置 

下图为合作结构页面设置页，可以修改标题、背景图片、首页图标、LOGO、名称、链

接、简介、邮箱、电话、关于我们。 



 

2) 数据修改 

如果元数据出现错误，可以按照标题、版本、版本时间、责任者检索相应的元数据，纠

正错误。 

 



 

3) 数据上传 

可批量上传处理好的 CSV 数据。 

3.2.3 合作机构界面设置 

在合作机构界面设置功能的每个机构最底端，系统提供合作机构页面的各个字段设置，

如高级检索字段、显示分面、列表显示字段、详细页显示字段、排序字段、可访问全文 IP

字段。这些所有在页面呈现的字段，都可以做个性化设置。 

有了这项功能，不同的机构，可以实现定制化的显示设置。如果需要显示某字段，只需

要勾选需要的字段，即可在页面上呈现。 

下面也澳门大学图书馆为例说明。 



 

 

1) 高级检索字段 

高级检索字段，提供了分类、题名、主要责任者、批校题跋者、丛书、版本、版式、藏

印、避讳、索书号、册数、尺寸、DOI、全文获取。 

后台设置： 

 

页面呈现： 

 

2) 显示分面 

检索结果页的左侧显示了不同类型的分面，如分类、版本类型、版本时间、责任者、批校题

跋者、类别。 

后台设置： 

 

页面呈现： 



 

3) 列表显示字段 

列表显示字段，包括标题、所有责任者、责任者、分类、批校题跋者、版本时间、类别、

附注。 



后台设置： 

 

页面呈现：（有的数据并不全） 

 
4) 详细页显示字段 

详细页显示字段，包括标题、所有责任者、分类、版本、版本类型、版本时间、册数、

尺寸、书口、鱼尾、边栏、行字、批校者、题跋者、丛书、附注、类别、提要、避讳、

来源、藏印、馆藏地、地址、索书号、DOI、全文连接。 

后台设置： 

 
页面呈现： 



 

5) 排序字段 

检索结果排序，可按照标题、责任者、版本时间排序。并可以设置默认的排序方式，如

标题、责任者、版本时间段，以及正序和倒序设置。 

后台设置： 

 



页面呈现： 

 

6) 可访问全文 IP 段 

系统还提供设置 IP 段访问全文功能，如下图显示： 

 

3.3 古籍目录 

“古籍目录”目前收录 15 本古籍目录书，包括《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

书经籍志》、《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皕宋楼藏书志》、《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

《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清史稿艺文志》。 

下图为目录书的详细页，提供按题名、责任者、内容简单检索。 



 

3.4 循证研究 

“循证研究”模块分为循证查询、作者查询、循证研究三个功能。 

3.4.1 循证查询 

循证查询里的数据，包含联合目录和古籍目录的所有数据，达到 72 万余种。下图是循

证查询的页面，高级检索、简单检索、二次检索，以及排序二次分类功能与 3.1 节联合目录

的功能一致，不再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左侧的“来源及分类”，读者可以查看检索的作品在历史上不同目录书

里提到的次数。从侧面反引出了该时期此本古籍受到的重视程度。 



 

3.4.2 作者查询 

作者查询可查看作者的详细信息，以及作者批校题跋过的书籍，“查看更多”跳转到上

海图书馆的人名规范库中。 



 



 
人名规范库中王士祯信息： 

 

查看隐藏关系图分为责任者分析和批校题跋者分析两块功能： 



1) 责任者分析 

责任者分析呈现与作者有关的人物著作数量柱形图，这里的著作包括与作者同作为著者

和同作为批校序跋者的人。并有柱形图和关系图两种呈现方式。 

 

柱形图： 

 

关系图： 

 

鼠标放到图上，会显示一个数字，如，柱形图的 196 表示两个人同作为责任的古籍数量。 

点击柱形图或关系图的圆可以筛选出所有相关的古籍。 

2) 批校题跋分析 

该功能和责任者分析类似，不在赘述。 

 



3.4.3 循证研究 

循证研究对相同古籍的所有版本做聚类，并列出了古籍在历史上有名的古籍目录书里的

分类和源流描述。 

1) 检索框 

检索框提供了题名、主要责任者、批校题跋者三个检索字段。 

 

2) 来源筛选 

检索结果页面，可以按照古籍的不同来源进一步筛选。 

下图是循证研究的页面，二次检索、排序、二次分类功能与 3.1 节联合目录的功能一致，

不再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左侧的“来源及分类”，读者可以查看检索的作品在历史上不同目录书

里提到的次数。从侧面反引出了该时期此本古籍受到的重视程度。 

 



 

3) 古籍详细页面 

页面呈现了古籍的“标题”、“责任者”、“分类”、“源流”等内容。 



 



 

其中，点击“源流”项，会在下方呈现该古籍在此目录书中的描述，下图为《韩诗外传》

在《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的描述。 

 

另外，该古籍在不同目录书中的分类，也在“分类”项中呈现。 



 

“版本”项中，聚类该古籍的所有版本，点击每一个版本会显示古籍的标题、所有责任

者及责任方式、来源等信息。左侧的版本，可以按照版本类型、责任者、批校题跋者、馆藏

机构、版本时间进行进一步筛选。 



 

“版本对比”项中以表格的方式呈现不同版本的详细信息，如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