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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藏书印数据库的开发利用及其启示∗

□万亚萍

　　摘要　开发藏书印数据库,是我国图书馆藏书印资源数字化整合的未来方向.日本业已建

成的藏书印主题数据库中,以国文学研究资料馆的“藏书印数据库”最具代表性.文章在调查分

析该数据库的数据采集方式、著录体例、检索功能、用户情况的基础上,思考藏书印数据库的利用

价值,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我国图书馆进行藏书印数据库建设应遵循“三步走”的路径,即开发

馆藏印记数据库、整合域外汉籍藏书印资源、打造全球汉籍藏书印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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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G２５６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２０．０５．００９

　　藏书印,又写作藏印、藏章、收藏印、鉴藏印、钤
印、印记等,广义的藏书印包括印章本身以及钤盖在

书籍字画等上面的印记图像.本文主要从狭义上来

讲,专指钤盖在书籍上的印记图像.
藏书印是推断一部典籍流转经过的重要线索和

直接依据.在数字人文视域下,通过网络信息技术

等现代科技手段整合海量藏书印信息,构建递藏关

联图,显得十分必要.藏书印数据库,即运用现代技

术对藏书印记图像进行采集加工,并以数字格式进

行存储,是纸质藏书印资源的集成化、有序化和利用

便利化,也可称作钤印主题知识库、印记资料库等.
目前,国内外已开发了多个规模不一、功能各异的印

记主题数据库,如浙江图书馆开发的“中国历代人物

印鉴数据库”[１]、中国台湾地区“中研院史语所”傅斯

年图书 馆 的 “数 位 典 藏 资 料 库 整 合 系 统  印 记

库”[２]、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的“藏书印数据库”[３]

等.但目前国内学者针对国内外藏书印数据库的专

门研究并不多见,仅有少数学者在研究中涉及印记

著录规范[４]、印记图像提取技术[５]等.拙文“经验及

启示:日本藏书印资源整理开发现状考察”[６]中曾提

及日本的藏书印数据库建设,但也未能展开.他山

之石,可以攻玉.中日藏书印资源开发有着明显的

共性与差异,日本的藏书印数据库建设经过多年发

展,业已趋于完善.研究日本藏书印数据库的开发

利用经验,对我国今后藏书印资源数字化工作的开

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１　日本的藏书印主题数据库建设现状

在日本的藏书机构,藏书印数据库的开发已成

为其藏书印资源数字化整合的主要方式,目前已开

发有多个印记、实体印章或藏书印谱相关的主题数

据库.经笔者调查整理,将诸数据库的情况简述如

表１所示.
通过对上述数据库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印谱

数据库注重文献价值,以提供研究资料为目的;印章

展示数据库是以鉴赏功能为主;印记数据库则是兼

具鉴赏价值、史料价值、工具书等的研究知识平台.
日本已公开运行的几个印记数据库中,以日本国文

学研究资料馆“藏书印数据库”的资源最丰富,且该

数据库整合国内外日本古代典籍的藏书印资源,试
图打造日本藏书印知识集成数据库,实现书籍流转

路径可视化功能[１３],其开发利用经验对我国藏书印

数据库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２　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藏书印数据库”
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 “藏书印数据库”于

２０１２年３月公开运行.截至２０１９年３月,记录数据

总量已达到３９６８６条,印影数目３５１４８个[１４].下文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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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日本免费公开的藏书印主题数据库

类别 数据库名称 数据来源 数据著录 功能价值

印
记
数
据
库

国立国会图书馆 

藏书印的世界[７]

遵从著名人物、藏书家、特色印章的原

则,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书中,选

出３０位藏书家的印记进行展示

人物(人名、职业、履历、藏书);印影(印

文、大小);载体书籍

鉴赏;印文解读工具;通

过藏书印探寻藏书家的

踪迹

日本国文学研究资

料 馆  藏 书 印 数

据库[８]

藏书印谱;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馆藏

日文古籍文献;日本高校、公共图书馆

藏古籍文献、电子资源;国外日文古籍

网络资源

印主(ID、印主名及读音、履历);印影

(ID、形状、印文、字数、释义);载体书籍

(ID、书名、著者、出版信息、分类号、典

藏地)

印文解读工具;书籍的流

转变迁史迹可视化呈现;

考证散逸藏书群;数字人

文研究平台

九州大学  藏书印

图像[９]

九州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日文古籍文

献,以狩野、近藤、西田、樋口、逍遥、萩

野等文库为主

印主(印主名、职种、年代、人物考证);

印影(形状、印文、印文字数);书籍关联

信息

鉴 赏;馆 藏 溯 源;印 主

考证

印
谱
数
据
库

东京国立博物馆 

馆藏印谱数据库[１０]

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约２３００种７５００
册藏书印谱(包括中国各朝代古铜印

谱、中国近代名人印谱、日本近代名人

印谱等)

陈列品编号、图像编号、印谱类别、印谱

题名、编著者、时代、尺寸
开放存取的文献资料

印
章
展
示
数
据
库

怀德堂的小宇宙 

怀德堂印章展示[１１]

从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所收存的２００
余颗江户时代的印章中选出１５颗进行

展示

解说项(印主名、印文释义)、印面图像、

印纽属性、重量
３D技术应用;鉴赏

泊园文库  泊园印

章集[１２]

泊园文库现存幕末、明治时期的１７０余

颗印章,以书法家藤泽南岳的藏品为主

序号、印章图像、印面图像、侧款、印影、

印文、备考
鉴赏;印主考证

将从数据采集、著录体例、检索功能、用户情况几个

方面对该数据库作扼要介绍.

２．１　数据采集

现行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藏书印数据库”是
在２００６年５月进行公开试验运行的“藏书印数据

库”的基础上制作而成的.原库以三村清三郎、横尾

勇之助所编«藏书印谱»«续藏书印谱»和丸山季夫、
安藤菊二所编«藏书名印谱(第１—４辑)»为数据源,
扫描著录了４１９名印主的７１３个印影,可通过印文、
印主名等检索项查看印影及印主信息.该数据库主

要实现了印记的鉴赏功能,针对学术研究的价值不

大.在此基础上,２０１０年提出了创建“新藏书印

数据库”构想,希望可以通过藏书印数据库考证版本

价值、揭示书籍的流转变迁史迹,也可以通过同一印

影(或同一印主)的藏书复原散逸藏书群等.正因为

如此,新数据库中采录的藏书印,大大超出藏书印谱

的收存范围,除了一些墨迹不清、印文残缺的藏书印

外,采购印、图书租赁印、书店印等此类不在印谱的

选录范围内的印记,也被收录其中.虽然这类商业

化的印记普遍缺少鉴赏性、趣味性,但它对于考究书

籍的流传史十分有价值.此外,该数据库中还采录

了一些藏书票、书店票以及写本制作相关人物的印

记和书画落款等,这极大丰富了其资源外延.
另一方面,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藏书印数据

库”的载体文献来源也十分广泛.除了本馆馆藏古

籍资源和业已出版的藏书印谱外,也采集国内外各

高校、公共图书馆的日本古籍文献纸本或电子资源.
针对馆内外不同存储形式的藏书,其采集方式也有

所不同.直接采集自馆藏纸本原书的,如国文学研

究资料馆和大阪大学附属图书馆的藏书,参照«馆藏

日文古籍目录»上的数据,对原书封面、扉页、正文、
序跋、封底等全面审查,逐一扫描著录藏书印.针对

网络公开资源,如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和京都大学附

属图书馆等的数字化古籍资源,采集时则是通过浏

览镜像画面查找并著录藏书印信息.而对于外馆藏

小册子、图录等上面的藏书印,仅采集有网络全文资

源的,如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霞亭文库、立教大学图

书馆江户川乱步旧藏资料等.

２．２　著录体例

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藏书印数据库”的主要

存取数据包括人物信息、印影信息和书籍信息三类,
各类分别建立子数据库.各子数据库下又有诸多细

目,如图１所示.其中,印影信息的著录最为关键,
为此也制定了诸多著录体例.例如,印影采集时,原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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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上是一个印影对应一条数据,对于连珠印(联珠

印)等,则把两个独立的印记作为一个整体来采集,
并生成相应数据;对于只有图像没有文字的印影,在
著录印文项时用“[]”来标注相应文字;对于图文组

合的印影,一般在印文项只著录文字信息,图像信息

则著录在“形状”项中;对于印影的形状、大小的著

录,以工具测量辅以目测、方便检索为基本原则,如
工具测量边长为２．２×２．３的印影,被视为正方形;对
于不能辨识的印文,用“□”表示,而对于文字数目不

确定的,则用“■”表示.

图１　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藏书印数据库”存取资源类目

２．３　检索功能

目前,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藏书印数据库”
具备浏览检索、简单检索及高级检索三种检索功能,
检索项主要包括典籍ID、书名、藏书印ID、印文字数

及轮廓、人物ID、藏书印主、印文、印文出现位置、形
状、书法字体、篆字部首等.而且,检索结果有多种

排列顺序可供选择.
数据库的检索界面附设了分类检索书签目录,

分为职业、朝代、藏书印ID、藏书印文、形状、人物

ID、藏书印主、典籍ID等诸多类别.各类目下又有

细目,并精确标明藏书印记录条目.例如,职业大类

目下又细分为９类,共计５５种职别;朝代大类目下

又细分为古代、中世、近世、幕末明治、近代、现代６
个时期;形状类目下又细分为有框、无框、圆形、井桁

形、羽毛形、云朵形、不规则形等３６８种.此外,该数

据库的简单检索功能在支持关键词检索的同时,为
保证检准率,还可以附加藏书印文或印主名称.而

使用其高级检索时,还可限定藏书印的尺寸、印文颜

色、形状、印影轮廓、印文的行数或字数、印主职业以

及文献载体的典藏库等,完全实现了多样化检索.

２．４　用户情况

用户的认可度也是判断一个数据库成功与否的

标准之一.那么,从用户量来看,日本国文学研究资

料馆“藏书印数据库”无疑是一个成功案例.青田寿

美等人曾对该数据库的用户访问量进行过统计分

析[１５].２０１２年的总页面浏览量为２８８３次,检索总

条目为３１０４３条.而到了２０１５年,总页面浏览量达

到１４５０９次,检索总条目为５０１８０条,不论是页面浏

览量还是检索条目数量均呈现大幅度上升趋势.在

２０１６年,总页面浏览量有所回落,为１００３７次,但检

索总条目则达到６８０９１条.可以说,自２０１２年公开

运行后,其年度检索总条目一直保持上升趋势.
另一方面,基于该数据库的文史学术研究逐渐

增多.早在２０１１年,大贯俊彦就曾发表了利用藏书

印数据库进行的文化、文学相关研究设想[１６].当

时,数据库还处于馆内试运行阶段.大贯俊彦提议

利用该数据库中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的旧馆藏图书

的藏书印资源,研究关东大地震后东京帝国大学图

书馆的复兴过程,以及支援其馆藏再建的藏书家、寄
赠者们的信息.２０１２年,该藏书印数据库开放运行

以来,青田寿美等人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例如

“以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藏书印数据库为起点、走
向书籍人物知识的互联网＋”[１７]、“基于藏书印

数据库的数字人文研究展望”[１８]、“大阪府立大学图

书馆史溯源———基于藏书印的考察”[１９]等.

３　思考:藏书印数据库的利用价值

详细著录载体书籍信息,是日本国文学研究资

料馆“藏书印数据库”等印记数据库的重要特征.通

过印文、印主与文献载体信息的相互关联,揭露典籍

递藏经过、印主梗概等关联信息,生成的海量藏书印

知识主题库,将是搭建藏书史研究知识平台的重要

基础.正因为如此,藏书印数据库在印文解读、揭示

递藏关系、实现跨学科研究知识平台等方面具有重

要价值.

３．１　印文解读“工具书”
藏书印对于文学历史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价

值不言而喻,但长期以来,这一价值始终未被充分挖

掘.其原因无怪乎藏书印文、藏书印主的辨识难度

太大.尤其是非文字学专业背景、不懂篆刻的研究

人员,在辨识藏书印文这一环节时就感到十分棘手,
更别提基于印文信息对藏书印主进行考证.即便是

求助于篆刻字典等,也未必能够准确解读印文.试

想,若整合全国藏书印资源建成一个汉籍藏书印数

据库,由专家对采集到的海量印记信息源进行解读

并规范著录.那么,无形之中,印记数据库便可以成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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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功能庞大的藏书印事典.它有可能取代传统的书

法字典,成为解读印文的重要网络工具书.而且,依
托印记数据库强大的检索功能,有效利用印文、印文

字数、印影形状、书法字体、篆字偏旁等各检索项,将
能够大大缩短研究者查找、辨识印文的时间,提升研

究效率,对于从事文学历史研究的普通科研人员而

言,大有裨益.

３．２　藏书印主题知识关联网络

在藏书史上,“聚与散是一对辩证存在的孪生

物”[２０].然而,学者们往往对于“聚”研究较为深入,
从大量史料中旁征博引,研究涉及藏书家生平、收藏

兴趣、聚书途径、藏书保护措施等等.而对藏书的

“散逸”则往往点到为止,对散逸的原因分析较多,而
对散逸图书的去向则语焉不详,存在不全和不实的

缺憾.究其原因,在于茫茫书海中无从查找散逸藏

书的蛛丝马迹.这一研究瓶颈正是需要通过开发印

记数据库来打破,将相对独立的藏书印图像和印主

信息、书籍信息等通过技术手段关联呈现出来,为获

得十分宝贵的隐性知识———典籍流转历程创造了条

件.通过对数据库的深度挖掘,构建藏书印主题知

识关联网络,从而揭示典籍流转路径、探求藏书集聚

来源、复原散逸的藏书集合等.如前所述,日本学者

大贯俊彦、青田寿美等人已进行过诸多实践,不再赘

言.理论上讲,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已经散逸的藏书

集合,只要书籍未被毁损,数据得到采集,都有可能

通过藏书印数据库集成平台进行复原.

３．３　跨学科数字人文研究平台

近年来,数字化技术在史学研究中普遍应用.
在数字人文的浪潮下,“数字史学”“e－考据”等新兴

词汇不绝于耳.各类历史资料数据库被不断地开发

建立,投入使用.如何在符合学科特点的基础之上,
更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以推动史学相关研究的深

入发展乃是新的挑战.不仅是历史学,诸多人文社

会学科都受到了数字人文研究的冲击,研究学者需

要搭建各种跨学科研究信息平台.而以古籍为研究

基础的学者们,也需要一个共同的平台.另一方面,
随着数字人文研究领域及理念的不断深入,近年来,
众多图书馆均开展了数字人文研究的重要实践.未

来的图书馆“不再只是研究的旁观者,而是研究的参

与者与合作者”[２１].以古典籍为核心的数字人文研

究平台,必须由资源所有者———图书馆来构建.而

藏书印数据库作为古籍资源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可
以将艺术学、历史学、文学、社会科学、图书馆学、计

算机科学等众多领域的研究者聚集到一起,打通数

字人文研究领域的各个环节,促进跨界融合和对话,
降低数字人文的研究成本,有效促进学术资源的共

享共建.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４　启示:我国图书馆藏书印资源数字化开发的路径

如上所述,藏书印数据库在印文解读、揭示递藏

关系、实现跨学科研究知识平台等方面具有重要的

利用价值.因此,开发藏书印数据库,也是我国图书

馆藏书印资源数字化整合的未来方向.我国图书馆

收存的古籍资源极其丰富,建设特色馆藏数据库的

技术业已相当成熟,研究学者群体也大量存在,藏书

印数据库开发的理想条件似乎已然具备.然而同

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现实,藏书印数据库的建设是

需要资源方、技术方和研究者多方协作才能完成.
目前我国大多数图书馆缺少藏书印数据库建设所需

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仅有少数有实力的图书馆能实

施数据库的开发,但也缺乏从史料中挖掘深层次细

节信息的数字技术.由此来看,我国藏书印资源数

字化整合开发尚任重道远,需循序渐进、逐步深入.
笔者以为,我国图书馆藏书印资源数字化开发可以

遵循三步走的原则,即首先从馆藏古籍印记数据库

的建设着手,分散采集,统筹建库,然后整合国外汉

籍藏书印资源,最后是打造全球汉籍印记知识库.

４．１　分散采集,统筹建库

加大馆藏印记资源整理力度,开发馆藏印记数

据库,是目前我国古籍藏书印资源数字化开发的重

点.单个馆藏藏书印资源的开发,对资源和技术都

有较高的要求,需要多领域专业人士的协同工作.
首先要进行印记数据的采集、分析、管理与数据挖掘

等一系列复杂数据的处理;然后设计一种立体的、动
态的、实时交互的表现形式;最终创建对应的可视化

算法及技术实现手段.这对于人力、财力欠缺的部

分图书馆来讲,无疑是难于实现的.笔者以为,我国

印记数据采集和数据库建设需统筹管理,即以省市

为单位分别采集数据后,由主导部门进行数据整合,
建成全国性的藏书印数据库资源平台.

我国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０日正式开通的“全国古

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随着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的

推进,陆续发布更新普查登记数据.截至２０１８年９
月,已累计发布１６９家单位所藏６７２４６７部６５４１２６１
册古籍的普查数据[２２].该数据库的元数据涵盖普

查编号、索书号、题名、著者、版本、册数、存缺卷、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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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单位等古籍普查登记内容,支持用户按照普查编

号、索书号、题名、著者、版本、收藏单位等内容进行

简单检索和高级检索.然而目前,针对钤印项的著

录,该数据库存在著录名称不严谨、著录规则不科

学、著录项目不完备、检索功能不健全等问题[２３],并
且著录仍局限在诠释印文的层面.“全国古籍普查

登记基本数据库”应在现有基础上对各馆藏书印资

源进行采集、增补,规范印主、印影、载体文献各部分

信息的著录规则,并逐步完善检索功能,建成独立的

印记数据库.

４．２　整合域外汉籍藏书印资源

域外汉籍藏书印资源的采集、整合,有助于考证

我国贵重典籍的域外流传轨迹.近些年,针对域外

汉籍的整理研究成果不胜枚举,关于域外汉籍的数

字化建设问题渐成热点.域外汉籍数字化建设是将

具有学术价值、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海外汉字文

献予以数字化,形成具有一定规模、方便国内外读者

使用的数字资料库[２４].域外汉籍印记数据库建设

可建立在域外汉籍数字资料库的基础之上.另一方

面,近年来国外的中文古籍数字化工程进展良好,
美、英、日本等国均开发建设有中文古籍数据库,在
开展域外汉籍藏书印整理研究过程中,也应充分利

用已有的免费开放共享的数字化藏书印资源.

４．３　打造全球汉籍印记知识库

印记数据库建成后,需要应用数字挖掘技术实

现隐性知识的可视化.整合国内外汉籍藏书印资

源,打造全球汉籍印记知识库,据此开展汉籍流转可

视化研究,是我国古籍藏书印资源数字化开发的远

景目标.全球汉籍印记知识库,是关于汉籍流传史

的可视化研究平台,是能够深度挖掘汉籍流转轨迹

等隐性知识并进行可视化呈现的多方协作研究平

台.在这一平台中,资源是前提,即由分散的印记数

据集合进行整合形成的知识集成是基础要素.资源

整理者与人文学者和技术开发者的合作研究是关键

要素.最后才由用户即研究学者群体,对生成的隐

性知识进行研究分析,发挥藏书印资源的真正价值.
全球汉籍印记知识库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

经过国内外多馆联合、多方协作,实施最大限度的资

源整合.
简而言之,技术、资源和用户,是数字人文实践

的三个重要支撑点.基于藏书印数据库的藏书印资

源数字化开发,是图书馆与技术公司、研究学者等跨

界合作进行资源共享共建的有效尝试.图书馆利用

现代技术手段,对古籍藏书印资源进行数字化整合,
构建藏书印数据库,既是文献资源长期保存的必要

手段,也是图书馆从文献服务向知识服务转型、参与

数字人文研究的有效途径.作为资源方的图书馆理

应发挥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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