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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数字人文的典籍图像深度揭示与利用∗

□钱智勇　陈涛　张志美　徐宇红　何书

　　摘要　典籍图像是馆藏重要资源,图像数字化和内容揭示是数字人文基础建设,可实现“以

图证史”“图像叙事”、多媒介传播等应用价值.文章依据图像元数据、资源描述框架(RDF)和国

际图像互操作框架(IIIF)等标准规范,研究典籍图像深度揭示与利用的模型架构与实现方法.该

模型由图像数字化、内容深度标注和数字人文应用三个相互关联的模块组成.从图像场景、实体

对象和语义关联三个层次,揭示图像特征、典籍注释及背景知识,辅助数字人文研究.例证选用

经典辞书«尔雅»插图版«尔雅音图»进行数字化,构建«尔雅»多语语义词表并与实体进行关联,深

度揭示«尔雅»词汇的古今释义、音韵、分类、典籍注疏、例句典故等知识内容,探究«尔雅»图像的

数字人文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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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籍”最早是指记载先祖法度或国家法则的重

要文献,后被用作各种书籍的统称[１].典籍中的图

像又称插图,在写本时期,典籍中包含了大量的插

图.南宋郑樵 «通志图谱略索象篇»记载:“古
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
理于书.”可以看出古代学者治学过程中图像与文字

不可分割的关系.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典藏机

构收藏大量典籍图像载体,包括书影、印谱、地图、卷
轴、乐谱、手稿、档案图像等类型[２],这些典籍图像是

宝贵的文化遗产,图像数字化建设是数字人文基础

设施的重要内容.利用国际图像互操作框架(InterＧ
nationalImageInteroperabilityFramework,IIIF)
与关联数据描述框架可实现对典籍图像深度揭示和

语义关联,使典籍图像在数字人文中发挥重要价值

与作用:(１)“以图证史”作用.通过对典籍图像高清

图呈现和内容深度揭示,增强了图像还原史实、以图

证史的文献考证价值[３].(２)“图像叙事”作用.在

碎片化阅读时代,“图像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从文化

的每个层面向我们压来”[４],典籍中的图像与文字通

过互注、互文、互释、互读等方式实现文本叙事功能,

为读者呈现图文同现的叙事效果.(３)增强典籍多

媒介传播作用.文学图像化改变了文学传播的场

域、传播方式及传播理念,图像与文本的深度关联,
可以互相带动彼此在异域文化的深入传播,并可启

发不同民族的读者对典籍作品的深层认知[５].

１　国内外相关研究

基于元数据规范组织典籍图像,揭示图像的特

征、主题、分类、创作者、馆藏、版本等内容,但读者难

以快速检索典籍图像内容及其所蕴含的背景知识,
典籍与图像分离,成为信息孤岛,难以广泛传播与利

用,因此需要对典籍图像内容进行细粒度知识组织.
近年,学者围绕数字图像内容组织与利用进行了许

多研究.在国内,曾子明等提出面向数字人文的图

像语义描述模型[６].张永娟等依据IIIF整合印谱图

像资源,辅助知识发现[７].王晓光等构建敦煌壁画

主题词表、敦煌石窟本体及相关数据模型[８].陈涛

等通过IIIF与人工智能相结合,构建沉浸式交互平

台,实现图像资源标注与发布[９].杨佳莹等通过报

纸广告本体模型,准确揭示广告图像文本信息[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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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邓斯特(DunstA)等人研究图形叙事语料

库,采用 XML 注释标题和全文示例[１１].斯托克

(StorkL)等人通过全文转录和实体提取,直接标记

和注释手写档案中的图像文档内容[１２].程学芳

(ChengXF)等人构建多层语义描述框架,描述图像

的内涵语义信息[１３].亚勒米苏阿布加兹(Abgaz
Y)等人提出一种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挖掘文化遗产

数字图像中人文信息的方法[１４].
以上相关研究表明,在标注模型构建、古籍自动

识别、实体提取、图像互操作、本体、关联数据与人工

智能应用结合等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和

技术工具,可以实现图像元数据聚合、国际图像互操

作、图像关联数据与本体词表开放数据服务.在典

籍图像中的古籍文本内容深层标注、图像认知计算、
语义检索、数字人文深度应用等方面尚有进一步拓展

研究的空间.本文参考已有研究方法与技术,依据图

像元数据规范、资源描述框架和国际图像互操作标

准,研究典籍图像深度揭示与利用的实现路径与方

法,构建面向数字人文的典籍图像数字化和深度语义

标注的模型架构,并以«尔雅音图»为例进行文本图像

的数字扫描、文本识别,通过«尔雅»多语语义词表与

«尔雅»图像语义关联,深度揭示«尔雅»词汇和图像中

的背景知识,进一步探究«尔雅»图像的以图证史、图
像叙事、多媒介传播等数字人文应用场景.

２　典籍图像深度揭示的相关标准规范

典籍图像深度揭示是以图像元数据标准规范、
资源描述框架理论、国际图像互操作框架为依据,实
现基于图像内容的细粒度语义标注、检索、发现和开

放共享服务.

２．１　图像元数据标准

图像元数据标准是描述和限定图像数据对象所

需要的一系列原则的集合[１５].都柏林元数据标准

(以下简称DC)对图像内容描述的核心元素包括题

名、主题、描述、来源、关联和范围.已有的图像元数

据标准主要有描述艺术品、建筑物等类目的元数据

标准(以下简称CDWA)、描述视觉及图像资料类目

的元数据(以下简称 VRACore)、数字图书馆图像

元数据标准(以下简称CDL)、描述静态数字图像的

元数据标准(以下简称 TMI)等[１６].现有标准主要

关注整体图像的不同属性和图像集合之间的同质

性,对图像的外部特征进行详细描述,在对图像内容

进行描述时,不同元数据集的元素之间可以建立映

射关系,表１展示了 DC核心元素与 CDWA、VRA
Core描述图像内容的元素映射.通过不同元数据

标准之间的元素映射,再结合资源描述框架以及国

际图像互操作标准,可以对图像数字对象的内容特

征进行语义描述,多维度实现典籍图像深度揭示与

内容检索.

２．２　资源描述框架

资源描述框架(以下简称 RDF)是国际语义网联

盟(以下简称 W３C)推出的用于对结构化元数据进行

编码、交换与再利用的基础架构,它提供一致化描述

领域资源的机制,并允许不同的使用者根据需要扩展

元数据,编制人机可读的领域词汇表,此外还提供结

构化的相互兼容机制,为基于 XML的各种不同元

数据提供相互利用与转换的平台[１７].RDF提供了

图像资源对象描述的开放数据模型,该模型由资源、
表１　描述图像内容的DC核心元素与CDWA、VRACore映射表

DC核心元素 DC映射到CDWA、VRACore 映射说明

dc:title
(题名)

CDWA:title(艺术作品题名)

VRAcore:title(图像名称)

DC题名元素映射到CDWA艺术作品题名(CDWA:title)和 VRACore作品

图像名称(VRAcore:title)

dc:subject
(主题)

CDWA:subject(艺术作品主题)

VRAcore:subject(图像主题)

DC主题元素映射到CDWA作品主题(CDWA:subject)和VRACore图像主

题(VRAcore:subject)

dc:description
(描述)

CDWA:context(背景描述)

VRAcore:culture(背景文化)

DC资源描述元素映射到 CDWA 背景描述(CDWA:context)和 VRACore
背景文化描述(VRAcore:culture)

dc:relation
(关联)

CDWA:relatedworks(相关作品)

VRAcore:relation(作品间关系)

DC关联元素映射到CDWA相关作品(CDWA:relatedworks)和 VRACore
作品间关系(VRAcore:relation)

dc:coverage
(覆盖范围)

CDWA:style(风格)

VRAcore:style(风格)

DC时空特征元素映射到CDWA的艺术作品风格(CDWA:style)和图像作品

风格(VRAcore: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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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声明组成,每个资源都被赋予一个 URI,读者

既可获取资源本身,又可获取资源对象的内容描述.
属性是指资源对象之间的关系.声明明确了资源对

象的属性,RDF使用图形化方式书写相同声明.如

果许多RDF文档使用不同的元数据标准标识了相

同的图像资源,通过聚合工具自动收集关于该资源

的元数据并将所有开放数据融合起来,开放数据词

汇表可以通过数据接口被获取并缓存到本地服务器

中,以便快速访问,这为数字人文提供了尽可能广泛

的图像数据及其属性关联.

２．３　国际图像互操作框架

国际图像互操作框架(IIIF)是由英国国家图书

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等２９个著名馆藏机

构协作制定的一组支持馆藏数字图像资源互操作的

框架标准,提供操作与访问图像资源的统一标准与

方法,对典籍图像资源进行统一的在线组织、展示、
检索与应用,以促进全球图像资源的互操作与开放

获取[１８].IIIF框架通过定义一组通用的应用程序

接口(API)规范实现图像资源互操作性与可获取

性.IIIF 提供的应用接口包括:图像 API(Image
API)、呈现 API(PresentationAPI)、检索 API(Search
API)与授权 API(AuthenticationAPI)[１９].图像 API
提供了图像处理的方法[２０],呈现 API提供了用于构

造图像和图像相关资源集合的数据模型[２１].检索

API通过扩展的标准参数检索图像元数据[２２].授

权 API通 过 注 册 验 证,对 图 像 资 源 进 行 权 限 控

制[２３].IIIF还开发了资源发现应用程序[２４]和具有

图像策展功能的应用程序接口[２５].关联数据和

IIIF资源之间的双向关系丰富了数据集的语义,这

些规范和标准为典籍图像的深度揭示提供了技术

支撑.

３　典籍图像深度揭示与利用模型架构

典籍图像深度揭示与利用模型的构建目标是以

图像元数据、资源描述框架和国际图像互操作标准

为基础,对典籍图像进行数字化和内容深度标注,实
现图像与内外部文献实体的语义关联,提高典籍图

像的可理解性,促进典籍数字人文应用.图１展示

的模型框架由典籍图像数字化组织与存储、图像深

度标注与语义关联、数字人文应用研究等三个相互

关联的模块组成.

３．１　典籍图像数字化

纸媒典籍数字化是采用高清扫描仪等数字设

备,对选定的典籍文本、图像进行扫描并转化为能被

计算机识别的数字符号,再通过图像 OCR识别、元
数据组织等方式建成典籍全文和图像数据库.

第一步,扫描典籍文本.将文献或图片资料按

原貌逐页扫描并存储为图像文件.扫描图像后,可
能存在图像倾斜、文字不清晰、版心不正等问题,需
要进行图像编辑校正、二值化处理,图像二值化处理

可以较为真实模拟还原典籍的原始形态,保证文献

的真实性,并可有效提高 OCR 识别率[２６].在IIIF
图像 API中,每个扫描的图像都被设置唯一的图像

URI标识,图像 API基于标准 HTTP请求返回图

像的 Web服务,对图像平移和缩放只需在 HTTP
请求的 URI中提供区域坐标和大小参数,IIIF服务

器即可转换原始图像.

图１　典籍图像深度揭示与利用模型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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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OCR识别.对扫描处理后的典籍图像

进行文本识别,实现机器可阅读的全文生成,是数字

人文的基础工作,利用 OCR技术可以进行各种印刷

字体图文版面的识别.难点在于如何准确识别典籍

中的手写字、异体字等各种变体,为了提高 OCR识

别的准确率,可将 OCR技术与深度学习相结合,通
过特征映射让深度卷积神经网络(以下简称 Deep
CNN)去学习古文字的整体或偏旁的各种变体的一

致性特征,然后将训练好的 DeepCNN 用于识别模

型未见过的其他变体[２７].典籍全文生成可采用

OCR机器识别和众包方式的手工输入有效交互的

方法进行,添加 OCR的众包工具有助于准确识别异

体字[２８].
第三步,元数据组织.参考国外图像元数据标

准和国家图书馆元数据规范[２９],结合特定馆藏的描

述需求,映射和复用典籍图像核心元素和著录规则,
据此进行图像元数据标注.揭示图像内容的核心元

素包括:对象主题、对象分类、创作朝代、创作地点、
相关典籍记载、风格、文化、语种、责任者相关描述

等.IIIF呈现 API定义了描述图像的标准模型,提
供添加元数据的功能,可将任何图像或区域描述为

一个有序的集合,包含清单、序列、画布、内容的基本

结构.不同馆藏通过IIIF图像服务器发布出来的

图像可利用发布 URI接口进行重新组织和图像互

操作.

３．２　典籍图像深度标注与语义关联

深度标注是通过元数据集对特定典籍图像进行

基于内容的细粒度知识标引,来提高图像的可理解

性.语义关联是通过IIIF与资源描述框架对典籍

图像进行内部和外部词表的语义关联,以揭示图像

的语义知识,并将图像与其他数字资源进行整合.
根据典籍图像的存储异构性、格式多样性、内容离散

性等特点,我们提出深度揭示典籍图像的实现路径:
以构建典籍多语语义词表为基础,嵌入语义标注工

具集,对典籍文献进行深度语义标注与多维度关联,
并与相关资源进行整合.典籍多语语义词表是对多

语种典籍文献中音、形、义相同或相似的字词进行集

中揭示的词汇表,整个图像和子图像标注都可以使

用词表中的控制词汇术语进行语义索引.通过元数

据标注与关联数据转换、存储与发布,完成典籍多语

语义词表的构建,再结合外部领域词表对典籍图像

文本进行基于内容的深度语义标注.常用语义标注

工 具 有:CULTURA、CTEXT、TEXTGRID、

MARKUS等文本标注系统,提供自动和手动分词

标注功能,还包括搜索功能和外部参考功能.我们

依据IIIF和本体规范设计了典籍图像深度标注的

层级结构,如图２所示,分为场景标注、内容标注、语
义标注三个层次.

图２　典籍图像深度标注层次

　　第一层场景标注.根据图像场景,标注不同场

景中的图像.采用矩形、圆形、多边形、自由标注等

工具进行图像轮廓及其特征标注,并按主题对图像

场景进行有序排列.第二层内容标注.对典籍、句
子、词汇及其句法关系等内容进行标注.其中,句法

关系包括典籍作品篇章之间的关系、句子结构关系

以及词汇关系等.第三层语义标注.对典籍实体概

念的语义及其关系进行深度标注.典籍中的实体概

念包括“人”“动物”“地点”“时间”等概念类.“关系”
包括概念层次关系和非层次关系.对典籍中的实体

概念进行语义标注和属性关联,可依据典籍多语语

义词表和相关本体词表,利用自动或手动标注工具,
进行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命名实体识别、标注与抽

取.实体之间概念层次关系可采用基于模板的方法

半自动标注与提取;概念之间非层次关系主要指动

作,可通过基于监督学习模型的方法,自动抽取实体

关联的动词,实现典籍实体对象之间的语义关联.
典籍图像的深度揭示可以利用IIIF呈现 API

所定义的数据模型,实现典籍图像资源与资源组织、
标注等操作相分离.它提供了用于构造图像和图像

相关资源集合的数据模型,以及通过清单文件在

IIIF感知应用程序之间进行数据交换的方法.IIIF
呈现 API中的资源包括集合、清单、序列、画布、注
释、注释列表、范围、层和内容等.为了在呈现 API
中使用关联数据控制的词汇表,可以采用IIIF规范

中定义的附加类型 Annotation,将关联数据分类中

的概念连接到典籍图像资源,可以将受控词汇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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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资源主题 URI插入IIIF画布上的注释资源

中.通过IIIF检索 API可实现图像标注层面的检

索,还可利用IIIF发现 API定义的基本资源列表、
资源变更列表中记录的图像 URI发布与变更信息,
实现跨库与跨条目检索.

３．３　典籍图像数字人文应用

对典籍图像数字化、深度标注及语义关联,再结

合深度学习、文本挖掘、时空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等

技术,可实现典籍图像以图证史、图像叙事、多媒介

传播等数字人文应用.
首先,通过图像比对、文献考证等实现“以图证

史”.古籍中的图像包括各种手绘插图、印本木版插

图等纪实性原创图画,反映了古代社会历史事件、人
物形态、服饰、器具、宗教、建筑、音乐、动物、植物以

及山川河流等自然地理面貌.经过高清扫描的典籍

图像真实还原了各个朝代社会发展形态以及人类衣

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方式,经过文本识别和内容深度

标注,与不同馆藏的同类图像建立语义关联,再结合

机器学习进行图像特征识别,与出土文物及相关典

籍进行图文比对和考证,可以实现以图证史的数字

人文研究.借助典籍图像语义标注平台,人文学者

在解读古籍文字和图像时可以参考和使用各种典籍

数据库资源,进行分词、标注和聚类分析,辅助图文

考证的研究.将汉字和图画可视化为知识图谱,可
以激发学者探索考证新观点以及公众对典籍学习的

兴趣与认知.
其次,通过场景标注、主题索引等实现“图像叙

事”功能.在文学图像化语境下,典籍图像高清呈现

与浏览改变了传统文字的呈现形式,典籍呈现可以

向图文并茂甚至以图为主的多媒体形式转变,图像

和文字以互读、互文、互释等方式呈现图像叙事功

能.通过元数据映射建立基于故事的图像索引系

统,识别图像中每个实体对象,分离并提取目标元素

及属性,每一个元素都对应一个语义概念.IIIF是

描述图像故事的基础,提供了不同标记区域之间的

坐标、形状、颜色和重叠关系,可描述图像中的主题

和内容,图像资源的语义对象通过分类和互连被组

织成图结构,每个故事或事件是通过图像中的元素

而不是自由文本来表现的,图像中的设置和实体的

变化随时间和空间演变,这有助于读者理解图像,标
注的数据集使图像通过深度学习可理解,领域词汇

和本体可以对标注输出进行标准化.

最后,利用多种媒介实现典籍图像在世界的传

播.文学图像化改变了典籍文献传播的场域、方式

与观念.利用IIIF与 RDF将分散在世界不同馆藏

的典籍图像进行组织、重构和基于主题内容的深度

揭示,可开发各种应用API,如策展API可以将画布

中的图像进行任意形状的裁剪切割,并添加元数据,
还可从IIIF图像典藏机构收集相关主题的图像,利
用机器识别图像并自动添加标签,将图像数据或文

本文件按主题聚合在一起.IIIF发现 API可以利

用资源变更列表,对不同机构、数据库进行多维检

索,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典籍图像资源在多种平台上

以多种格式被获取和分享,再利用流媒体、网站、搜
索引擎、微信公众号、微博、头条、推特、抖音等多媒

介发布与传播.读者与创作者通过手机等移动设

备,利用沉浸式交互网络平台随时进行交流互动、解
读欣赏典籍图像、通过众包参与图像标注与研究,促
进典籍的世界传播与利用.

４　案例研究:«尔雅音图»深度揭示与利用

本文选择«尔雅音图»作为典籍图像深度揭示与

利用案例,«尔雅»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训诂名物的语言

专著,汇释了战国秦汉间的语言文字材料,汉代被列

入«五经»,是古代儒生诵经的必读工具书[３０],历代«尔
雅»注本以郭璞«尔雅注»最具代表性,郭璞在«尔雅注

序»中称所作“别为«音»、«图»,用祛未寤.”[３１]据«隋书

经籍志»记载,郭璞注本有«尔雅音»二卷,«尔雅图

赞»二卷,当时尚传于世,可惜后来亡佚,仅散见于前

代旧籍[３２].传世«尔雅音图»是清代两淮都转运监使

曾燠于清嘉庆六年(１８０１年)据影宋本刊刻,全书有图

有注,注后有读音,保留了大量古代语言资料,对音

韵、语音及艺术研究均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以浙江

人民美术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尔雅音图»[３３](该书影印

清嘉庆六年曾氏刻本)为底本进行数字化、深度标注

与数字人文应用的例证研究.

４．１　«尔雅音图»数字化

«尔雅音图»的数字化过程包括书稿扫描及图像

处理、文字 OCR识别、元数据映射组织.
首先完成书稿扫描与图像处理.将«尔雅音图»

中的图像、文字、读音、注释等内容按原貌逐页精确

扫描处理并存贮为图像文件.选择扫描精度,扫描

分辨率一般控制在３００－６００dpi,扫描方式包括黑白

扫描、灰度扫描和彩色扫描方式,保存格式按存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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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依次为:tif、gif、jpeg、jpg、png.图像扫描处理过

程:导入图片→校正处理→二值化处理→图像抹白

处理.其中二值化处理可提高图像的压缩比率,缩
小文献的存储空间,提高 OCR识别率.图像抹白处

理可清除二值化处理后的图片可能会产生的黑色

区域.
其次对扫描后的图像文字进行 OCR识别.例

如识别释诂中的第一句:“初哉首基肈兆祖元胎俶音

叔落權輿始也”.先对其进行矩形框选,点击自动

OCR,调用外部 OCR 接口,可将 OCR 的结果显示

在JOCR部分,再进行人工审核后,保存JOCR,完
成自动文字识别(见图３).系统可调用百度 OCR、
书同文 OCR、汉王 OCR等自动 OCR接口,可识别

竖版古籍的常用汉字及其符号,对于部分异体字的

识别可利用机器深度学习结合众包方式标注完成.
将识别结果保存JOCR,为内容标注和语义关联做

好准备.

图３　自动OCR识别与JOCR保存

　　最后,元数据组织是进行图像核心元素映射与

书目数据转化.通过映射 DC、CDWA、VRA Core
等元数据集:题目(DC:Title)|创建者(DC:Creator)

|主题(DC:Subject)|分类(CDWA:Classification)

|描述(VRA Core:Classification)|关联(CDWA:

Relatedworks)|格式(DC:Format)|分类(CDWA:

Classification)日 期 (DC:Date)|资 源 类 型 (VRA
Core:Worktype)|权限(CDWA:Copyright)|.创

建«尔雅»图像元数据核心元素集,依此进行«尔雅音

图»实体对象标注.再将标注数据转换成关联数据

的RDF 格式图数据,存储在三元组数据库中,通过

SPARQL进行查询与存取.

４．２　«尔雅音图»深度标注与语义关联

«尔雅音图»的深度标注工具采用自主研发的多

维图像智慧系统,该系统是基于IIIF与RDF的沉浸

式交互操作平台(http://www．usources．cn/sas/),
包括藏品检索、藏品中心、集合中心、图像标注、图像

管理、SPARQLEDITOR和藏品赏析等７个模块.

藏品 按 照 IIIF 框 架 进 行 组 织,每 个 藏 品 有 一 个

Manifest清单文件,系统核心功能是图像标注.我

们依据典籍图像深度标注层次模型(见图２),利用

系统图像标注模块,进行«尔雅音图»的图像标注和

语义关联.
第一层,图像轮廓标注.«尔雅音图»中的实体

图像包括人、鸟、鱼、兽、畜、草、木、工具、建筑、天、
地、山、水等名物实体,这些实体大多带有背景环境,
有不同的场景,因此先要根据图像的不同场景进行

图像实体的轮廓标注,标注轮廓的工具共有５种:点
标、矩形标注、圆形标注、多边形标注、自由标注.
«尔雅»插图的实体标注使用较多的是矩形标注和自

由标注.一般在标注轮廓较复杂、具有整体性内涵

以及都是文字的图像时,使用矩形标注;而在对人、
动物等轮廓较为清晰的图像进行标注时,一般使用

自由标注,如图４所示.利用图形标注工具,我们完

成了«尔雅音图»中６３０余幅图像场景的轮廓标注.
第二层,实体对象标注.«尔雅音图»中的实体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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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依据«尔雅»１９大类: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
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
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例如标注一种

被称作 “駂”(别名“乌骢”)的马的实体图像,首先选

用多边形标注工具将图像中的马的实体标出来(图

５左),实体框选出来后,在弹出的标注窗口(图５

右)上面输入框中标注«尔雅»图像上的文字注解“骊
白杂毛駂”,以及«尔雅译注»中对这种被称作“駂”的
马的形象特征描述,在输入框下面的“tag”中填入实

体在«尔雅»中所隶属的分类“释畜”“马属”.这样就

完成了图像实体的标注.

图４　图像轮廓标注

图５　实体对象标注

　　第三层,深度语义标注.通过构建领域词表可

以实现图像深度语义揭示与关联.我们以上海古籍

出版社«尔雅译注»[３４](该书是上海古籍出版社邀请

名家历经十年完成的简体中文«十三经译注»之一,
可帮助读者最大程度读通和理解原著),参考相关词

表构建了«尔雅»多语语义词表,内容结构由训释词

语、被训释词语、例证３部分组成,语种包括中文、英
文、日文和韩文.设计了以“词表”“典籍”“句子”“分
类”“人”为实体类的«尔雅»词汇知识本体,实体属性

关系包括:belongsTo(属于分类)、SubClassOf(子

类关系)、dc:source(句子来源)、name(作者姓名)、

address(作者籍贯)、dynasty(作者朝代)等等.通过

属性实现了«尔雅»词语释义的语义关联.根据中文

释义,进行词汇释义的多语翻译和标注,完成了

３５８４个被训释词语和２２１９个训释词语的英、日、韩
语的释义翻译.最后通过对«尔雅»词表关联数据转

换、存储与发布,实现了语义关联检索和开放链接服

务,为«尔雅音图»语义关联做好了准备.
当完成词表构建与发布之后,就可对«尔雅音

图»进行内部词表标注与关联,进入标注中心,点击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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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标注按钮,会出现输入关联信息的标注界面,首
先输入系统内置的关系属性 URI(http://www．w３．
org/２０００/０１/rdfschema＃seeAlso);其次,输入关系

对象 URI,需要关联到«尔雅»多语语义词表中的训

释 词,打 开 词 表 搜 索 平 台 (网 址:http://dh．
usources．cn:８０８０/sooopa)检索训释词语“駂”,得到

词表中“駂”的释义与关联的语义信息网址,在关系

对象一栏输入链接关联的网址.进行对象描述时,
参照«尔雅译注»中文释义,这样就实现了«尔雅音

图»第２８６页图像“骊白杂毛駂”与«尔雅»词表内容

的深度语义关联(见图６).
利用«尔雅»多语语义词表关联,检索图像“駂”

时,就可以获得该词在词表中关联的这种马的中、
英、日、韩文释义,别称,读音,所属类别以及郭璞«尔
雅注»原句“今之乌骢.”邢昺«尔雅疏»原句“毛色黑

白而复有杂毛相错者名为駂.”«诗经郑风大叔

于田»例句“叔于田,乘乘鸨.两服齐首,两骖如手.”
«毛诗故训传»注释句“骊白杂毛曰鸨.”陆德明«经
典释文»注句 “鸨,依字作駂.”等知识图谱内容(见
图７).

图６　图像语义关联

图７　«尔雅»词表中“駂”知识图谱与CBDB中«尔雅疏»作者邢昺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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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义词表实现了对典籍图像的深度揭示,再通

过关联外部词表和其他相关资源,读者可获取更多

相关的背景知识,探究作者与典籍知识发现.«尔雅

音图»与外部词表进行关联,可通过SPARQL联邦

检索获取外部数据 API实现,例如需要了解«尔雅»
注疏者的更多背景资料信息时,可以检索并关联中

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CBDBAPI支持人

物ID和人名两种查询方式,我们通过人名查询«尔
雅疏»作者邢昺,CBDB可显示与邢昺的所处朝代、
籍贯、科举、同僚、合著者、学生、家人及其他相关的

人物和作品等背景知识.通过在«尔雅»词表里面加

入一条三元组owl:sameAs＜http://cbdb．library．
sh．cn/entity/person/te４pwql９８df１pd７s＞ 关 联 到

CBDB的邢昺知识图谱.图７不但显示了古代一种被

称作“駂”的马的相关注释、注者、作品、分类、注疏原

句、例句及注疏等典籍知识图谱,还关联到CBDB,显
示与注疏者邢昺有关的人、时、地、作品等更多背景信

息,再进一步关联其他典籍中相关马的高清图像及文

本信息,为典籍考证和图像叙事等数字人文应用提供

了帮助.

４．３　«尔雅音图»数字人文应用场景

通过对«尔雅音图»的深度揭示,实现了«尔雅»图
文互释、语义标注和关联检索功能,为数字人文应用

提供了可以众包参与的交互操作平台,可实现“以图

证史”“图像叙事”“多媒介传播”的数字人文应用

场景.
首先,“以图证史”应用.利用图像互操作平台,将

«尔雅音图»中的插图及文字与相关典籍图像、出土文物

图像等相互比对,对考证典籍出处、版本、作者、古代社

会生活、经济、军事、典章制度、自然环境等具有重要价

值.例如,有学者在对«尔雅»插图研究时,通过高清图

的呈现发现«尔雅»“释天—讲武图”中犬的形象和«事林

广记»插图中犬的形象非常相似,都有脑袋偏长、身上有

条纹、尾巴上卷、颈上佩戴铃铛等特点,在出土元墓壁画

中的犬也有同样形态(见图８),据此作为«尔雅»图像有

元代渊源的佐证[３５].«尔雅音图»中的“释草”“释木”还
可以和«唐本草»«本草图经»等医药典籍进行比对,再结

合文本分析,从时空地多维度考证古代植物特征及其

出处.«尔雅音图»中神话人物、动物图像与«山海经»进
行比对,考证神话传说的历史地理出处.

图８　«尔雅音图»与元墓壁画中的犬

　　其次,图像叙事应用.人类最早的图像符号象

形文字就具有叙事属性,国外学者将图像叙事定义

为“视觉或绘画表现的文本表现”[３６].«尔雅音图»
中包含了大量反映先秦时期人类生活、自然生态和

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写实插图,有宫廷建筑、常用器

具、工具、乐器、天地四方、物产人物、天象、山川、河
流、动物、植物等实体图像６３０余幅,并配有注释文

字,对这些珍贵的插图与文字记载,按主题进行深度

揭示,建立«尔雅»图像叙事模型,通过图像场景分

层、实体对象标注、情感词语标注和实体关系抽取,
建立图像及其背景的文本关联,描述图文混搭的叙

事情节,再通过主题关联«诗经»«尚书»«楚辞»«周
易»«论语»等相关典籍文献和插图,给读者提供丰富

的图像知识及其背景故事情节,在碎片化阅读时代,
激发读者阅读典籍的欲望、图像审美和主体参与的

探究精神.
最后,典籍多媒介传播.随着语义网络和动态

云计算的普及,读者通过多媒介快速访问、传播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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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为«尔雅音图»创建推特订阅和 RSS订阅,以
吸引更多读者参与,通过语义网聚合引擎和IIIF图

像互操作标准,将中国典籍与世界各国典藏资源库

进行关联和互操作,将翻译、解释、比较、分析等工作

流程进行众包,创建作者索引和搜索系统,记录和展

示读者对藏品的操作与相关争论,设计移动 APP,
使用移动设备标注图像,编辑与呈现«尔雅»图像叙

事情节,利用沉浸式多媒介交互平台,创作者、读者、
人文学者、留学生等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交流互动.
还可以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创设古代自然和人文环

境,让人身临其境,学习和体验古代社会生活,突破

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促进典籍图像在世界范围的数

字人文推广、传播与利用.

５　结论与展望

典籍图像在数字人文中具有以图证史、图像叙

事和多 媒 介 传 播 等 作 用,国 际 图 像 互 操 作 框 架

(IIIF)和资源描述框架(RDF)促进了典籍图像藏品

的共享与利用.本文结合IIIF与 RDF,参考图像元

数据标准,构建包括图像数字化、深度语义标注和数

字人文应用的典籍图像深度揭示与利用的模型架

构,实现了图像扫描、OCR识别与元数据组织的图

像数字化过程,提出了典籍图像深度标注的三个层

次:(１)利用IIIF呈现 API实现图像的场景标注;
(２)通过映射图像元数据核心元素进行典籍实体内

容标注;(３)通过构建典籍多语语义词表实现典籍实

体概念的深度标注与语义关联.例证采用经典辞书

«尔雅»的手绘插图版«尔雅音图»,利用自主研发的

基于沉浸式多维图像智慧互操作平台进行«尔雅»图
像的数字化,通过构建多语语义词表,实现对«尔雅»
图像实体对象的深度语义关联,扩展了对«尔雅»注
者、作品等信息的关联.最后探究了«尔雅音图»的
数字人文应用场景,包括图文互证、图像叙事和多媒

介传播.未来将利用众包工具深度标注更多不同版

本的典籍图像,通过领域多语语义词表建立与世界

不同馆藏典籍图像、文本的关联;同时开发基于IIIF
的移动式多媒介典籍传播平台,使分布在世界各地

的读者、学者利用移动设备众包参与典籍阅读、解
释、标注、分析、发现和研究,典籍文献在公众赏析、
解读、研究和讨论的过程中获得新的生命力,真正使

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和图像活起来,在典籍图像多

媒介传播与利用的过程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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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ＧdepthDisclosureandUtilizationofImagesinClassicsforDigitalHumanities

QianZhiyong　ChenTao　ZhangZhimei　XuYuhong　HeShu

Abstract:Theimagesinclassicsareanimportantresourceofthelibrary．Thedigitizationofimages
anddisclosureofcontentaretwoessentialpartsinthebasicconstructionofDigitalHumanities,whichcan
realizetheappliedvaluessuchas“provinghistorywithpictures”,“imagenarration”andmultiＧmediacomＧ
munication．Basedonstandardspecificationssuchasimagemetadata,ResourceDescriptionFramework
(RDF)andInternationalImageInteroperabilityFramework(IIIF),thisarticleismeanttostudythemodel
architectureandimplementationmethodsfortheinＧdepthdisclosureandutilizationofimagesinclassics．
Themodelconsistsofthreeinterrelatedmoduleswhichcontainthedigitizationofimages,deepcontentanＧ
notationandDigitalHumanitiesapplication．Fromthreelevelsofimagescenes,entityobjectsandsemantic
associations,itrevealsimagefeatures,annotationsofclassicsandtheirbackgroundknowledgeaswellas
assistsinDigitalHumanitiesresearch．TheillustrationusestheclassicdictionaryErya,theillustratedverＧ
sionofEryaYintufordigitizationandinＧdepthannotation,constructsanErya multilingualsemanticdicＧ
tionaryandassociatesitwiththeentityobjects,alsoitdeeplyrevealstheknowledgeliketheancientand
modernparaphrase,phonology,classification,annotationoftheclassics,examplesandallusionsoftheimＧ
ageentitiesofErya,andthenexplorestheDigitalHumanisticapplicationscenariosofEryaimages．

Keywords:Imagesin Classics, Digital Humanities,Erya Yintu,InＧdepth Disclosure,II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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