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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大陆数字人文研究概况

经济学 505
管理学 333
教育学 216
历史学 185
中国文学 168
社会学 147
法学 146
语言学 145
艺术学 113
哲学 83
马克思主义 78

体育学 66
政治学 62
民族学 62
新闻与传播学 39
外国文学 34
心理学 33
图书情报文献学 16
统计学 14
宗教学 13
考古学 9
逻辑学 4

中国教育部社科司统计：

大陆教育系统内有729家人文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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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图书馆建设浪潮推动下，大陆的人文资料专题

数据库建设已经取得不错的成绩，多数人文学科都已采用

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进行人文资料的数字化整理、分析

和展示，但整体上来说，“数字人文”在中国大陆依旧是

一个新鲜的术语概念，很多实践还未上升到理论高度。

目前，中国大陆还没有专门的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和以

“数字人文”为主题的连续性研讨会。中国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也没有

资助过任何以“数字人文”为主题的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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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字人文相关项目及数据库

尽管没有使用“数字人文”的名称，部分知名高校却早已开展了“数字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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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综合地理
信息服务平台系统

该系统是空间综合社会

科学基础研究应用平台。

它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

究活动中引入地理空间

要素和时间要素，运用

GIS的技术和方法，进

行描述性、解释性或探

索性研究，揭示社会现

象或社会过程背后的机

理。

（1）GIS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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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
中国人口地理信息系统(CPGIS)
清代驿站交通数据库

先秦政区地名数据库

清代地理资料信息数据库

上海地区寺庙数据库

近世浙江籍进士数据库

旧海关税图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项目于2001年1月8日正式启动，该项目由[罗
斯基金会]资助。 该项目试图建立一套中国历史时期连续变化的基础地理

信息库，为研究者GIS数据平台、时间统计以及查寻工具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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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虚
拟地理环境实验
室

华夏家谱GIS平台

家谱GIS在各家各户家谱

的基础上，以GIS技术为

支撑，以数字方式存储、

分析、呈现家谱文本中所

蕴含的时空信息，建构可

视化的家谱时空网络，将

各家家谱所表示的传承关

系、空间关系变得清晰易

懂，进而将中华民族所有

家谱进行整合，形成整个

中华民族家族发展的家谱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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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洞窟”是敦煌研究院与

美国梅隆基金会、美国西北

大学共同开展的“数字化敦

煌壁画合作研究”的成果。

该项目从1998年启动，目前

已经完成莫高窟22个洞窟的

测量、拍摄和编目工作，42
个洞窟的虚拟漫游开发也已

经完成。

（2）数字考古与历史建筑重建

敦煌研究院

DADH2010



“再现圆明园”项目，于2009年4月启动，目前第一期工作已经结束，
通过资料收集和原始档案数字化，形成了基础史料数据库，完成了
22个景区、55个时空单元的全景复原三维模型库，搭建“再现圆明
园”网站（www.Re-Relic.com）。

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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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图书馆 年画

地方誌
甲骨文
碑帖
西夏文字

（3）古籍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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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中国历代典籍总目

中国基本古籍库

中國基本古籍庫分為4個子
庫、20個大類和100個細目，
共收錄上自先秦下迄民國的
歷代名著和各學科基本文獻
1萬種，其內容總量相當於3
部《四庫全書》，每種均提
供1個通行版本的數碼全文
和1-2個珍貴版本的原版影
像。總計收書約17萬餘卷，
版本12500多個，全文約17
億字，影像約1千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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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hinese.pku.edu.cn:8080/hb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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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
电子文献研究所的《国学宝典》收录上起先秦、下至清末两千多年

的历代典籍4000余种，总字数逾10亿字，近10万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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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xbd.com/�


首都师范大学国学传
播中心

古籍电子定本工程

该系统经过三年研发，

于2008年11月完成，是一

套先进的古籍整理与校验

软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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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字文艺

中国艺术研究院

西北人文资源环境

基础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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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民族文
学研究所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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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el.cass.cn/picview.asp�


北京师范大学
民俗典籍文字
研究中心

中国民族民

间文艺资源地图

中国故事类型

数字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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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们的工作

武汉信息管理学院的“图书情报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在大陆

地区多年来一直排名第一。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是中国高

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也是大陆地区图书情报档案

管理专业领域内唯一入选教育部资助的重点研究机构。在去年教

育部开展的所有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评估中综合绩效排名第一。

中心现有专兼职研究人员20余人（不含学生），设信息经济、

电子商务、信息组织与检索、信息资源管理五个研究室。

相关研究成果在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中国图书馆学报》，《情报学报》 等国内外知名期刊常有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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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在地球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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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挖掘与可视化平台

专家社会关系检索与可视化系统

基于本体的历史数字图书馆原型

近来的重点研究方向和部分研究成果

• 语义检索
• 领域本体建设
• 信息可视化
• 文本挖掘

• 社会网络分析
• 科学地图绘制
• 跨语言检索
• 数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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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未来的计划

武汉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预备成立中国大陆

地区第一家数字人文跨学科研究中心，给予

“985”第三期工程的专项资助，从事以下研究：

– 数字人文基础理论与研究范式提炼

– 数字人文相关技术标准建设

– 数字人文通用技术平台研发

– 数字人文相关教材的编写

– 数字人文专项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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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中的数字人文项目——中国出土文献数据库及研究平台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要学

术方向是：①以战国文字为主的

古文字研究；②以简帛为主的战

国秦汉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③

以简帛文献为主要着眼点的先秦、

秦汉史研究。

已有的数据库共收录楚系简牍数

据（包括签牌、律管）中所有成

形、清晰或比较清晰的文字共6
万多个。

与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共同开展中国出土文献数据库及研究平台建设，在

已有的中国古代简帛字形、辞例数据库基础上，增加更多数据，扩充地理定位、

可视化检索、关系识别、文本挖掘等功能。

中国古代简帛字形、辞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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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数字人文的看法与建议

数字人文属于典型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为保证数字人文

研究的可靠性、有效性与可持续性，研究者、研究团队和整

个研究社团（research community）必须以下关注五个方面：

① 注重数字人文研究范式的总结和提炼，实现从实践到

理论的升华；

② 建设和开发一批具有统一开放接口的人文专题数据库

和基础性工作软件平台，实现从数据孤岛向数据大陆的转变，

以及规范性的分析流水线，实现资料的浓缩性再现，极大地

降低人文学者搜集、比对、统计和分析资料劳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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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发展标准化的资料分割、保存、整合、透视和展示方法，

以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可检验性以及可再现性；

④ 通过学科交叉思维，创新人文研究课题和研究目标，以

新课题和新目标拉动数字人文研究内容和研究手段创新，进

而在整体上推动数字人文的可持续性发展。

⑤ 摆正图书情报档案学科在未来数字人文研究社团中的位

置，使之成为人文研究的基础，类似于物理学之于自然科学，

实现情报学（information science）之父布鲁克斯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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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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