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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条均有关键词（有中文界面者，一般不再附原

文）和网络链接。

6. 所有链接已尽量验证、更新，但网络资源

变动较快，有些失效的可在 Google 等搜索工具用

关键词检索。

7. 网络文献浩如烟海，来源广泛，不可能对

其内容一一核验。故分类不当，介绍疏漏等问题

恐在所难免，还望读者谅解。资源的具体内容、

严谨度、学术性等问题，仍有待研究者在利用过

程中的专业鉴别。

8. 挂一漏万，敬请斧正，以便补充。

9. 虽是整理，愿负文责。

10. 仅为学术研究提供参考，请勿商用。

一、综合类

（一）数字图书馆

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

网址：http://www.nlc.cn/ ，图书、期刊、报纸、

论文、古籍、拓片等资源均有。权限不一，有的

可直接访问，有的需注册，有的只能馆内使用。

国家图书馆网站设有“中国学”栏目，之下分

“中国学汉学家”和“中国学网络”两部分，可

以参考。

汉学重镇——法国国家图书馆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Gallica”数字图书馆，网

址：http://gallica.bnf.fr/ ，有近三百万笔资料，能

下载到大量的法文汉学书籍和明清传教士的中文

几点说明：

1. 本集的同名初稿，成于 2014 年初，系对

本人在社交媒介发布或转发资源的简单整理。初

稿的 Word 版目前仅在微盘就有万余次的下载量，

另有微信版、网页版等多种版本在网络上流传。

2014 年 3 月份，蒙张西平先生指点，又对文稿进

一步修订补充，投稿给《国际汉学》。所谓修订补

充，主要是调整分类、统一格式，并对重要或有

必要解释的资源略做说明。为统一格式，转发资

源未再标注详细信息，尚祈见谅。在此，还要感谢

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已尽量吸收改进。

2. 开放获取即 Open Access，以在线、免

费、开放等为特征。中国知网、超星、JSTOR、

EBSCO 之类需付费订购的数据库，在了解学术动

态和获取基本文献方面的重要性，可谓众所周知。

如 JSTOR，收有《通报》（T’oung Pao）等与汉学

研究密切相关的学术期刊，并可全文检索，堪称

利器。不过，鉴于这些数据库知名度较高，再做

介绍的必要性不大，且因需订购而非所有人都能

使用（尽管 JSTOR 有部分可自由下载的资源），

故不在本集所收之列。

3. 虽曰“汉学”，但所收范围并不限于

“Sinology”之本意，只能说范围大致为中国研究。

4. 限于个人专业和学识，偏重史学，语言

方面以中、英文为主，法、日、德、荷等仅略有

涉及。

5. 本文仅做大致分类，不当之处在所难免。

中国（汉学）研究的开放获取学术资源集

□ 王国强

编者按：1920 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全相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在《中

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文献学

是中国学问之基。同理，做域外汉学史研究，也有一个“汉学文献学”的问题。从海外汉学研究的发展

来看，“汉学文献学”是一门亟待建立的学问，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如何从网络上获取研究汉学的基础文

献更成为一个大问题。为此，本期特发表王国强的文章，以期推动汉学文献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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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文书等一应俱全，网址：http://124.33.215.236/

db_select.html。

环太平洋数字图书馆联盟（Pacific Rim Digital 

Library Alliance），简称“PRDLA”，现有资料

368 486 笔，网址：http://pr-rla.org/。

公用图书馆（Open Library），三百余万册免

费电子书，网址：https://openlibrary.org/。

谷腾堡计划（Project Gutenberg），以英文书

为主，网址：http://www.gutenberg.org/。

宾夕法尼亚大学“The Online Books Page”，超

两百万笔免费书籍等资料，网址：http://onlinebooks.

library.upenn.edu/。

“HathiTrust Digital Library”，由百余家大学

和研究机构合作建设的数字图书馆，现已数字化

图书近一千五百万册，其中约四成对外开放，网

址：https://www.hathitrust.org/。

德国数字图书馆（Deutsche Digitale Bibliothek），

简称“DDB”，该网站所有资源均为免费，网址：

www.deutsche-digitale-bibliothek.de。

西班牙语美洲遗产电子图书馆（Biblioteca 

Digital del Patrimonio Iberoamericano）， 网址：http://

www.iberoamericadigital.net/es/Inicio/。

美国数位公共图书馆（Digital Public Library 

of America），网址：http://dp.la/。

“Les Classiques des sciences sociales”， 法 文

数字图书馆，有八个专辑，网址：http://classiques.

uqac.ca/。

（二）机构典藏

香港大学“香港大学图书馆数字化核心工程”

（HKUL Digital Initiative），包括三十余个子库，档

案、书籍、期刊、古籍和专题研究目录等均有，

大多为开放获取资源，网址：http://www.lib.hku.

hk/database/。

莱顿大学图书馆“Digital Special Collections”， 

网址：https://socrates.leidenuniv.nl/。

耶鲁大学图书馆“Beinecke 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 Digital Image Collection”， 超

二十五万笔资料，包括书籍、照片、手稿、地图

等，网址：http://brbl-dl.library.yale.edu/vufind/。

哥廷根大学图书馆，“Göttinger Digitalisier-

ungszentrum”，网址：http://gdz.sub.uni-goettingen.

de/gdz/。

著述。中国国家图书馆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资料中

心网页，设有“法国中国学文库”栏目，提供有

“Gallica”数字图书馆 1749 种资源的网络链接。

互联网档案馆（Internet Archive），网址：

https://archive.org/，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公益性学

术网站之一，提供海量数字资源（如网页、音乐、

图像和数百万种书籍）的永久性免费存储及获取。

比如，可以下载到早期的《通报》和部分《教务

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等。

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网

址：http://www.loc.gov/，该馆的相当部分资源已

实现数字化，使用其在线书目系统检索后，在结

果中点选“Available Online”，即可获得部分资源。

世界数字图书馆（World Digital Library），有

中文界面，旨在通过互联网以多语种形式免费提

供源于世界各地、各文化的重要原始材料。数

量不算多，但多为精品，注释较为详细，网址：

http://www.wdl.org/  。比如通过该网站可以看到美

国国会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等机构提供的古

籍、拓片等资料。

“谷歌图书”，提供不受版权保护或出版商已

授权图书的预览服务（有时可以查看全书内容），

如果是公共领域的图书，则可以免费下载 PDF 副

本。“谷歌图书”的大部分资源已实现全文检索。

可以下载到大量与汉学相关的免费书籍，以英文

为主。“谷歌图书”在不同国家地区服务器所提供

的免费书籍略有区别，在搜寻所需资料时可同时

检索多个服务器，综合利用，网址：http://books.

google.com/。

俄勒冈大学“e-Asia”电子图书馆，资料以

中、日、韩三国为主，全开放，不断更新中，网

址：https://e-asia.uoregon.edu/。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古籍、杂志、老照

片、博士论文、各种文库等，网址：http://dl.ndl.

go.jp/。

法国里昂东亚学院“东亚学院数字图书

馆”（Bibliothèque Numérique de l'Institut d'Asie 

Orientale），可下载到关于近代中国的研究著作、

期刊、档案、学位论文和影音资料等，网址：

http://www.bniao.org/BN/Books。

日本东洋文库“东洋学多言语数据のマルチメ

ディア电子图书馆”，地图、浮世绘、铜版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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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ahcr.ihp.sinica.edu.tw/home.php。

“中央研究院学术资源”，网址：http://www.

sinica.edu.tw/misc/service/research-resource.html。

“中央研究院数位典藏资源网”，网址：http://

digiarch.sinica.edu.tw/index.jsp。

天津图书馆“缩微文献影像数据库”，含汉

文古籍、民国报纸、民国期刊、民国小说等，网

址：http://swyx.tjl.tj.cn/。

大连图书馆“特殊馆藏数据库”，包括“明清

小说全文数据库”“罗振玉学术全集数据库”“稀

见方志全文数据库”“满铁资料全文数据库”等十

余个子库，部分数据库尝试未打开，网址：http://

www.dl-library.net.cn/book/。

金陵图书馆，建有十余个具有地方特色的

数据库，其中如“南京云锦专辑”“南京民国建

筑”“郑和专辑”“彼此空间”“孙中山专辑”“傅

抱石专辑”“魏晋南北朝雕塑”“南京诗文集”等，

均可自由访问，网址：http://www1.jllib.cn/lib/digi.

htm#nanjing。

宁波市图书馆“宁波特色数据库”，建有“馆

藏百年老报纸”“《申报》宁波史料”“宁波文史资

料”“四明丛书”等子库，网址：http://elib.nblib.

cn/SSO/main/。

（三）其他

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国际敦煌项目”，简称

“IDP”，是一个开创性的国际性协作项目，目标

是使敦煌及丝绸之路东段其他考古遗址出土的写

本等资料能在互联网上自由地获取，网址：http://

idp.nlc.gov.cn/idp.a4d。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Trove”，可检索资源近四亿笔，部分

已电子化，书籍、期刊、报纸、照片等均有，网

址：http://trove.nla.gov.au/

荷兰的“Delpher”，整合了莱顿大学等机构

的收藏，包括图书（九十万册）、期刊（一百五十万

页）和报纸（近一亿篇文章）等，资料范围为

17—20 世纪。目前还是测试版，但已经实现了全

文检索，网址：http://www.delpher.nl/。

德国比勒费尔德学术搜索（Bielefeld Academic 

Search Engine），网址：http://www.base-search.

net/。

开 放 存 取 资 源“S o c o l a r - O p e n  A c c e s s  

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电子典藏”，

古籍、期刊、手稿、海报、照片等，网址：http://

www.cityu.edu.hk/lib/digitalcollections/terms.htm。

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特藏及大学档案”，网

址：http://lbezone.ust.hk/rse/。

香港大学，“香港大学学术库”(HKU Scholars 

Hub)，网址：http://hub.hku.hk/。

“典藏台湾”，七百多个数据库，一网打尽，

网址：http://digitalarchives.tw/。

台大数位典藏中心“国家文化资料库”，网

址：http://newnrch.digital.ntu.edu.tw/prototype/

index.php。 

台湾大学图书馆“台湾机构典藏”，简称

“TAIR”，网址：http://tair.org.tw/。

台湾大学图书馆“公开取用电子书”，目前

总共有 227 623 笔，自由访问。所收数据主题不

限，但不得违背善良风俗或触犯法律，类型包括：

1. 无版权问题或可公开取阅的电子书；2. 灰色文

献：研讨会论文集、研究报告、会议报告、年报、

文件等；3. 博硕士论文。网址：http://ebooks.lib.

ntu.edu.tw/Home/ListBooks。

台 湾 师 范 大 学 机 构 典藏（DSpace   at  

Taiwan Normal Univ.），总笔数 96 501，全文笔数

45 036，网址：http://rportal.lib.ntnu.edu.tw/。

“国立故宫博物院数位宝库”，建有“器物典

藏资料检索系统”“书画典藏资料检索系统”“清

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资料库”，“善本古

籍资料库”“家族谱牒文献资料库”“佛经附图资

料库”“文物保存修护记录系统建置”等子库，权

限不一，网址：http://www.npm.gov.tw/da/ch-htm/

archives.html#。

台湾“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数位典藏服

务网”，网址：http://www.nlpi.edu.tw/DigitalMedia/

DigitalArchives/collection.htm。

台湾“国家典藏数位化计划”，网址：http://

readopac.ncl.edu.tw/ndap/。

新竹“清华大学”机构典藏（“NTHUR”），网

址：http://nthur.lib.nthu.edu.tw/。

澳门大学“澳门电子资源全文网”，网址：

http://libdigital.umac.mo/was5/digital/mo_resources.

jsp。

“史语所学术创新数位深耕计划”，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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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图书馆“哈佛大学善本特藏”，网

址：http://mylib.nlc.gov.cn/web/guest/hafoyanjing。

哈佛大学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民国

时期文献”（Harvard Yenching Library Chinese 

Republican Period Digitization Project）， 网 址：

http://guides.library.harvard.edu/Chinese。

哈佛大学图书馆“宝卷”（Bao Juan），有明、

清、民国时期的资料 87 笔，网址：http://guides.

library.harvard.edu/Chinese。

哈佛大学图书馆“中国旧海关资料”（Chinese 

Maritime Customs），109 笔，网址：http://guides.

library.harvard.edu/Chinese。

哈 佛 大 学 图 书 馆“ 纳 西 文 书 ”（Naxi 

Manuscripts），网址：http://guides.library.harvard.

edu/Chinese。

哈佛大学图书馆“蒙文文献”，（Mongolian 

Rare Rooks），网址：http://guides.library.harvard.

edu/Chinese。

哈佛大学图书馆“满文文献”，（Manchu Rare 

Books），网址：http://guides.library.harvard.edu/

Chinese。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 Asian Library Rare 

Book Collection”，目前有 126 笔，主要出自该校

名闻遐迩的“蒲坂藏书”和“庞镜塘藏书”，网址：

https://open.library.ubc.ca/collections/asian。

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Princeton 

East Asian Library Digitized Medical Texts”，现有

60 余种中医古籍供免费下载，PDF 格式，网址：

http://eastasianlib.princeton.edu/diglib.php。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图书馆“中医妇科名著选”， 

网址：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chinesemedicine/

chinese/introduction.htm。

麦基尔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妇女著

作”数字计划项目，为学术研究提供哈燕社图书

馆珍藏的明清妇女诗文集，网址：http://digital.

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index.php。

耶鲁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中文古籍资料库”

（Chinese Rare Books at Yale Database），提供四百

余种馆藏中文古籍的基本信息，仅有首页影像，

非全文，网址：http://web.library.yale.edu/digital-

collections/chinese-rare-books-yale。

耶鲁大学图书馆“Maurice Durand Han Nom 

Resources”，网址：http://www.socolar.com/。

开放存取的学术数据库“Digital Commons 

Network”，网址：http://network.bepress.com/。

美 国 国 家 海 洋 和 大 气 管 理 局“China 

Climatological Data”， 网址：http://docs.lib.noaa.gov/

rescue/data_rescue_china.html#o45623129。

耶鲁大学“Cross Collection Discovery”，简

称“CCD”，网址：http://discover.odai.yale.edu/ydc/。

加州大学图书馆“e-Scholarship”，网址：http: 

//escholarship.org/。

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东南亚华人历史

文献”，网址：http://libportal.nus.edu.sg/frontend/

ms/sea-chinese-historical-doc/about-sea-chinese-

historical-doc。

香港公共图书馆“多媒体资讯系统”，逾

二百五十万页，包括馆藏相片、旧报纸、地图、

海报和书籍，以及超过 5 500 小时数码影音数据，

网址：https://mmis.hkpl.gov.hk/home。

台湾“中央研究院”网络影音服务，提供讲

座和会议视频在线观看服务，不能下载，网址：

http://app.sinica.edu.tw/videosrv/index.php。

“European Cultural Heritage Online”，简称

“ECHO”，网址：http://echo.mpiwg-berlin.mpg.de/

home。

二、书籍（古籍为主）档案类

（一）古籍

“古汉籍善本数位化资料库”，由“蒋经国国

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委托赞助，台湾“中央研究

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

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东

亚图书馆共同建置。开放全文浏览，部分功能需

授权，资料库将含至少三十八万四千件数位影像，

网址：http://rarebookdl.ihp.sinica.edu.tw/rarebook/

Search/index.jsp。

“天一阁博物馆古籍数字资源”，网址：http://

www.tianyige.com.cn:8008/。

广西大学古籍所“《古今图书集成》索引 &

全书图像”，网址：http://gjtsjc.gxu.edu.cn/。

互联网档案馆（Internet Archive），中文古籍，

78 371 册书籍，PDF 版，网址：https://archive.org/

details/ca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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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网址：http://

ctext.org/instructions/library/zh。

“中央研究院汉籍电子文献·瀚典全文检索

系统”，包含“二十五史”和“十三经”等，可全

文检索，免费版有五千零五万字的库容，网址：

http://hanji.sinica.edu.tw/。

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汉籍电子文献

数据库”，又称“新汉籍全文”，包括经、史、子、

集四部，四亿多字，几乎涵盖了所有重要的典籍， 

网址：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

台湾“国家图书馆”“古籍与特藏文献资源”，

包括“古籍影像检索资料库”“中文古籍联合目

录”“台湾家谱联合目录资料库”和“金石拓片资

料库”四个子库，有整合查询功能，网址：http://

rbook2.ncl.edu.tw/Search/Index/0。

台湾“网上书上网─数位典藏与学习电子

书库”，现有 55 笔，网址：http://ebook.teldap.tw/

index.jsp。

“故宫博物院”和东吴大学“数位古今图

书集成”，有四个分典，网络测试用，网址：

http://192.83.187.228/gjtsnet/index.htm。

台湾大学图书馆“深化台湾核心文献典藏数

位化计划”，有《淡新档案》《伊能嘉矩手稿》《台

湾古碑拓本》《田代文库》歌仔册《狄宝赛文库》

等，网址：http://dtrap.lib.ntu.edu.tw/。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古籍库”，已扫描全

文图像共 536 种，共 2 103 册，图像的数量超

过三十二万笔，将浏览—检索的“仅显示全文”

项，选为“是”，可看到全文书籍之目录，网址：

http://udi.lib.cuhk.edu.hk/projects/chinese-rare-book-

digital-collection。

新亚研究所“典籍电子资料库”，建设中，包

含“十三经”“二十五史”“资治通鉴”“唐诗三百

首”和“大藏经”等，网址：http://www.newasia.

org.hk/resources/index.phtml。

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基督教古籍数据库”，

收录 36 本清末民初出版的中文古籍，主要是圣经

注释，其次为有关基督宗教的著作，网址：http://

lib-nt.hkbu.edu.hk/libsca/dcp/booklist.html。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 善书宝卷数位典藏

计划”，网址：http://shanshu.im.tiit.edu.tw/。

澳门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影像系统”，无需

Handwritten and Woodblock Manuscripts”，有杜润

德教授收集的汉喃文献 185 笔，PDF 版，网址：

http://web.library.yale.edu/digital-collections/han-

nom。

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东亚文献，有中、

德、英三种语言界面， 网址：http://ostasien.digitale-

sammlungen.de/de/fs1/home/static.html。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善本全文

影像资料库”，3 889 笔，PDF 版，网址：http://

shanben.ioc.u-tokyo.ac.jp/。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全文

影像资料库”，三千余笔，PDF 版，网址：http://

hong.ioc.u-tokyo.ac.jp/index.html。

日本国会图书馆“古典籍资料”（贵重书等），

网址：http://dl.ndl.go.jp/。

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古典

籍”，网址：http://www.gakushuin.ac.jp/univ/rioc/

vm/c04_kanseki/c0106_shozou.html。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在线版《四库提

要》，网址：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

machine/ShikoTeiyo/。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学デジタ
ル图书馆”，全文高清，界面简洁， 网址：http://

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toho/html/top.

html。

早稻田大学“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

（Japanese and Chanese Classics），网址：http://

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index.html。

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数字丝绸之路”

（Digital Silk Road），简称“DSR”，网址：http://

dsr.nii.ac.jp/index.html.en。

京都大学“京都大学电子图书馆贵重数据画

像资料库”，以该馆所藏珍本和地图为主，可以看

到《坤舆万国全图》和中国近代的公私文书，网

址：http://edb.kulib.kyoto-u.ac.jp/exhibit/index.

html。

韩国“燕行录丛刊增补版”电子数据系统，

网址：http://www.krpia.co.kr/。

“韩国古典综合”资料库，网址：http://

db.itkc.or.kr/itkcdb/mainIndexIframe.jsp。

越南国家图书馆“汉喃古籍文献典藏数位化

计划”，网址：http://lib.nom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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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相关文献，如《土地改革手册》（1950）、

《江苏省农村调查》（1952）和《上海之商业》等

37 种文献（约 15 000 页），均提供使用者在线浏

览全文影像，网址：http://digital.library.pitt.edu/e/

eal-mcs/index.html。

逢甲大学历史与文物管理研究所，“古文书

数位典藏资料库”，现有资料 1 876 笔，部分文书

提供全文对照，网址：http://dspace.lib.fcu.edu.tw/

handle/123456789/13952。

台湾大学“古契书特藏计划”，包括郑华生

先生收藏的“竹堑北门郑利源号古契书”影像约

490 幅、台北市文献委员会典藏“台湾北部相关

的古契书”影像约 120 幅、台湾大学图书馆藏“台

湾南部古契书”影像约 92 幅， 网址：http://ci6.lib.

ntu.edu.tw:8080/gucci/。

“中国医药大学（台中）”“医疗手抄本”， 台湾

地区为主，网址：http://www2.cmu.edu.tw/~cmm/

index.html。

台南大学图书馆“台南大学日治时代日文

珍本数位典藏计划”，六千余册日文旧籍， 网址：

http://140.133.9.114/digital_book/index.php?msg=news。

台北利氏学社“台湾天主教传教文献数位典

藏网站”，内容包括传教文件、台湾研究、语言研

究、宗教哲学和中国文化等，网址：http://www.

riccibase.com/archive/。

辅仁大学历史学系等“南京教区契约文书数

位典藏计划”，所收内容主要为南京、无锡和常州

一带的土地房舍租契、绝卖契，以及清代和民国

政府所颁发的官契等，时间最早为 1851 年，最晚

至 1948 年。绝卖契仅立一纸，故为独一无二之

藏品，网址：http://www.fuho.fju.edu.tw/dpcdrcan/

index.php。

“从‘满洲国’到台湾”，拟针对纪刚先生

及其友人捐赠之珍贵文物进行数位典藏工作，包

括相关的手稿作品、口述历史影音档、东北抗战

地工群体的来往书信与私人文献、其他相关文物

与报道，网址：http://www.lib.nthu.edu.tw/library/

project/jigang/index.htm。

“赖永祥长老史料库”是《教会史话》的电

子版，内容涉及刊物、档案、教会纪念刊、受洗

名册、家谱、回忆录、见证、信函等，共近千篇

文章，对于研究长老教会史及台湾教会史的人而

注册，收录明、清、民国时期出版的古籍 194 种，

版本有刻本、铅印本、石印本和影印本等，提供

前五页 PDF 格式的阅读和下载服务，浏览全书需

要安装 Java，网址：http://libdigital.umac.mo/was5/

digital/chinese_rarebook.jsp。

“信望爱珍本圣经查询”，亦称“珍本圣经数

位典藏查询系统”，可以看到 1814 年以来的各种

（官话、文理、浅文理、少数民族及各地方言、外

文、双语等）圣经译本，网址：http://bible.fhl.net/

ob/。

“长春图书馆馆藏国家珍贵古籍全文数据

库”，无限制，15 种（如《御选唐诗》《古文渊鉴》

《栾城集》《东坡先生志林》《佩文斋咏物诗选》

等 ）、271 册， 网 址：http://www.lib.cc.jl.cn/guji/

index.htm。

首都图书馆“古籍插图库”，包含古籍插图

一万条，每条数据包括插图全文影像和内容标引，

插图内容包括人物、小说、戏曲、军事、宗教、

动物、植物、风景、建筑、历史故事等几大类，

网址：http://query.clcn.net.cn/GJAndST/gjct1.htm。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古巴华工调查

录”，6 卷，网址：http://www.columbia.edu/cu/

lweb/digital/collections/eastasian/texts/gubahua/index.

html。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28 册，网址：http:// 

umaclib3.umac.mo/record=b2602025。

“殆知阁”，网址：http://guji.suanfazu.com/。

“书格数字图书馆”，网址：https://shuge.org/。

（二）档案文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查询”，首批上网

公开数据为北洋政府档案的政务、军事、交通、

教育及农商等部分，共计 4 500 余条，2 400 余画

幅，网址：http://www.shac.net.cn:8081/shac/res/

layouts/login.jsp。

康奈尔大学“Wason Pamphlet Collection”，

即“华生中国收藏”，华生（Charles W. Wason）

及其妻子曾于 1903 年到中国和日本进行了长时间

的巡回旅行，并收集了大量珍稀资料，广涉文物、

建筑、传教士等，网址：http://ecommons.library.

cornell.edu/handle/1813/29701。

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现代中国研究”，

文献收藏范围为 20 世纪中国在政治、经济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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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极为便利，网址：http://www.laijohn.com/。

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香港基督教文献数据

库”，收录馆藏的 500 种香港基督教文献资料，属

于 Document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Consortium 

合作计划中 DCIA Guide 的一部分，网址：http://

libproject.hkbu.edu.hk/was40/outline?searchword=%

27%25%27&channelid=57203&sortfield=%2BPrima

ry_Title。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Chinese Digital 

Archive 1966-1976”，454 笔，网址：https://

digitalcollections.anu.edu.au/handle/1885/7575。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Digital 

Archive”，网址：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

org/。

American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Asia Digital Archive”， 网址：http://archive.

mongoliacenter.org/。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NIC)，“The 

China Collection”，网址：http://www.foia.cia.gov/

collection/china-collection。

欧柏林学院，“Oberlin in Shansi digital 

collection”，山西铭贤学校的数字化文件集，网

址：http://www.oberlin.edu/library/digital/shansi/

index.html。

（三）其他

台湾“国家图书馆”“台湾乡土文献影像资

料库”，网址：http://localdap.ncl.edu.tw/。

“佛教藏经目录数位资料库”， 网址：http://

jinglu.cbeta.org/。

中 国 基 督 教 书 刊， 网 址：http://www.

c h i n a c h r i s t i a n b o o k s . o r g / H o m e / d e f a u l t .

aspx?CategoryId=3B80E9F4-302C-45AB-9B88-

7A5D12C040C5。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伦敦会特藏”（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网址：http://catalogue.nla.

gov.au/Search/Home?filter%5B%5D=pi%3Anla.gen

*&lookfor=London%2BMissionary%2BSociety&typ

e=all&page=1。

德保罗大学“遣使会特藏”（Vincentian 

Collection），其中涉及中国的有 1 317 笔，照

片、报纸、PDF 文档均有，每笔有简要说明，

网址：http://digicol.lib.depaul.edu/cdm/search/

collection//searchterm/China/field//mode/all/conn/

and/cosuppress/。

岭南大学“Lingnan Archives Collections”，有

《岭南周报》等校史资料，网址：http://commons.

ln.edu.hk/archives/。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香港文学资料库”，网

址：http://hklitpub.lib.cuhk.edu.hk/index.jsp。

“Humanities E-Book Collection”，简称“HEB”，

需注册，网址：http://www.humanitiesebook.org/。

“贵州省地方志全文数据库”，网址：http://

dfz.gznu.edu.cn/tpi/sysasp/include/index.asp。

三、报刊、学位论文类

（一）报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

期刊数据库”，需注册，收录期刊六百余种、已有

超三百万篇论文，网址：http://www.nssd.org/。

美国会图书馆“旧报纸数据库”（Historic 

American Newspapers）， 收 录 1836—1922 年 间

美国出版的各类报纸，目前总量已达 11536946

页， 可 全 文 检 索， 自 由 下 载， 网 址：http://

chroniclingamerica.loc.gov/。

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叻报”，该报是战前

新加坡出版和行销最久的中文日报，是研究战前

新加坡以及那时期华人的珍贵历史资料，数据库

所含时段是 1887 年 8 月 19 日到 1932 年 3 月 31

日，网址：http://www.lib.nus.edu.sg/lebao/index.

htm。

“开放图书馆”（Open Access Library），现有

2 156 467 篇中外文学术论文，网址：http://www.

oalib.com/。

“Persée”，为法国政府支持之电子期刊数据

库，收录法国重要人文与社会科学期刊，并提供

全文检索，网址：http://www.persee.fr/web/guest/

home/。

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台湾大学学术期刊资料

库”，收录台大各学术研究单位出版之中外学术

期刊，实时更新，提供已获授权之期刊电子全文

文件查询及浏览，现正逐批回溯建档中，网址：

http://ejournal.press.ntu.edu.tw/。

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台湾师范大学学术期

刊资源网”，提供该校各学院主办刊物（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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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全文电子文件下

载（第 58 期以后），网址：http://homepage.ntu.

edu.tw/~bcla/index_ebook.htm。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 《玲珑》杂志，上

海，1931—1937 年， 网 址：http://www.columbia.

edu/cu/lweb/digital/collections/linglong/。

耶 鲁 大 学 神 学 院 图 书 馆“China Medical 

Journal”“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和“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PDF 版， 

网址：http://divdl.library.yale.edu/dl/Browse. 

aspx?qc=AdHoc&qs=1321。

“Internet Library of Early Journals”, 18th and 

19th Century journals, 网 址：http://www.bodley.

ox.ac.uk/ilej/。

新西兰奥克兰图书馆“NZ Chinese Journals”，

三份中文报，《民声报》《中国大事周报》和《侨

农月刊》，网址：http://www.nzchinesejournals.org.

nz/。

莱斯大学赵氏亚洲研究中心“C h i n e s e 

Commercial Advertisement Archive”，收有清末民

初《汉口中西报》所刊登的各类广告 2 759 笔，网

址：https://scholarship.rice.edu/handle/1911/69922。

海德堡大学“C h i n e s e  E n t e r t a i n m e n t  

Newspapers”，收有《采风报》《大世界》《电影》

《电影日报》和《好莱坞日报》等二十余种清末

民初的小报，全文收录，访问速度较慢，网址：

http://projects.zo.uni-heidelberg.de/xiaobao/index.php。

海德堡大学“Chinese Women’s Magazines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收有

《玲珑》《女子世界》《妇女时报》《妇女杂志》等

四种期刊，检索方便，编有索引，部分功能注册

后方能使用，网址：http://womag.uni-hd.de/index.

php。

法兰西科学院“金石与铭文学院学报”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网 址：http://www.

persee.fr/web/revues/home/prescript/revue/crai。

“皇家亚洲文会韩国分会电子图书馆”（RAS 

Korea E-Book Library），可下载到 Transactions of 

the Kore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00-

2011)，Korean Repository 和 Korea Review 等期刊，

网址：http://www.raskb.com/content/welcome-ras-

学系的《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等）已授权论文的

下载服务，高清 PDF 版，网址：http://da.lib.ntnu.

edu.tw/ntnuir/。

世新大学“成舍我先生报业数位典藏”，民国

报人成舍我先生所办报纸的典藏数据库，现有数

字化的《世界日报》（1925—1947）和上海《立报》

（1935—1949），后续将《世界晚报》《立报》及《民

生报》进行数位典藏， 网址：http://newsmeta.shu.

edu.tw/shewo/。

台湾政治大学图书馆暨社会科学数据中心，

“民国 38 年前重要剪报资料库”，收录政治大学

社资中心所典藏民国 38 年以前重要剪报资料之 

数字影像内容，收录年代约为 1930—1949 年，共 

139 558 则标题，165 804 页数据，网址：http://cdm. 

lib.nccu.edu.tw/cdm/landingpage/collection/38clip。

台湾“国家图书馆”汉学中心出版品全文资

料库，可下载到《汉学研究》和《汉学研究通讯》， 

网址：http://ccs.ncl.edu.tw/ExpertDB7.aspx。

香港中文大学“译丛”，网址：http://www.

cuhk.edu.hk/rct/renditions/e_outputs.html。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最

近十余卷，可全文下载，网址：http://www.cuhk.

edu.hk/ics/journal/chi/journal.html。

汉学期刊 Asia Major，译为《大亚细亚》或

《泰东》，该刊几经播迁，历史已近百年，该刊各

时期电子版见网址：http://www2.ihp.sinica.edu.tw/

publish5.php?TM=5&M=5&C=67。

台湾“国史馆”“国史馆馆刊”，大部分论

文可免费下载，网址：http://www.drnh.gov.tw/ 

MainBoard_MuseumPublicinformation.aspx? 

MenuKey=75。

台湾大学“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网址：

http://www.eastasia.ntu.edu.tw/chinese/04.htm。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研院近史所集刊”，

全文电子档，网址：http://www.mh.sinica.edu.tw/

bulletins.aspx?pageNumber=1。

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

全文电子档，网址：http://www.rchss.sinica.edu.tw/

pub/super_pages.php?ID=publast。

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集刊”，全

文电子档，网址：http://www.litphil.sinica.edu.tw/

home/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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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 of Eastern Asia”，有洛克（Joseph Charles 

Francis Rock）等拍摄的中国西南等地区的照片近

5 000 张，网址：http://www.arboretum.harvard.edu/

library/image-collection/botanical-and-cultural-images-

of-eastern-asia/。

哈佛大学图书馆“The Rev. Claude L. Pickens 

Collection on Muslims in China”，收有毕敬士于

1920—1930 年代在中国西北地区所摄的照片千余

张，网址：http://hcl.harvard.edu/libraries/harvard-

yenching/collections/pickens/。

哈佛大学图书馆“Hedda Morrison Photographs 

of China”，有拍摄于 1933—1946 年间的照片约 

5 000 幅，拍摄者是一位德国女摄影师——赫

达·莫里逊（Hedda Hammer Morrison， 1908—

1991)，她曾侨居北京近十年，网址：http://hcl.

harvard.edu/libraries/harvard-yenching/collections/

morrison/。

哈佛大学图书馆“Edwards Bangs Drew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Photographs”，乃长期

服务于晚清中国海关的美国人杜德维所摄，598

笔，网址：http://hcl.harvard.edu/collections/digital_

collections/edward_bangs_drew.cfm。

“Visualising China”，有 1850—1950 年间的中

国老照片八千余张，整合了“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Sir Robert Hart Collection”和“Joseph 

Needham's Photographs of Wartime China”等专辑，

可检索，网址：http://visualisingchina.net/。

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图书馆“AGSL 

Digital Photo Archive”的“Asia and Middle East”

部分，收有来自美国地理学会图书馆（AGS 

Library）的照片两万余张，半数以上是关于中 

国的，网址：http://collections.lib.uwm.edu/cdm/ 

landingpage/collection/agsphoto。

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图书馆“The 

Forman Papers”，近两万笔，六十多本日记和万余

张照片。福曼是一位摄影记者，被誉为其时代的

马可波罗，到过亚、非和南美的多个地区，用文

字和镜头记录了所见所闻。其中关涉中国者颇多，

如抗日战争（1 389 笔）、香港（1 274 笔），网

址：http://collections.lib.uwm.edu/cdm/landingpage/

collection/forman/。

“Bucklin China Archive”，哈罗德·巴克林

korea-e-book-library。

（二）（学位）论文

“Open Access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简称

“OATD”，收录来自世界各地 600 家机构和大学

的学位论文约一百五十余万篇，网址：http://oatd.

org/。

“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273 979 笔，

需注册（Email 方式即可），网址：http://ndltd.ncl.

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webmge。

“澳门大学电子学位论文库”，授权论文可全

文下载，网址：http://libdigital.umac.mo/was5/um_

theses/main.jsp。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论文库”，网址：

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Papers.

aspx。

哈佛燕京学社“哈佛燕京学社论文资源”

（HYI Working Paper Series），PDF 格式，网址：

http://www.harvard-yenching.org/working-paper-

series。

四、图像类

（一）拓片

Field Museum 中文拓片（Chinese Rubbings），

该馆收藏有约 7 500 种中文拓片，居全美各机构

之首，该馆已将其中的精品数字化，可分类浏览，

高清大图，网址：http://archive.fieldmuseum.org/

chineserubbings/index.html。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Chinese 

Stone Rubbings Collection”，目前已有数字化的中

文拓片千余笔。可按编号、题名、责任者、关键

词、年代、类目、书体和源地等多种方式进行检

索， 网 址：http://www.lib.berkeley.edu/EAL/stone/

index.html。

哈佛大学 Fine Arts Library，“Chinese Rubbings 

Collection”1 945 笔，可检索，编有索引，网

址：http://vc.lib.harvard.edu/vc/deliver/home?_

collection=rubbings。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石刻拓本资

料”，网址：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

machine/imgsrv/takuhon/。

（二）老照片

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Botanical and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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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ities Image Database）等，网址：http://

divdl.library.yale.edu/dl/search.aspx?qc=divdl。

夏威夷大学图书馆“Shackford Collection of 

Photographs of China”，拍摄于 20 世纪二三十

年代，以中国南方尤其是两广为主，共有资料

884 笔，网址：http://digicoll.manoa.hawaii.edu/

shackford/。

威斯康星大学“东亚收藏”（The East Asia 

Collection），主题涉及抗日战争、佛教和城乡

日常生活等，网址：http://uwdc.library.wisc.edu/

collections/EastAsian。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东亚学院“Visual 

Cultures in East Asia”，提供大量关于中国的影像

（也有地图、书籍等）资料，还展示了其各研究项

目的相关成果，如“China Historical Photographs”

和“Virtual Shanghai”等，网址：http://www.vcea.

net/index_en.php。

中国历史明信片项目“Historical Chinese 

Postcard Project: 1896—1920”，有资料近 5 000 笔。 

该库由中国摄影史研究者狄瑞景（Régine Thiriez）

汇编，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东亚学院资助，以

明信片影像为主（正反两面），附有相关资料

如使用者、使用地、制作工艺等，网址：http://

postcard.vcea.net/。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图书馆“Sir Robert Hart 

Collection”，收有赫德日记（部分，可检索）和一

批老照片，网址：http://cdm15979.contentdm.oclc.

org/cdm/。

卡尔顿学院“Haldore  Hanson ’ s  China  

Collection，1937-1938”，有照片 147 张，Hanson

是卡尔顿校友，毕业后到中国，做过教师、编辑

和记者。他报道过抗日、长征等事件，并拍摄有

不少关于延安的照片，网址：https://contentdm.

carleton.edu/cdm/landingpage/collection/China1949。

南加州大学“International Mission Photography 

Archive”，简称“IMPA”，该库整合了巴色会、耶

鲁神学院等机构所收藏的图像资料，时间范围

大致在 19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中期，关涉中国 

者颇多，网址：http://digitallibrary.usc.edu/cdm/

landingpage/collection/p15799coll123。

索诺马州立大学“Roy Maxwell Talbot Digital 

Collection”，52 笔。铎博赉（R. M. Talbot）是美

（Harold Bucklin）曾于 1923 年到中国旅行，通过

该网站可以追随其游踪，照片以上海居多，网址：

http://www.bucklinchinaarchive.com/。

麻省理工大学“麻省可视化资料网站”（MIT 

Visualizing Cultures Units），大量关于近代中日

的影像资料，中国方面的专题有“广州贸易体

制”“第一次鸦片战争”“黄祸”“圆明园”“慈

禧”“汤姆逊与中国”等，网址：http://ocw.mit.

edu/ans7870/21f/21f.027/home/index.html。

杜克大学图书馆“西德尼·甘博照片”（Sidney 

D. Gamble Photographs），甘博 1917—1932 年间曾

三次来到中国，拍摄了大量照片，该库有照片约

5 000 张，中国的占 4 234 张，网址：http://library.

duke.edu/digitalcollections/gamble/。

杜克大学图书馆“Fr ied r i ch  Car l  Pee tz 

photograph”，皮茨（Peetz）是一位德国海军军

官，该库收有其在 1900 年所涉及的照片百余张，

拍摄地包括青岛、烟台、香港、北京和山海关等

地，网址：http://library.duke.edu/digitalcollections/

friedrichcarlpeetz/。

华盛顿大学“R o b e r t  H e n r y  C h a n d l e s s 

Photographs”，Chandless 是上海一家洋行的雇员，

约在 1900 年来华，包括摄于上海、北京和天津等

地的照片 187 张，可反映在华西侨的生活，也涉

及义和团，网址：http://content.lib.washington.edu/

chandlessweb/index.html。

耶鲁大学“John Thomson’s 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晚清中国老照片，200 余张，

出自约翰·汤姆逊之手， 网址：http://brbl-dl.library.

yale.edu/vufind/Search/Results?lookfor=John%20

Thomson&type=tag。

耶鲁大学“Peter Parker’s Lam Qua Paintings 

Collection”，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行医时，曾

请中国画师关乔昌（即 Lam Qua）用画笔描绘了

其中国（主要是肿瘤）病人。该库将其中的 80

幅数字化，供研究者使用（医学数据，可能引起

不适感），网址：http://cushing.med.yale.edu/gsdl/

collect/ppdcdot/。

耶鲁大学“Yale Divinity Digital Image and 

Text Library”，其子库中关于中国的影像库有“南

京大屠杀”（The Nanking Massacre Project）和“中

国教会大学影像数据库”（China Christian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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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M Missionaries”，收有原属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ary）的图像资料 225 笔，集中反映了

1900—1930 年中国的社会状况和经济生活，网址：

http://libproject.hkbu.edu.hk/trsimage/lantern/home.

html。

Google 文 化 学 院“Life Photo Collection”，

有来自《生活》杂志的照片六百多万张，网址：

http://www.google.com/culturalinstitute/collection/

life-photo-collection?v.view=grid。

（三）宣传画、海报、人物图像及其他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osters”，77 笔， 网 址：http://library.

ucsd.edu/dc/collection/bb67250839。

加州大学“World Images”数据库，十万余

张，网址：http://worldimages.sjsu.edu/。

加 州 大 学 圣 地 亚 哥 分 校“North Korean 

Propaganda Posters”，66 笔， 网 址：http://library.

ucsd.edu/dc/collection/bb6417911b。

国书馆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Research 

Libraries），“连环画”（Chinese Pamphlet Digitization 

Project），收录 1947—1954 年间中国出版的各种连 

环画 250 余种，可浏览、检索，网址：http://

ecollections.crl.edu/cdm4/index_hunters.php? 

CISOROOT=/hunters。

威斯敏斯特大学，“China Posters Online”，网

址：http://home.wmin.ac.uk/china_posters/Default.

htm。

加州大学“Calisphere”，网址：http://www.

calisphere.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

俄亥俄州立大学“H u n t i n g t o n  A r c h i v e 

Project”，是该校教授约翰·享廷顿和苏珊·享廷

顿（John and Susan Huntington）35 年实地记录拍

摄的结晶，有近三十万张全亚洲艺术及建筑的原

版彩色幻灯片、黑白和彩色照片，涉及的国家包

括印、中、日等，网址：http://huntingtonarchive.

osu.edu/。

俄亥俄州立大学“艺术史系视像资源图书

馆”(VRL) ，藏有逾四十五万张从史前到当代的

世界艺术、考古和建筑的传统图像幻灯片，网址：

http://vrl.osu.edu/。

纽约公共图书馆“NYPL Digital Collection”，

708 531 笔，绝大部分均为图片，网址：https://

国人，1908—1942 年服务于中国海关，该库所

收资料系其私人藏品，包括他的照片、艺术品

等，网址：http://northbaydigital.sonoma.edu/cdm/

landingpage/collection/maxwell。

乔治梅森大学，“Japanese  Invas ion  of  

Manchuria Collection”，20 世纪 20—30 年代的老

照片 103 张，每笔均有详细标注，网址：http://

images.gmu.edu/luna/servlet/GMUDPSdps~29~29。

李约瑟研究所“李约瑟博士的摄影——战时

的中国 (1942—1946)”，有照片千余张，可检索，

并编有人物和机构索引，网址：http://www.nri.org.

uk/JN_wartime_photos/home_chinese.htm。

巴西国家图书馆，“Boiarski 中国影集”，

140 张，1874—1875 年，一俄国考察团来华，

Boiarski 是该团的摄影师，网址：http://acervo.

bndigital.bn.br/sophia/index.html，通过“世界数

字图书馆”也可看到，网址：http://www.wdl.org/

en/search/?series=russian-scientific-commercial-

expedition-to-china-1874-75。

韩涛（Thomas H. Hahn）的图片文件库，各

类照片四千余幅，大多是中国的，如有“中国摄

影史图片库”（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这

样的子库，网址：http://hahn.zenfolio.com/。

顾丹尼个人网站“Historic Photography Art 

& Antiquites”，能看到他收藏的中国老照片，约

有 两 百 张， 可 分 类 浏 览， 网 址：http://www.

dennisgeorgecrow.com/index.php。

“Photography of China”，此博客建于 2011 年，

它介绍的所有摄影师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中

国，博主叫玛丽，目前在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读

博士学位，网址：http://www.photographyofchina.

com/shouye/。

“China Mission History Digital Archive”，

照片为主，天主教、新教均有，网址：http://

chinamissionhistory.org/。

“Tibet Album: British Photography in Central 

Tibet, 1920-1950”，有照片六千余张， 网址：http://

tibet.prm.ox.ac.uk/index.php 

台湾大学图书馆“台湾旧照片资料库”，收

有大量日据时期的历史照片，涉及各个领域，网

址：http://photo.lib.ntu.edu.tw/pic/db/oldphoto.jsp。

香港浸会大学，“China Through the Ey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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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angkaishek/。

“1930 Shanghai and More”，可以看到很多老

上海的月份牌广告， 网址：http://www.1930shanghai.

com/。

“Portraits de personnages”，39 766 位 历 史

上的名人照片或肖像图档，不限于中国，网址：

http://www.onlipix.com/。

“台湾艺文海报影像资料库”，网址：http://

twinfo.ncl.edu.tw/poster/。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研院院史照片资料

库”，共 3 390 笔，网址：http://archdtsu.mh.sinica.

edu.tw/filec/photo/ttscgi/ttsweb?@0:0:1:photokm@

@0.38834649720195796#JUMPOINT。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国纸马”

（Chinese Paper Gods），系传教士 Anne S. Goodrich 

20 世纪 30 年代在北京时所收集，共有 231 笔， 

网址：http://www.columbia.edu/cu/lweb/digital/

collections/eastasian/paper_gods/index.html。

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中药材图像数据库”，

网址：http://library.hkbu.edu.hk/electronic/libdbs/

mmd/index.html。

香港浸会大学“中药标本资料库”，网址：

http://library.hkbu.edu.hk/electronic/libdbs/scm_

specimen.html。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药用植物图像数

据库”， 网址：http://library.hkbu.edu.hk/electronic/

libdbs/mpd/index.html。

南京图书馆“特色资源”，其中有数个自建

图片库，如“百年商标”等，网址：http://www.

jslib.org.cn/pub/njlib/jslib_njtsgtszy/。

浙江图书馆“中国寺庙祠观造像数据库”，

网 址：http://diglweb.zjlib.cn:8081/zjtsg/zgsmcgzx/

index1.htm。

浙江图书馆“中国历代人物图像数据库”，

网址：http://diglweb.zjlib.cn:8081/zjtsg/mingren/

index1.htm。

浙江图书馆“中国历代人物印鉴数据库”，网

址：http://diglweb.zjlib.cn:8081/zjtsg/zgjcj/index1.htm。

（四）Flickr 照片特辑 (1)

The British Library，1 019 997 张，网址：

http://www.flickr.com/photos/britishlibrary/。

digitalcollections.nypl.org/。

佛罗里达大学“Asian Collections”，以 Chinese

作为关键词检索，结果有 93 笔，其中不仅有数

十种中国艺术品可在线观赏，还可以看到《钦定

西清古鉴》等数种书籍，网址：http://ufdc.ufl.edu/

asia1。

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Block Prin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30 笔，网址：http://pudl.

princeton.edu/collections/pudl0030。

莱斯大学贝克国际研究中心“中美跨文化

游廊”，收有千余张照片，主题是广告，网址：

http://www.ruf.rice.edu/~tnchina/archives.html。

夏威夷大学“Lian Huan Hua ( 连环画 ) 

Collection”，收有 169 种 524 页，多为封面，网

址：http://digicoll.manoa.hawaii.edu/storybook/

index.php。

美 国 俄 勒 冈 州 里 德 学 院“Formosa: 19th 

Century Images”，19 世纪台湾的各式图像数据，

包括地图、插画与照片，主要针对外国人所留

下的台湾史料，网址：http://cdm.reed.edu/cdm4/

formosa/。

西安大略大学历史系“年画艺苑”，本网站

致力于研究中国农村前现代时期的视觉文化，借

此希望读者更多地了解和更好地赏析中国人在

家中的生活和节庆，网址：http://history.uwo.ca/

nianhua/index_c.html。

德国柏林国立普鲁士文化基金会图书馆“乾

隆朝战争铜版画”，分“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

等 5 个系列，共有 64 幅，网址：http://crossasia.

org/digital/schlachten-bilder/。

耶鲁大学图书馆“Yale Silk Road Database”，

收有照片 11 000 余张，拍摄时间为 2006—2010

年，可检索亦可分类浏览，网址：http://www.

library.yale.edu/digitalcollections/yalesilkroad/。

“Asian Historical Architecture”，是一个关于

亚洲古建筑的照片库，目前有资料近两万笔，广

涉中、日、韩、印度、阿富汗、越南、泰国、菲

律宾等， 网址：http://www.orientalarchitecture.com/

index.php。

“人民公敌”，反对或批评蒋介石的图像

数据库，网址：http:/ /www.hrionline.ac.uk/

(1)	  Flickr 是雅虎旗下的图片分享网站，提供免费或付费的图片储存和分享服务。该网站拥有海量的图像资料，其中不乏世界

著名文化、学术和宗教等机构的档案或藏品，也有不少与中国研究密切相关的照片集，故此处将其单列，作为子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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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北京等，47 张， 网址：http://www.flickr.com/

photos/39631091@N03/sets/72157622196866973/

with/3754707635/。

1920—1930 年，“挪威传教士在安康”（Photos  

of Norwegian Missionaries in Ankang），57 张，

网址：http://www.flickr.com/photos/sandvand/

sets/72157612011099095/with/3160052629/。

“末代皇族”（Imperial Family），197 张，主

要是溥仪家族的， 网址：http://www.flickr.com/

photos/60664167@N05/sets/72157630939012458/。

“Shanghai That Was (before 1939)”，112 张， 

网址：http://www.flickr.com/photos/29253252@

N07/sets/72157619670006824/。

“挪威福音会传教士金宝立中国影集”（Onkel 

Parley 金 宝 立 og Onkel Henry Gulbrandsen, Kina 

1910—1948），40 张。网址：http://www.flickr.

com/photos/vikingman/sets/72157627679461446/

with/6151620526/。

老上海的摩登女郎，“Photos of my grandmother 

- Amy Wang and family”，19 张， 网址：http://www.

flickr.com/photos/natzee/sets/72057594094547695/

with/120089663/。

“中国空军抗战史话”，网址：http://www.flickr.

com/photos/sdasmarchives/sets/72157629743856012/。

“17 世纪的中国地图”（17th Century China 

Maps），15 幅，采自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 

1661）的《中国新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

网址：http://www.flickr.com/photos/114607756@

N07/sets/72157640462226965/with/12288679095/。

China Online Museum - Chinese Art Galleries，

2 752 张，网址：http://www.flickr.com/photos/

chinese-history-and-art-museum/。

“中国历史上的珍贵照片”，121 张，网址： 

ht tp : / /www.f l i ckr.com/photos /xu l iq in / se t s / 

72057594083999421/。

“Leila Judson Tuttle Papers and Chinese 

Artifacts”，116 笔， 网 址：http://www.flickr.com/

photos/iminerva/sets/72157604173281134/。

20 世纪初的昆明老照片，“方苏雅眼中的中

国”，46 张， 网址：http://www.flickr.com/photos/

drnantu/sets/72157633115490550/。

“台大校史馆”，2 398 张，网址：http://www.

Boston Public Library，91 008 张， 网 址：

http://www.flickr.com/photos/boston_public_library/。

Biodiversity Heritage Library，87 810 张，

网址：http://www.flickr.com/photos/biodivlibrary/。

美国国会图书馆，20 439 张，网址：http://

www.flickr.com/photos/library_of_congress/。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12 341 张照片， 网

址：http://www.flickr.com/photos/usnationalarchives/。

美国福音信义会档案，即“ELCA Archives”，

12 726 张，网址：http://www.flickr.com/photos/

elcaarchives/。

美国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

网址：http://www.flickr.com/photos/smithsonian/。

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 UK）“中

国老照片”，691 张，网址：http://www.flickr.com/

photos/nationalarchives/sets/72157631189803994/。

英国国家档案馆“香港老照片”（其实也有

澳门的），700 张，网址：http://www.flickr.com/

photos/nationalarchives/sets/72157631193302238/。

加里·李·托德（Gary Lee Todd）博士，中国

文物图集，90 750 张，网址：http://www.flickr.com/

photos/101561334@N08/。

“AVG/China Collection”，飞虎队在中国，1612

张， 网址：http://www.flickr.com/photos/sdasmarchives/

sets/72157624587561232/with/4838987728/。

“China Postcard”，4463 张，网址：http://

www.flickr.com/photos/china-postcard/。

“Chinese Posters”，网址：http://www.flickr.

com/photos/chinesepostersnet/。

“CNRRA – China”，有善后救济总署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开展救济的照片 519 张，网

址：http://www.flickr.com/photos/70217867@N07/

sets/72157629204775474/。

“Augustana missions in China”，169 张， 网

址：http://www.flickr.com/photos/elcaarchives/

sets/72157621802345154/with/2568886456/。

China Money，235 张，网址：http://www.flickr.

com/photos/38860277@N06/sets/72157623789163297/。

1925—1926 年的中国，66 张，网址：http:// 

www.flickr.com/photos/salemstatearchives/sets/ 

72157627700918971/。

“Historical: China, 1901-1935”， 泰 安、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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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las of Mutual Heritage”，该资料主要针对

荷属东印度公司 (VOC) 及荷属西印度公司 (WIC)

涵盖殖民地或贸易地的地图与图像数据，数据来

源则是整合欧洲各大博物馆收藏，网站提供在线

影像浏览，主要为 17、18 世纪相关数据，中国的

有 130 笔，网址：http://www.atlasofmutualheritage.

nl/en/。

威 斯 康 星 大 学 密 尔 沃 基 分 校 图 书 馆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Library Digital 

Map Collection”，现有地图 700 多幅，其中有中

国地图 24 幅，如《大清一统天下图》、法文版

《北京地图》（ Plan de Pékin）等，网址：http://

collections.lib.uwm.edu/cdm/landingpage/collection/

agdm/。

东洋文库“乾隆京城全图”，网址：http://dsr.

nii.ac.jp/toyobunko/II-11-D-802/。

日本东北大学图书馆“外邦図デジタルアー
カイブ”，20 916 笔，网址：http://chiri.es.tohoku.

ac.jp/~gaihozu/index.php?lang=ja-JP。

“中央研究院地图数位典藏查询系统”，整合

“地图与遥测影像数位典藏计划”多年以来所建立

的12项地图数据库，包括：“中央研究院”、“国防

部 ”、“农委会林务局”、“经济部矿物局”和“水利署”

等典藏地图资源，形成百年以来涵盖中国大陆及

台湾地区之地图整合查询系统，累积数位化成果

超过 12 万余笔，网址：http://map.rchss.sinica.edu.

tw/。

台湾“中央研究院”“美国国会图书馆典藏之

中国相关地图文献资料库”，现有资源数为 78151

笔，看大图较困难，网址：http://webgis.sinica.edu.

tw/map_loc/。

香港中文大学，“燕京思迁录：民国时期北京

都市文化的历史地理信息研究”，尝试从历史地理

信息系统方法入手，考察由民国成立至抗战军兴

为止的北京市的各种新旧交替，中西融混的文化

现象，网址：http://www.iseis.cuhk.edu.hk/history/

beijing/index.htm。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CHGIS”，

网址：http://yugong.fudan.edu.cn/views/chgis_

index.php。

中国人口地理信息系统（Chinese Population 

GIS, CPGIS），网址：http://cpgis.fudan.edu.cn/cpgis/

flickr.com/photos/ntuhistorygallery/。

宾州大学地图图书馆（Penn State University 

Donald W Hamer Maps Library），491 张，网

址：http://www.flickr.com/photos/psumaplibrary/

with/7638422606/。

美国地理学会图书馆（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Library UW Milwaukee），217 张， 网 址：

http://www.flickr.com/photos/agslibrary/。

五、地图（GIS）类

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地图”，496 笔，网址：

http://www.loc.gov/maps/?q=&fa=subject:china。

清末“北京全图”，高清，中德文对照， 网址：

http://www.wdl.org/en/item/44/view/1/1/。

莱斯大学方德伦图书馆，“京板天文全图”，

网址：http://fon-gis.rice.edu/Jingban/。

哈佛大学图书馆“Army Map Service Series 

L500 of China”，美国军方 1950 年绘制的高清中

国地图，中英对照，网址：http://hcl.harvard.edu/

libraries/maps/digitalmaps/indices.html。

哈佛大学图书馆“大清邮政公署备用舆图”，

1903 年绘图，可查到很多地名的邮政式拼法， 网址：

http://ids.lib.harvard.edu/ids/view/12106056?buttons=y。

南 加 州 大 学 图 书 馆“Sea of Korea Map 

Collection”， 有 17—19 世 纪 的 东 亚 地 图 172

幅， 分 别 来 自“Shannon Boyd-Bailey McCune 

Collection”和“David Lee Collection”，可反映近

代西人对东亚的认识，网址：http://digitallibrary.

usc.edu/cdm/landingpage/collection/p15799coll71。

华盛顿大学图书馆“G. William Skinner Map 

Collection”，施坚雅教授地图资料，约 1200 幅，

网址：http://content.lib.washington.edu/skinnerweb/

index.html。

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正将其馆藏的地图

数字化并在线共享。其中的“Historical Maps of 

China”部分，目前已收有近百幅近代时期的中国

地图，以沿海开放城市为主，网址：http://www.

lib.utexas.edu/maps/historical/history_china.html。

“David Rumsey Map Collection”，收有近五万

（48 000 多）幅历史地图，可检索，编有索引，每

笔均有详细说明。其中的 China 类下，有资料

295 笔，网址：http://www.davidrums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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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论著目录资料库”，1912—1997，网址：http://

ccs.ncl.edu.tw/ExpertDB.aspx。

台湾“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两汉

诸子研究论著目录资料库”，1912—2001，网址：

http://ccs.ncl.edu.tw/ExpertDB.aspx。

台湾“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敦煌学

研究论著目录资料库”， 网址：http://ccs.ncl.edu.tw/

ExpertDB.aspx。

“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善本书录”，共

11 427 册， 网 址：http://fpslidx.lib.hku.hk/exhibits/

show/fpslidx/home。

“台湾书目整合查询系统”(SMRT)， 网址：

http://metadata.ncl.edu.tw/blstkmc/blstkm#tudorkmtop。

金陵图书馆“《民国丛书》目录索引”，第一

辑至第五辑，网址：http://www.jllib.cn/minguo/。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大陆各省地方志

书目查询系统”，网址：http://webgis.sinica.edu.tw/

place/。

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研究所“中国

基督宗教史研究电脑信息库”， 网址：http://ricci.

rt.usfca.edu/。

普渡大学“西方医学在中国 1800—1950”

（The History of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网址：

http://ulib.iupui.edu/wmicproject/resources。

“东洋学文献类目检索”，第 7.4α版，网址：

http://ruimoku.zinbun.kyoto-u.ac.jp/ruimoku/。

“日本全国汉籍检索系统”，网址：http://

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

“中国佛教数字目录”，网址：http://bib.

buddhiststudies.net/。

（二）字典、词（辞）典、专名查询等

香港中文大学在线版“儒学词典”（劳思光），

网址：http://humanum.arts.cuhk.edu.hk/ConfLex/。

香港中文大学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在

线， 网 址：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

Lindict/。

台湾大学“台湾历史数位图书馆”之“研究

工具集”，网址：http://thdl.ntu.edu.tw/tools/。

台湾“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两千年中西

历转换”，网址：http://sinocal.sinica.edu.tw/。

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国历史地

名查询系统”，网址：http://archive.ihp.sinica.

default.asp。

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大清邮政舆图”，网

址：http://202.119.228.8/posts/main.asp。

西安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测试版），网址：

http://sinosensing.net:8080/xian/composer。

六、工具（目录、字词典、索引等）类

（一）目录（书目）

“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书目检索系统”，有两

类书目，一是“馆藏书目”（“线装古籍书目”“中

华再造善本”“四库系列丛书书目索引”），二

是“专题书目”（“明人文集书目”“清人文集

书目”“影印本方志书目”），网址：http://www.

library.fudan.edu.cn:8080/guji/index.htm。

“剑桥大学图书馆馆藏中国丛书综合目录检

索 ”（Cong shu in Cambridge Libraries）， 网 址：

http://www.lib.cam.ac.uk/mulu/congshu.html。

剑桥大学图书馆电子目录“北平图书馆善本

书 胶 片 ”， 网 址：http://www.lib.cam.ac.uk/mulu/

a11063.html。

剑桥大学图书馆电子目录“景印摛藻堂四库

全书荟要”， 网址：http://www.lib.cam.ac.uk/mulu/

fb5327.html。

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善本国际联合书

目系统”，网址：http://mylib.nlc.gov.cn/web/guest/

zhonghuagujishanbenlianheshumuxitong。

台湾“国家图书馆”“台湾地区善本古

籍 联 合 目 录 ”，116 034 笔， 网 址：http://nclcc.

ncl.edu.tw/ttscgi/ttsweb?@0:0:1:/opc/catalog/

rarecat@@0.5662473529186598。

台湾“国家图书馆”“中国文化研究论文目

录”，网址：http://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

chinaculture.htm。

台湾“国家图书馆”“中文古籍书目资料库”，

630 758 笔，网址：http://nclcc.ncl.edu.tw/ttsweb/

rbookhtmlgb/nclrbook.htm。

台湾“国家图书馆”“明人文集联合目录与篇

目索引资料库”，整合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大

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傅斯

年图书馆等机构的相关收藏，网址：http://ccsdb.

ncl.edu.tw/ttsweb/top_02.htm。

台湾“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经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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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x?moduleid=21&parentid=20#。

海德堡大学“近现代汉语学术用语研究”，

即“Modern Chinese Scientific Terminologies”，网

址：http://mcst.uni-hd.de/search/searchMCST_short.

lasso。

海德堡大学“汉学文典”，网址：http://tls.

uni-hd.de/main/basic_ch_main.lasso。

“汉字データベースプロジェクト”，能查

《说文》和《康熙字典》等，网址：http://kanji-

database.sourceforge.net/index.html。

（三）索引、指南

易文网，“《中央日报》（1928—1949）标题

索引”，网址：http://www.seph.sh.cn/zyrb/。

海德堡大学，“早期《申报》索引”，支持

中、英文检索，数据库涵盖的具体时段为 1872 至

1898 年，网址：http://shenbao.uni-hd.de/Lasso/

Shenbao/procSearch.lasso。

“港澳期刊网”， 主要收录在香港及澳门出版

的中文及双语期刊，内容方面以人文科学及社会

科学为主。引用的期刊超过三百种；大部分期刊

之索引数据从 1980 年开始，但重要之学术期刊则

从创刊号开始。收录最早之期刊为香港第一份中

文刊物《遐迩贯珍》(1853 年 8 月 1 日出版 )，网

址：http://hkmpnpub.lib.cuhk.edu.hk/。

澳门大学“澳门期刊论文索引”，网址：

http://libdigital.umac.mo/was5/digital/moinchipa.jsp。

建道神学院“中文基督教书刊索引”，网址：

http://www.um66.com/library_public.php。

“中华福音神学院图书馆”“中文基督教期刊

论文索引”，网址：http://wwwtoc.ces.org.tw/toc/

default.html。

台湾“国家图书馆”“台湾近十年出版中文工

具书选介主题资料库”，网址：http://refbook.ncl.

edu.tw/tmrwFront/home.action。

台湾“国家图书馆”“外文期刊汉学论著目

次资料库”， 网址：http://ccs.ncl.edu.tw/ExpertDB4.

aspx。

台湾“国家图书馆”“台湾民间传说主题资料

库”，网址：http://folklore.ncl.edu.tw/ncltwfsFront/。

台湾“国家图书馆”“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资料库”，测试版，网址：http://tci.ncl.edu.

tw/。

edu.tw/hplname/placename/basic。

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人名权威

资料查询”，30749 笔，  网址：http://npmhost.npm.

gov.tw/ttscgi/ttsweb?@0:0:1:mctauac::/tts/npmmeta/

dblist.htm@@0.24604402535106856。

台湾“中央研究院”“国际电脑汉字及异体

字知识库”，网址：http://chardb.iis.sinica.edu.tw/。

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等“搜文

解字”，网址：http://words.sinica.edu.tw/。

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汉字知

识本体”，网址：http://hantology.sinica.edu.tw/。

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语言典

藏计划”，有“先秦甲骨文金文简牍语料库”“上

古汉语文献标记语料库”“闽客语典藏”“台湾

国语口音之社会分布典藏”和“台湾南岛语典

藏”等在线数据库，网址：http://languagearchives.

sinica.edu.tw/cht/。

台湾“教育部”“电子辞典”，包括《国语

辞典简写本》《国语小字典》《重编国语辞典修订

本》《异体字字典》《成语典》《台湾原住民族历史

语言文化大辞典》等，网址：http://www.edu.tw/

Content_List.aspx?n=83D8D70FE4468412。

台湾“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缺字系统”，

网址：http://char.iis.sinica.edu.tw/。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中华民国政府官职

资料库”，网址：http://gpost.ssic.nccu.edu.tw/。

中国文化大学“中华百科全书”，1983 年版，

网址：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

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大辞典”，全 10 册，网

址：http://ap6.pccu.edu.tw/Dictionary/index.asp。

法鼓佛教学院，“佛教规范资料库”， 网址：

http://authority.ddbc.edu.tw/。

“中华佛学研究所”，“宋元明清汉传佛教人物

资料库”，网址：http://dev.ddbc.edu.tw/authority/

chibs_interface/。

网络资料版，“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 网

址：http://www.bdcconline.net/zh-hans/。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数

字化资源”，有“关联书系”“古文字资源库”“今

文字资源库”“民族文字资源库”“历代字书资源

库”“域外汉字资源库”“汉字认知习得资源库”

等 子 库， 网 址：http://www.wenzi.cn/web/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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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网址：http://tcsd.lib.ntu.edu.tw/。

“中华佛学研究所”，“中国佛教寺庙志数位典

藏”，网址：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

fosizhi/。

“The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Repositories”，

即 OpenDOAR，由英国的诺丁汉 (Nottingham) 大

学等机构建设的开放存取机构资源库、学科资源

库目录检索系统，网址：http://www.opendoar.org/

index.html。

“UK Information Resources on Asia”， 简

称“UKIRA”，网址：http://www.asiamap.ac.uk/

background/index.php。

“明清基督宗教汉语文献总书目”，肖清和

博士整理，详见其个人网站，网址：http://www.

fax120.com/xiaoqh/CCT.htm。

“中文和合本圣经查询系统”，网址：http://

springbible.fhl.net/welcome.html。

扬州大学图书馆“扬州文化数据库”，网址：

http://yzwh.yzu.edu.cn/。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中国

文化海外传播动态数据库”，设有“新中国出版外

文图书目录数据库”“中国主题外文出版物目录数

据库”“国外中国主题出版机构数据库”等子库，

建设中，网址：http://www.gddrcc.org/index.do；

通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页亦可使用，

网址：http://www.npopss-cn.gov.cn/。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特色

资源”，建有“国外中国学家数据库”“国外中国

学家论著题录数据库”“国外中国学专著题录数据

库”“国外中国学论文题录数据库”“国外中国学

研究机构数据库”“国外中国学期刊数据库”等子

库，网址：http://www.gwzgx.org/。

中国国家图书馆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资料中

心“数字资源”，建有“专家学者库”“中文书

目库”“论文题录库”“外文期刊中国研究论文

汉译篇目库”等子库，网址：http://202.106.125. 

36:4237/home/szzy.html。

七、数字博物馆及其他

“Google 文化学院”，与数百家博物馆、文化

机构和档案馆合作，共同主办世界文化宝藏在线

展览。能找到艺术作品、地标建筑和世界遗产，

台湾“国家图书馆”“台湾文史哲论文集篇

目索引系统”，1945—2005 年，收录作品 3 300 余

种，近六万篇篇目，网址：http://memory.ncl.edu.

tw/tm_sd/about.jsp。

台湾“国家图书馆”“台北学研究主题资料

库”，网址：http://taipeidoc.ncl.edu.tw/tmtaipei/

index.jsp。

台北大学“中国历代藏书印记检索系统”，网

址：http://120.126.128.164:82/LSS/Default.aspx。

台北大学“中国文献学论着检索系统”，网址：

http://120.126.128.164:81/socrb/BibliInfoList.aspx。

台北大学“古籍资料检索系统”，网址：

http://120.126.128.164/list.php。

台北大学“古籍辨伪资料系统”，网址：

http://120.126.128.164/bianwei/list.php。

海德堡大学汉学系“Digital  Archive for 

Chinese S t u d i e s”，简称“D A C H S”，网址：

ht tp : / /w w w. z o . u n i - heidelberg.de/boa/digital_

resources/dachs/。

“The Online Index of Chinese Buddhism”，

佛教学术资源在线指南，网址：h t tp : / /www.

buddhiststudies.net/oicb.html。

“近代中国佛教检索”，1850—1950 年，搜

集了期间与佛教相关的研究资料，网址：http://

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dmcb/Main_Page。

香光尼众佛学院图书馆“佛教资料库整合查

询系统”等系列数据库， 网址：http://www.gaya.

org.tw/library/index.html。

（四）其他

哈佛大学“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系

在线的关系型数据库，截至 2016 年 4 月，本数据

库共收录约 370 000 人的传记资料，这些人物主

要出自 7—19 世纪， 网址：http://projects.iq.harvard.

edu/chinesecbdb。

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清代粮价资料

库”， 网址：http://mhdb.mh.sinica.edu.tw/。

“清代人口史研究资料库”， 网址：http://gis.

rchss.sinica.edu.tw/QingDemography/。

台湾“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典藏国

际汉学博士论文摘要资料库”，约有 9 000 种，网

址：http://ccs.ncl.edu.tw/g0107/database3.aspx。

台湾大学法律学院“台湾日治时期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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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si.edu/SongYuan/default.asp。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of Asian art“Chinese 

Art”，488 笔，网址：http://www.asia.si.edu/collections/

chinese.asp。

日本正仓院数字化藏品，可检索，亦可分类

浏览，网址：http://shosoin.kunaicho.go.jp/。

日本国立博物馆“e 国宝”，可以看到由多

种语言（日语、英语、法语、汉语、韩语）进行

解说的国宝、重要文化财产， 网址：http://www.

emuseum.jp/。

国文学研究资料馆“蔵书印データベース”，

网址：http://base1.nijl.ac.jp/~collectors_seal/。

东京国立博物馆“印谱データベース”，网

址：http://dbs.tnm.jp/infolib/meta/LoginLog.jsp。

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国家文化

资料库”，目前有数字对象数据 1556804 笔，诠

释 数 据 682228 笔， 网 址：http://nrch.cca.gov.tw/

ccahome/。

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记忆”（American 

Memory），网址：http://memory.loc.gov:8081/

ammem/index.html。

“Global Memory Net”，关涉中国者颇多，网

址：http://www.memorynet.org/。

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实验网站”，网

址：http://www.nlc.gov.cn/cmptest/。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华人妇女与香港基

督教口述历史网上资料库”，网址：http://udi.

lib.cuhk.edu.hk/projects/chinese-women-and-hong-

kong-christianity-oral-history-archive。

中国中古研究学会（Early Medieval China 

Group，美国）“六朝陵墓数据库”（Six Dynasties 

Tombs Database），可以查到各陵墓的详细信息， 

网址：http://www.earlymedievalchinagroup.org/。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

可以看到以数字化形式展示的全球文化机构的档

案背后的故事。现有“艺术计划”“世界奇观”和

“档案展览”等项目，网址：http://www.google.

com/culturalinstitute/home?hl=zh-CN。

“百度百科数字博物馆”，博物馆普及平台，

3D“云冈石窟”是亮点，网址：http://baike.baidu.

com/museum/。

大英博物馆，“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Sir 

Percival David”，在线展示大维德爵士所收藏的

中国瓷器 1 630 笔，每笔均有详细标注，网址：

http://www.britishmuseum.org/research/collection_

online/search.aspx?people=162439。

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响堂山石窟”，

3D 呈现，网址：http://xts.uchicago.edu/。

“360 故宫博物馆”，网址：http://www.dpm.

org.cn/360overallview/index.html。

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Harvard Art Museums），

网址：http://www.harvardartmuseums.org/。

布兰戴斯大学“Jack J. and Therese G. Katz Chinese 

Snuff Bottles”，网址：http://archon.brandeis.edu/index.

php?p=digitallibrary/thumbnails&collectionid=33。

西华盛顿大学“Whittington Collection of Asian 

Ceramics”，网址：http://content.wwu.edu/cdm/

landingpage/collection/wcac。

耶鲁大学美术馆“eCatalogue”，输入“Chinese”，

2838 项，网址：http://ecatalogue.art.yale.edu/search.

htm。

芝加哥大学“Digital Scrolling Painting Project”，

网址：http://scrolls.uchicago.edu/。

威斯康星大学“周策纵书画卷轴与扇面收

藏集”，网址：http://collections.lib.uwm.edu/cdm/

landingpage/collection/scroll。

佛利尔美术馆“宋元书画”，网址：http://ww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