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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人文研究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试论图书馆学对数字人文的方法论贡献∗

夏翠娟

摘　 要　 数字人文不仅革新了人文研究的范式，还意味着全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和知识交流模式。 联合各领域的

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包括各类美术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 ＧＬＡＭ）等文化记忆机构建设数字人文基础设施，

以支撑新的研究范式、知识生产方式和知识交流模式，已经成为共同的呼声。 探讨如何建设数字人文基础设施，

厘清各种责任主体尤其是 ＧＬＡＭ 机构在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中扮演何种角色、承担何种任务、做出何种贡献，

有利于帮助图书馆找准角色定位，发挥自身优势，成为整个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单位。

利用文献调研、需求分析、案例调研、实践验证等方法，将“数据基础设施”从“研究基础设施”中剥离出来并作出

定义；分析面向人文研究的“数据基础设施”的一般性功能需求和技术规范，包括跨机构的共建共享、跨网域的开

放获取、跨领域的知识融通、跨时空的版本迭代四个方面。 以上海图书馆的数字人文实践为例，从原理和实践两

个层面论证图书馆的书目控制、规范控制、知识组织、文献循证方法和关联数据、知识图谱、大数据等技术结合起

来，有望为“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一定的方法论贡献。 联合各类机构加强新技术的应用，推进数据开放互

联和知识融通，建设公共性、开放性、持续性的“数据基础设施”，是 ＧＬＡＭ 机构在数字人文大潮中应尽而可尽的

责任。 图 ２。 参考文献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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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ａｔａ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ｎ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ｏｓｅ ａｒｅ ｗｈａｔ ＧＬＡＭ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ｎｄ
ｃａｎ ｄｏ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ｔｉｄ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Ｄａｔａ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ＧＬＡＭ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ｉ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ｅｓｔ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２ ｆｉｇｓ ２８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Ｄａｔａ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　 引言

１ １　 背景

随着数字人文的兴起，大数据、语义网、机

器学习、ＧＩＳ、数据可视化、ＶＲ ／ ＡＲ ／ ＭＲ 等技术被

广泛地应用到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过程中，更
好地支持基于大规模数据、事实、知识的量化研

究和循证实践，催生了文本分析法、社会网络关

系分析法、空间分析法等新型研究方法，为人文

０２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六卷　 第二四七期　 Ｖｏｌ ４６ Ｎｏ ２４７

社科领域同时提供了用于宏观研究的“望远镜”
和个案研究的“显微镜”，被认为革新了人文社

科领域的研究范式。 但数字人文带来的影响远

不止如此，由于开源、众包等理念的引入以及数

字出版和开放获取的渗透，数字人文已经从根

本上触及人文社科领域的知识生产方式和学术

交流模式的革新［１］ 。 对于如历史学、文学、语言

学、艺术、人类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的单个学科来

说，数字人文提供的方法共同体 （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ｍｏｎｓ），具备了将不同学科的学者汇聚到一

起的条件，尽管各自研究的问题大相径庭，但仍

可在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层面互相参考、借鉴、
启发，对促进跨领域的对话、弥合学科之间的界

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更进一步地推进了技术、
资源、数据和知识的分享和重用。

新技术带来的数据存储规模的扩大、分布

式计算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增强，使得数据成为

一种支持研究、创新和服务大众的新型能源［２］ 。
互联网上越来越多的开放数据集可被按需使

用，数据将与水、电、气等一样可以开放获取，作
为即插即用的公共资源，联合各领域的研究者

和研究机构，包括各类美术馆、图书馆、档案馆、
博物馆（ＧＬＡＭ）等文化记忆机构建设数字人文

基础设施，已经成为共同的呼声［３］ 。 然而，到底

什么是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如何建设？ 各种责

任主体尤其是 ＧＬＡＭ 机构在其中扮演何种角

色、承担何种任务、做出何种贡献？ 厘清这些问

题，有助于图书馆找准角色定位，发挥自身优

势，成为整个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中不可或

缺的有机构成单位。

１ ２　 “数据基础设施”与“研究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一词源于水、

电、煤、交通等生活公共设施，随着信息时代的

到来，衍生出满足人们信息交流、网络接入等基

本需求的 “ 信息基础设施”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ｒ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而“ Ｃｙｂｅｒ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一词则被美

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ＮＳＦ）用作互联网时代支撑

研究活动的数字环境的总称，包括数据采集、数
据存储、数据管理、数据集成、数据挖掘、数据可

视化等分布在互联网上、超出单一机构范围的

计算 和 信 息 处 理 服 务①， 在 英 国 被 称 为

“ｅ－Ｓｃｉｅｎｃｅ”或“ 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在欧盟则被称为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数字人文基础设施

被归为一种支持数字人文研究活动的“研究基

础设施（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包括数字化的

文献资源、数据库、工具平台、支持知识生产和

信息交流的网络空间等，需由数字出版商、文化

记忆机构、研究机构、研究者、ＩＴ 支持人员共同

参与构建。 本文提出的数字人文“数据基础设

施”（ Ｄａｔａ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作为数字人文研究基

础设施的一部分（见图 １），试图聚焦于数字人文

研究基础设施中的内容、数据和知识部分的生

产和组织，探讨如何构建独立于具体应用开发

和领域研究问题之外的数据层，及其长期保存、
共建共享和开放利用的技术规范。

图 １　 “数据基础设施”与“研究基础设施”

“数据基础设施”以“数据”为基本的组成单

位。 “数据”最初的定义是“可被计算机传输和

存储的信息”②，对于人文研究来说，“数据” 可

理解为可被机器处理的信息单元，如文献或实

物资源对象、概念、人物、机构、团体或其结构化

的描述信息（包括变量、数值、文字符号或事实

等）。 数字人文“数据基础设施”，除了具备“基

０２６

①
②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Ｃｙｂｅｒ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Ｄ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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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Ａ Ｃｕｉｊｕａｎ：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ｔａ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２０

础设施”的开放性、公共性和可持续性，还应充

分体现数据规模大、覆盖时间长、地域范围广、
描述粒度小、 维度多等特点， 以支持全网域

（Ｗｅｂ－ｓｃａｌｅ） 的数据调度、融合和自动化分析、
统计，以及数据可视化。 同时还应独立于具体

应用开发和特定领域研究之外，遵循通用的数

据组织规范和开放共享规范，成为介于信息基

础设施“后台” 和特定领域研究“前台” 之间的

“数据中台” ［４］ 。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的

一般性功能需求和技术规范，结合上海图书馆

的实践，来探讨 ＧＬＡＭ 等文化记忆机构在建设

数字人文研究基础设施中的角色、侧重点和着

力点，以及互联网时代的书目控制、规范控制、
知识组织、文献循证等图书馆学方法在数据基

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对数字人文的方法论贡献。

２　 文献调研

在 ＧＬＡＭ 领域，关于“基础设施”的提法由

来已久。 肖珑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出发，认为人

文社会科学是“文献依赖型学科”，而文献资源

保障体系建设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需

要的软性基础设施，并对其需求、现状及其宏观

战略规划进行论述［５］ 。 赵生辉在总结了国外档

案领域数字人文项目具备“多重功能复合” “多

元学科属性”“面向知识整合”等特点的基础上，
提出我国档案界应参与“国家数字人文基础设

施建设工程”前期规划，建设“若干体现我国特

色文化资源的数字人文仓储”，形成各类资源

“相互补充、互相联系、交相辉映”的格局［６］ 。 这

些研究体现了图书馆界和档案界在人文研究基

础设施建设中对文献资源的重视。
近年来，数字人文的外延不断扩大，成为涵

盖数字化资源、数据技术、平台和工具、研究环

境的“大帐篷”，对“基础设施”的认识也随之变

化，开始关注除了数字化资源建设之外的工具、
平台、环境、制度等重要因素。 刘炜等深入地探

讨了数字人文基础设施的定义、构成，认为数字

人文基础设施“是指在数字环境下为开展人文

研究而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包括全球范围内

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所有文献、数据、相关软件工

具、学术交流和出版的公用设施及相关服务

等”，并对图书馆如何建设数字人文基础设施，
和建设国家层面的数字人文基础设施提出了建

议和意见［７］ 。
除了 ＧＬＡＭ 机构，人文社科研究者们也认识

到建设基础设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来自汉学领域的 １００ 余名世界各地的数字人

文学者参加了上海哈佛中心举办的“中国历史研究

的网络基础设施国际研讨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ｙｂｅｒ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ｕｄ⁃
ｉｅｓ），共同探讨如何连接各种资源库、专题数据

库、工具平台，建设面向中国历史研究的网络基

础设施。 在 ２０１８ 年上海图书馆国际论坛的数字

人文分会场，哈佛大学包弼德教授以哈佛燕京

历代人物资料库（ ＣＢＤＢ）为例，发表了题为“数

字人文与中国研究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报

告，分析了数字人文的方法和工具为人文研究

带来的智能和理论层面的飞跃，为了避免重复

建设，连接信息孤岛，提出了联合建立“全球智

慧数据平台”的愿景［８］ 。
对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中数据层面的整

合和互操作的关注也开始显现。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在台湾地区的数字人文大会上，德国马普研究

所介绍了“ ＲＩＳＥ”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ｕｒａｓｉａ）项目。 该项目旨在通过定义一

套标准化的 ＡＰＩ 和元数据描述框架，帮助数据

库提供者更好地描述内容，提供标准化的数据

访问接口，以构建整合汉学领域各种数据库和

研究工具的统一平台，为研究者回答有哪些资

源库、资源库中有什么文献、文献如何获取等问

题。 其主要目的是在现有知识产权框架下，在
元数据规范和技术应用的层面实现多源异构资

源的一站式获取。
由欧洲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历史学、考

古学、社会学等多个人文研究领域协作构建的

“赛莎特全球历史数据银行”（ Ｓｅｓｈａｔ：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

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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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ｒｙ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①是一个跨领域的大型历史人文

数据基础设施，目前集成了 ２１１ ６１１ 个数据点

（Ｄａｔａ Ｐｏｉｎｔｓ），采用关联数据技术，将不同来源

和领域的数据经过清洗转换后以 ＲＤＦ 格式存储

在三元组存储库（Ｔｒｉｐｌｅ ｓｔｏｒｅ）中，数据集之间可

以在不同的粒度（资源集合、元数据、资源对象、
内容中的实体）上建立关联，同时也可以方便地

与外部数据集关联［９］ 。 与 ＲＩＳＥ 项目相比，ＳＥＳ⁃
ＨＡＴ 项目不仅解决了多个数据集的一站式获取

问题，还利用关联数据技术解决了跨领域的数

据融合问题。

３　 “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和技术规范

对于各类 ＧＬＡＭ 机构来说，“数据基础设

施”建设注重的不仅是传统馆藏资源的数字化、
服务的有序化，而更强调资源描述信息和内容

的数据化以及数据间逻辑关系的形式化（机器

可处理）。 同时要求在各机构之间实现跨机构

的共建共享，在资源对象和数据单元层面实现

跨网域的开放互联、跨领域的知识融通和跨时

空的版本迭代。

３ １　 跨机构的共建共享

由原文化部、财政部共同发起并组织实施

的三项重大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简称“三大工

程”），即“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数字

图书馆推广工程”和“公共电子阅览室计划”，使
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在数字资源建设和服

务的跨机构共建共享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在光纤网络、系统软件、资源建设、服务模式、运
行机制上形成了一定的标准，初步完成了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在资源建设方面也制定了一致

性的加工标准，如文本、图像、音频资源的加工

标准和各类元数据规范等，建设了数千 ＴＢ 的数

字资源和分布式的资源库群［１０］ ，为“数据基础

设施”的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高校图书馆

经过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ＣＡＬＩＳ）、大学

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 ＣＡＤＡＬ）等项目在跨

机构的共建共享方面也取得了类似的成就。 然

而，“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对跨机构的共建共享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１）覆盖各类 ＧＬＡＭ 机构。 国外 ＧＬＡＭ 机

构呈现出鲜明的一体化趋势，如由美国国会图

书馆牵头的“美国记忆”项目、“欧洲数字图书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项目、“威尼斯时间机器” 项目就

是由各类 ＧＬＡＭ 机构共同参与的。 国内的“三

大工程”、ＣＡＬＩＳ、ＣＡＤＡＬ 主要涵盖的还是图书

馆，尚未涉及档案馆、博物馆等其他文化记忆机

构。 同一主题的文献资源由于载体类型、管理

机制的不同或流藏际遇的差别而分散在不同种

类的机构中，而数字人文“数据基础设施”面向

的是各类特定主题的研究问题，需要超越资源

的物理位置和载体的限制。 例如由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发起的古籍普查工作，已经超出了图书

馆的范围，将博物馆的古籍也纳入其中，构建了

“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 一些特色文

献资源的总目编纂工作如《中国家谱总目》除了

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机构，还囊括了社会

或民间团体如宗亲会和个人的收藏，基于此上

海图书馆构建了“中国家谱知识服务平台”。 这

样的跨机构数据库有必要成为“数据基础设施”
的有机组成部分。

（２）在资源对象和数据单元层面实现跨机

构的共建共享。 面向人文研究的“数据基础设

施”需要支持基于大规模、细粒度、长时间、全量

级、多维度数据的调度、融合、分析、统计、可视

化。 目前国内 ＧＬＡＭ 领域的共建共享停留在资

源库层面，初步实现了资源库建设的整体规划

和跨机构访问，但尚未深入到单个文献资源对

象的层面，例如 ＦＲＢＲ 中的第一组实体对象：作
品、内容表达、载体表现、单件，更毋庸说深入到

文献中的数据单元层面，例如 ＦＲＢＲ 中的第二组

实体对象：概念、主题、实体及其结构化描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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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仅仅资源库层面的共建共享无法满足资源

对象层面的共享和数据单元层面的计算。 要在

资源对象和数据单元的层面实现跨机构的共建

共享，需要细化描述对象的粒度，不仅描述资源

对象，还应描述数据单元，并采用唯一的、全局

的、永久的标识符对资源对象和数据单元进行

标识和定位，支持跨机构的访问和调度。 与

ＩＳＢＮ、ＤＯＩ 相比，ＨＴＴＰ ＵＲＩ 是一种可在互联网

上唯一标识和定位的统一资源标识符。

３ ２　 跨网域的开放互联

哈佛燕京历代人物资料库（ ＣＢＤＢ） 一直被

作为数字人文研究基础设施的典范，为大量的

研究者提供了数据支撑。 ＣＢＤＢ 在向广大研究

者开放之初，采用的是整库下载的方式，后来开

始提供基于互联网 ＨＴＴＰ 协议的应用程序开发

接口（ Ｒｅｓｔｆｕｌ ＡＰＩ），辅以翔实的数据结构说明

书，在互联网上供开发人员编程调用。 这种方

式也被 ＣＴｅｘｔ 项目、上海图书馆数字人文项目等

采用，已逐渐成为数字人文领域数据库或平台

建设的默认需求。 然而，“数据基础设施”跨网

域的开放互联不限于此，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

方面。
（１）支持跨网域的开放访问。 在互联网时

代，跨网域的开放访问是“数据基础设施”的基

本要求。 “数据基础设施”中的数据有着作为公

共资源的公共性，需要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超越系统（如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网域（如机构

局域网）、领域（如图书馆领域）的限制，实现在

全网域（Ｗｅｂ－ｓｃａｌｅ） 范围内的开放访问。 这意

味着数据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被访问，支
持即插即用。

（２）支持机器（应用程序）调用的开放数据

服务。 “数据基础设施”提供的服务不仅仅是支

持人通过浏览器的查阅，更重要的是为机器提

供开放数据服务，支持开发人员编写应用程序

调用数据，根据客户端请求返回所需的数据，支
持按需利用，满足多层次、个性化的数据消费需

求。 Ｒｅｓｔｆｕｌ ＡＰＩ 是目前数字人文项目常用的开

放数据服务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机器调

用数据的需求。 面向机器的开放数据服务可分

为两个层面：一是数据实例的层面，二是数据结

构定义（Ｓｃｈｅｍａ）的层面。 目前类似 ＣＢＤＢ 这样

的数字人文平台提供的 ＡＰＩ，数据可被机器处

理，但数据结构的定义和说明则主要供人读。
（３）支持资源对象和数据单元层面的开放

互联。 整库下载、Ｒｅｓｔｆｕｌ ＡＰＩ 的方式都存在一定

的不足之处。 首先，整库下载的方式需要用户

细致深入地了解数据结构，且用户将数据获取

到本地后不能实时更新；而 Ｒｅｓｔｆｕｌ ＡＰＩ 则往往

会受到服务器端性能、返回数据量的制约。 其

次，整库下载、Ｒｅｓｔｆｕｌ ＡＰＩ 主要面向的用户群体

是具备一定开发能力的研究团体或个人，“数据

基础设施”的用户还包括各种文化记忆机构，其
需求主要是调取本机构缺乏的数据与已有的数

据融合，为本机构的用户提供更丰富的查阅、展
示服务，对数据的实时性有较高的要求。 因而

支持资源对象和数据单元层面的开放互联可作

为前两种方式的补充，即其他机构通过 ＡＰＩ 查

询所需的资源对象或数据单元，获取其 ＨＴＴＰ
ＵＲＩ、元数据或对象数据（扫描影像、全文文本、
音视频），在本机构的应用中提供其他机构资源

对象或数据单元的链接或详情。 这样各机构可

以在保有本机构的数据资产（数据存储在本机

构的服务器上）的情况下，通过互联网为其他机

构提供实时的数据服务，同时增加本机构资源

的可见度，互相导流。

３ ３　 跨领域的知识融通

数字人文“数据基础设施”需要支持面向特

定研究主题的多源异构数据的融合，在数据融

合中产生新的知识。 在知识管理领域的 ＤＩＫＷ
模型中，知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位于数据（ Ｄａｔａ）和信

息（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之上、智慧（Ｗｉｓｄｏｍ）之下。 知识

是从数据的定量到定性的分析，通过归纳、演

绎、比较等手段进行挖掘，并融入已有的知识体

系而得到，面向决策和行动。 而特定研究主题

的数据往往来源于不同的机构，采用不同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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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描述规范和多样性的数据编码格式存储于不

同的数据管理系统中。 一方面，这种融合往往

发生在机器与机器之间，这就要求采用一致的

知识表示方法，以支持来自不同机构的数据单

元跨越各自的系统、平台、格式的限制，基于互

联网进行数据的调度、传输和交换。 另一方面，
需要有高层的、抽象的知识共享模型，超越领域

元数据规范，在特定应用场景中进行知识的分

享、重组和再生。
（１）采用一致的知识表示方法以支持跨领

域的数据传输和交换。 不同机构的资源对象描

述元数据元素和著录规则往往存在着差异，例
如图书馆系统的大量数据是基于 ＭＡＲＣ 标准

的，而档案馆系统的数据则是基于 ＥＡＤ 标准的，
同 样 是 ＭＡＲＣ， 还 有 ＭＡＲＣ２１、 ＵＮＩＭＡＲＣ、
ＣＮＭＡＲＣ 之分。 这为系统与系统之间跨领域传

输和交换数据带来了障碍。 图书馆领域以往通

过制定行业标准在系统和数据编码格式层面来

解决这一问题，但涉及跨领域的数据传输和交

换，就不仅仅是数据格式层面的互操作，还需要

借助更高层面的“知识表示”方法，达到领域知

识的共享和融通。 “知识表示”是把人类知识表

示成机器能处理的数据结构和系统控制结构的

策略，是人工智能和认识科学中最热门的研究

课题之一［１１］ 。 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知识表示方

法有谓词逻辑表示法、语义网络表示法、面向对

象表示法、框架结构表示法、基于本体的知识表

示法等，其中基于本体的知识表示法被认为有

助于实现领域知识的共享和重用，促进跨领域

的知识交流［１２］ 。 基于 Ｗ３Ｃ 的推荐标准 ＲＤＦ 的

知识表示方式，随着关联数据、知识图谱技术的

成熟和普及，在 ＧＬＡＭ 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２）采用统一的知识建模方法以支持跨领

域的知识分享和重组。 “ 知识提取和建模”
（ＫＣＭ，简称知识建模）是一种跨学科的方法，用
于在数据中抽象出可共享的知识模型、提取知

识并将其转换为可重用的格式，以便保存、改

进、共享、替换、聚合和重新应用它，提供了一种

从本地专有解决方案到将知识模型嵌入到跨领

域的大型计算解决方案转变的方法［１３］ 。 知识建

模方法在知识管理、语义网、人工智能等领域应

用广泛，相关技术有决策树、贝叶斯网络、人工

神经网络、基因进化模型、统计模型、知识图谱

等。 其中语义网领域的知识图谱技术采用本体

工程的方法，为领域概念、术语给予明确的可被

机器理解的定义，在不同领域的概念和术语之

间建立映射，实现跨领域的知识共享和融合。
ＧＬＡＭ 领域因应互联网时代的趋势所制定的各

种元数据标准规范（主要是 ＤＣ 和基于 ＤＣＡＰ 的

各种 扩 展 ） 和 数 据 模 型 （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ＥＤＭ，
ＣＩＤＯＣ－ ＣＲＭ ） 是一种基于本体的知识建模

方法［１４］ 。

３ ４　 跨时空的版本迭代

数字人文不仅革新了人文研究的范式，也
改变了人文领域的知识生产方式，这是互联网

和大数据技术提供的红利。 在分布式网络环境

下，包括领域专家、图书馆员、程序员、界面设计

人员在内的虚拟松散跨学科团队一起合作和互

动，随时随地进行知识分享和再生产。 数字出

版降低了数据库商更新数据的成本，数据库更

新的频率极大提高。 ＧＬＡＭ 机构的工作人员日

常知识生产和整序工作的成果也可以频繁导入

数据库，除此之外，领域专家和研究者、终端用

户也成为出版商和 ＧＬＡＭ 机构知识生产流程的

一部分。 数字人文“数据基础设施”的开放性，
不仅体现在数据的开放访问，也体现在数据的

开放更新上，版本迭代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
知识的生产不再以原始生产者为中心。

（１）支持实时版本更新和历史版本追溯。
新的数字环境使得数据的更新和发布变得空前

便捷。 “数据基础设施”以数据为基本单位，其
中的每一个数据单元、资源对象的描述元数据

元素和值，以及彼此之间的关联关系都可以独

立地完成增、删、改的整个生命周期，每一次更

新的记录均可保存。 一个资源对象或数据单

元、多个资源对象组成的资源集合和多个数据

单元组成的数据集，不同的版本可以方便地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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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在一起，追溯其每一次更新的前后变化，由谁

在何时何地进行的更新都历历在案，展现不同

版本比照的证据，这些证据将供后来者进行数

字世界的循证研究。
（２）支持用户贡献内容。 在传统的知识生产

环境下，用户往往作为知识的被动接收者，而新

的数字环境正在重建 ＧＬＡＭ 机构的知识生产者

与用户之间的关系。 数字人文“数据基础设施”
的用户包括文化记忆机构、研究机构、研究团体

和个人、程序员、数据艺术家、第三方公司等，在
与数据的互动过程中，用户可能会发现已有数据

的错误、不足，或收集新的数据，或产生新的想

法，这些都可以作为新的知识更新到“数据基础

设施”之中，甚至用户的访问记录、使用偏好都可

以利用大数据技术纳入到“数据基础设施”中，从
中挖掘出有价值的知识。 数字人文“数据基础设

施”需要开放相应的数据更新接口，支持用户贡

献内容。 例如 ＣＢＤＢ 除了提供数据查询的 ＡＰＩ
外，还提供数据更新的 ＡＰＩ。 上海图书馆建设的

“历史文献众包平台”，支持用户对各类手稿、抄
本进行元数据标引和全文抄录。

４　 图书馆学的方法论贡献

“数据基础设施”所要求的数据规模大、覆
盖面广、时间跨度长，及其开放性、公共性、可持

续性等特点，决定了由社会公共制度支持、长期

致力于资源保存、文化传承和知识整序的 ＧＬＡＭ
机构必将成为其主要责任主体，而以盈利为目

的的出版者成为其上游数据提供方，专门领域

的研究人员则在面向特定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发

现、创造新的知识，为其提供高质量的、专业的、
特定领域的数据补充。

图书馆的书目控制和规范控制、知识组织、
文献循证等方法，与语义网、大数据、关联数据、
知识图谱等新技术结合后，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催生出大量的智慧数据［１５］ ，有望在数据层面将

不同文化记忆机构、社会团体、个人的文化记忆

资源，以及研究机构和领域专家的研究成果和

知识，与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有机地整合、有序

地组织起来，构建互联互通的“数据基础设施”，
形成独立于具体应用开发和特定领域研究的

“数据中台”。 上海图书馆在多年的数字人文项

目建设中初步形成了一套将图书馆学方法和新

技术结合起来建设“数据基础设施”的路径和技

术框架（见图 ２）。 该框架用基于本体的知识建

模和知识表示方法（知识组织），将各种不同的

文献知识库（书目控制）和基础知识库（规范控

制） 的数据融合起来。 其中基础知识库通过

Ｒｅｓｔｆｕｌ ＡＰＩ 的方式为文献知识库提供服务，以
ＨＴＴＰ ＵＲＩ Ｌｉｎｋ 的方式提供基于资源对象和数据

单元层面的数据链接；将文献服务（查阅服务）和

图 ２　 上海图书馆历史人文“数据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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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数据服务 （ ＨＴＴＰ ＵＲＩ Ｌｉｎｋ， Ｒｅｓｔｆｕｌ ＡＰＩ，
Ｓｐａｒｑｌ Ｅｎｄｐｏｉｎｔ）与“数据基础设施” 分离开来，
使得不同的服务（具体应用开发和特定领域研

究）可以共享“数据基础设施”提供的数据，同时

在新的服务应用开发过程中对已有的数据进行

丰富和补充；在提供查阅服务的过程中以众包

的方式支持 ＧＬＡＭ 机构共建，支持研究者、大

众、第三方公司贡献内容，通过提供开放数据服

务支持 ＧＬＡＭ 机构和开发人员链接、调用、丰富

数据。 “数据基础设施”的作用在上海图书馆为

用户提供的家谱、古籍、手稿、档案、电影等各种

新型文献服务和支持四届“开放数据应用开发

竞赛”中得到了一定的印证。

４ １　 书目控制

书目控制是现代图书馆的核心职能之一，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控制人类已出版的全部文献”
成为图书馆的使命和职能。 “全面记录并保存

人类所有的文献”和“通过记录达到对文献的有

效检索和广泛利用”被认为是书目控制的两个

基本任务，制订国际化的编目条例和实施全球

范围内的联合编目成为书目控制的方法和手

段。 到了世纪之交，图书馆的大量文献被数字

化，互联网上的原生数字化资源与日俱增，“文

献”的种类不再限于纸质资料而扩展到多媒体

资源和原生数字化资源，研究数字文献书目控

制的“数字目录学” 等议题得到高度重视［１６］ 。
２００８ 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发布的《书目控制未来

报告》草案提出“书目控制未来将是合作性的、
分散的、世界性的和基于万维网的” ［１７］ ，试图将

图书馆的书目控制方法延伸到互联网。 在编目

规则 层 面， ＡＡＣＲ２ 升 级 为 ＲＤＡ， 充 分 借 鉴

ＦＲＢＲ，基于概念来区分书目记录和实体对象，
定义概念、属性及其关联关系，并对各类规范取

值词表概念化、规范化。 在知识建模和知识表

示方面，充分利用语义网的本体、ＲＤＦ 及关联数

据技术。 美国国会图书馆推出书目数据的本体

模型及词表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以替代 ＭＡＲＣ，全球最

大的书目控制机构 ＯＣＬＣ 基于互联网上应用最

为广泛的 Ｓｃｈｅｍａ ｏｒｇ 本体词表开发了书目扩展

ＳｃｈｅｍａＢｉｂＥｘｔ。 与此同时，美国、英国、瑞典、芬

兰、韩国、日本的国家图书馆以及 ＯＣＬＣ 将自己

的书目数据以关联开放数据（Ｌｉｎｋｅｄ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技术发布为可在互联网上开放获取的“关联书

目数据”（Ｌｉｎｋｅｄ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Ｄａｔａ）。
图书馆界的这些努力在数据、方法和技术

实施路线上为建设跨网域开放互联的“数据基

础设施”奠定了基础。 上海图书馆基于关联数

据技术构建的“中国家谱知识服务平台”，将全

球 ５９７ 家家谱收藏机构、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家谱

收藏目录整合到一个平台之中；“中文古籍联合

目录及循证平台”汇集了全球 １ ４００ 余家机构的

馆藏古籍目录；“盛宣怀档案知识库”包含了 １５
万余种档案目录，涉及近 ３ 万名晚清民国时期名

流政要的信函、电报、合同、章程、日记、实物等；
此外还有上海市文献联合编目中心的 １５０ 余万

种书目数据。 上海图书馆将这些不同格式的书

目数据转换为 ＲＤＦ 格式，产生了近 ３ 亿个 ＲＤＦ
三元组，基于此构建了同时服务于普通大众和

人文研究者的文献知识库，并发布为关联开放

数据。 所有的资源对象、规范实体、术语词表被

赋予可在互联网上唯一标识和定位的 ＨＴＴＰ
ＵＲＩ，支持跨网域的开放数据互联，试图实现跨

机构的书目控制，同时在互联网上提供开放数

据服务。 将其作为上海图书馆历史人文“数据

基础设施”的有机组成部分（见图 ２ 中“文献知

识库”）。

４ ２　 规范控制

规范控制原是图书馆编目业务工作流程中

重要的一环，目的是“集中同一责任者的不同著

作，汇集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或译本，提高文献

检索率” ［１８］ ，主要包括名称规范控制（人、机构、
地名）和文献题名的规范控制，通过在文献编目

的过程中建立并使用著者规范档和统一题名来

实现。 合并异名、区分同名，是图书馆“名称规

范控制”工作的主要任务。 在互联网环境下，图
书馆的规范控制在理念、方法和技术上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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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变革。 以人名为例，传统的人名规范

控制，以人名为基本单元，在计算机系统中作为

字符串编码，以关键词匹配的方式提供索引和

检索服务。 随着语义网、关联数据和知识图谱

技术的发展，一个具体的人，被作为“人”这个抽

象概 念 在 现 实 世 界 中 的 实 例 对 象 （ 实 体，
Ｅｎｔｉｔｙ），人名和人的生卒年、生平大事，以及人和

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是“人”这个概念的属性。 这

一思想 也 体 现 在 “ ＩＦＬＡ 图 书 馆 参 考 模 型”
（ＩＦＬＡ－ＬＲＭ）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关联书目数

据模型———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２ ０ 的设计中［１９］ ，并逐

步成为互联网环境下名称规范控制的发展趋

势，多国的国家图书馆联合构建了国际虚拟规

范档（ＶＩＡＦ）等基于实体管理的大型关联开放数

据集［２０］ 。 这样的方式正好契合了数字人文的典

型研究范式。
在数字人文研究中，“人”是历史、人文、社

会研究中的重要因素，是除了时间和空间之外

的另一个重要维度，个人的生卒时间、地点及在

生命旅程当中的重要事件、工作经历、社交活

动、作品著述等，是构成整个人类社会人文和历

史的基本单位。 以人的个人信息为研究资料，
以个人或群体为研究对象，是人文研究的常规

范式，以群体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分

析法”，是数字人文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
图书馆长期的名称规范控制工作形成的名

称规范档，结合互联网环境下基于实体管理的

名称规范控制方法，按照数字人文研究的要求

进行重组和丰富后，可成为“数据基础设施”的

有机组成部分。 同样的方法还可以推广到机

构、地点、时间、事件、实物等，建立各种实体规

范库，以构建开放的、以知识服务为目的的人文

数据基础设施，保证人文研究的持续性、一致性

和高效性，各种以实体为基本单位的规范库正

是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中重要的一环［２１］ 。 上海图

书馆的“人名规范库”就是在图书馆的人名规范

档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的人物资料，转换为结

构化的语义数据，并与“地理名词表” “历史纪年

表”“事件库” “建筑库”等一起作为历史人文研

究的“数据基础设施”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些基

础知识库在资源对象和数据单元的层面，基于

本体定义的关系，通过各自 ＨＴＴＰ ＵＲＩ Ｌｉｎｋ 相互

关联，作为各类 ＧＬＡＭ 资源和数据的链接中心，
既起到规范控制的作用，同时还以 Ｒｅｓｔｆｕｌ ＡＰＩ
和 Ｓｐａｒｑｌ Ｅｎｄｐｏｉｎｔ 的方式，为其他机构和开发人

员提供开放数据服务（见图 ２“基础知识库”）。

４ ３　 知识组织

“知识组织”源于图书情报学的分类法和主

题法，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和实践研究的

热点和前沿，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历久弥新，在
理论、方法、技术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简单知

识组织系统（ＳＫＯＳ）、主题图、大众分类法、自动

标引技术等在图情领域得到了卓有成效的应

用，并引起了知识管理、人工智能、语言学等领

域的关注［２２］ 。 在最初的分类法和主题法的基础

上，图情领域的知识组织经历了两次大的变革

和升级：一是以 ＤＣ 为代表的元数据方案设计方

法，二是基于语义网本体的知识建模和知识表

示方法。
元数据方法使得图情领域的知识组织不再

仅仅是给文献分类和主题标目，而形成了更为

规范、科学和灵活可扩展的多维度的描述和揭

示方法，并可适用于各种各样的特色文献资源、
多媒体资源和网络资源。 在过去的 ２０ 余年中，
ＧＬＡＭ 以 ＤＣ 元数据方案设计方法，制定了覆盖

纸本、多媒体资源、实物、网络资源等各种资源

类型的元数据描述标准、扩展规范和编码规范，
使元数据元素具有明确的、一致性的定义，积累

了大量标准规范的元数据记录。
引入语义网技术和本体方法后，图书馆知

识组织方法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 “语义”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一词在语义网的语境下意为“机器与

机器之间可相互理解的语义”。 为数据赋予机

器可理解的语义后，将主观的知识客观化、将隐

性的知识显性化，使知识成为可计算、可分析、
可支持推理和决策的语义数据。 语义网提供了

一套完整的知识建模和知识表示规范，超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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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以资源对象为中心的知识组织方式，不
仅描述资源对象，还描述资源对象中隐含的各

种知识节点（人 ／ 机构、地、时、事、物），尤其擅长

描述其中错综复杂的关联关系。 这些知识节点

超于资源对象而又为其所共有，因而可以作为

建立在资源对象之上的知识层，承担着链接不

同领域的资源对象、实现跨领域知识共享的任

务。 本体方法将原有的分类主题词表、不同资

源的元数据标准，建模成统一的、抽象的概念体

系，形成可共享的术语词表，以标准规范的形式

化语 言 （ ＲＤＦｓ， ＯＷＬ， ＳＫＯＳ ） 和 序 列 化 格 式

（ＲＤＦ ／ ＸＭＬ，Ｔｕｒｔｌｅ）编码，成为机器可理解的客

观知识［２３］ 。 欧洲数字图书馆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的

ＥＤＭ（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即是一种基于本体

的跨 ＧＬＡＭ 领域的知识模型。 上海图书馆的数

字人文平台采用基于本体的知识建模和知识表

示方法后，将 ＲＤＦｓ 形式化编码的本体发布在互

联网上，在以 Ｒｅｓｔｆｕｌ ＡＰＩ 方式提供开放数据服

务的同时，也开放机器可读的数据结构定义。
关联数据作为语义网的轻量级实现方式，

在各国以国家图书馆为首的“关联书目数据”
（Ｌｉｎｋｅｄ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ａｔａ） 项目中得到了深入

的应用，使图书馆的书目数据和规范数据成为

跨网域开放互联的开放数据集。 知识图谱作为

语义网在产业界的成功应用模式，吸收了 Ｗ３Ｃ
关联开放数据（ Ｌｉｎｋｅｄ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运动的成果。
２０１２ 年，最大的关联开放数据集 Ｆｒｅｅｂａｓｅ 被

Ｇｏｏｇｌｅ 收购，成为 Ｇｏｏｇｌｅ 知识图谱的第一桶金。
“知识图谱”（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Ｇｒａｐｈ）在图情领域往往

被误解，与一种也被翻译为“知识图谱” （ 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 Ｍａｐ） 的可视化技术混淆。 “ 知识图谱”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Ｇｒａｐｈ）在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组织方

法，为搜索引擎提供大规模、高质量、有着丰富

关联关系的实体库，在索引之上建立知识层，在
关键词匹配上辅以概念匹配以极大地提高搜索

引擎的查全率和查准率［２４］ ，基于“知识图谱”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Ｇｒａｐｈ）进行知识组织的数据也可以

生成可视化图表，但只是这种知识组织方法的

外部表现形式。 知识图谱（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Ｇｒａｐｈ）最

初是语义网技术和搜索引擎技术的结合，现已

在人工智能领域得到关注应用［２５］ ，成为符号主

义的一种方法论基础，为自动化、大规模、多源

异构数据的知识提取和知识融通提供了方法和

技术支撑［２６］ 。

４ ４　 文献循证

循证实践（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也叫

“循证学”，本意是“基于证据的实践”。 “循证

实践”脱胎于医学领域的“循证医学”，并成为一

种研究方法向人文社科领域延伸，逐渐形成了

循证教育学、循证管理学、循证经济学、循证犯

罪学、循证软件工程、循证图书馆学等，其核心

思想是强调研究和决策应建立在客观证据的基

础上，而非仅仅是个人的经验。
图书馆领域的循证实践，是以历代文献中

的内容作为依据，将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人

员的经验结合起来，解决特定研究问题的过程，
是基于文献的循证，也叫“文献循证” ［２７］ 。 传统

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研究就是一种典型的

基于文献的循证实践，但这种传统的文献循证，
其过程包括搜集资料、阅读资料、比较遴选、分
门别类、深度阅读、提炼观点、发现未知、查找更

多资料，对于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和能力还有较

强的依赖性。 在数据技术的加持下，图书馆学

的文献循证方法可演变为数据驱动的循证实

践，其证据来源不再仅仅是需要依靠人工翻阅

的文献，还包括在文献中提取的可被机器处理

的各种知识。
上海图书馆的“中文古籍联合目录及循证

平台”除了包括 ５ 家合作机构的古籍文献的书

目数据和全文影像、１４００ 余家机构馆藏的现代

古籍联合目录数据外，还融合了历代的古籍目

录数据（官修目录、史志目录、藏书楼目录、私家

目录）、版本数据，以及各种在内容上独立、在数

据底层相互关联的著者和批校题跋者知识库、
藏印知识库、避讳字知识库、刻工知识库（见图 ２
中“基础知识库”），其中著者和批校题跋者在

“人名规范库” 中统一管理和维护［２８］ 。 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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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２０

知识库基于本体进行知识建模和知识表示，基
于关联数据技术以 Ｒｅｓｔｆｕｌ ＡＰＩ 方式提供开放数

据服务，在资源对象和数据单元层面实现基于

ＨＴＴＰ ＵＲＩ 的开放互联，天然就成为“数据基础

设施”的一部分。
数字人文中的文献循证不仅表现在对过去

的各种文献证据的循证，还表现在对当前和未

来在“数据基础设施”不断的跨时空版本迭代中

发生的各种变化进行循证研究。 上海图书馆的

家谱、古籍、人名规范库等向登录用户开放了留

言功能，向专家用户开放了数据更新功能，向其

他机构、团体个人和第三方公司开放了共建共

享通道（见图 ２），鼓励用户对每一个资源对象的

描述元数据和在内容中提取的数据单元进行评

论和修改，并记录每一次修改的详情，包括谁在

何时何地将什么数据修改为什么数据，用于支

持数据维护追溯和研究者的循证研究。

５　 结语

数字人文研究是数据驱动的研究，需要在

一个开放共享的环境下，获得大规模、跨网域、
跨领域、覆盖地域广、时间跨度长、多维度、小粒

度、自解释、富语义的数据，来支持定量分析统

计、灵活多维聚类、多重证据对照、溯源循证、全
景式的数据可视化。 在人文研究领域中，各研

究机构、研究团体和个人为支持特定的研究主

题收集整理加工了大量的数据，构建了众多的

专门领域数据库。 但这些数据库之间缺乏相互

的共建共享机制和数据互操作功能，缺乏跨领

域的顶层知识建模设计和底层知识表示规范，

同时由于研究项目的结项或研究者兴趣的转移

而缺乏长期保存和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而开放

性、公共性、持续性正是 ＧＬＡＭ 机构的特点和优

势。 各类 ＧＬＡＭ 机构在千百年来已经积累了海

量的、结构化、规范化的开放数据，虽然仍然存

在着信息孤岛与重复建设并存的问题，但已经

在跨机构和跨领域的数据整合方面做出了长期

的努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本文提出“数据基础设施”的概念，将其从

“研究基础设施”中剥离开来，试图分析面向人

文研究的“数据基础设施”的一般性功能需求和

技术规范，论证图书馆的书目控制、规范控制、
知识组织、文献循证方法和关联数据、知识图

谱、大数据技术结合起来，有望为“数据基础设

施”的建设提供一定的方法论贡献。 ＧＬＡＭ 机

构应该在数字人文热浪中认清认准自身的定

位，找准侧重点和着力点，将具体的研究工作交

给领域研究者，以为人文研究提供开放的、可长

期保存和持续更新的数据支撑和数据服务为核

心，致力于数据采集加工、知识整序和跨机构、
跨网域、跨领域的数据融合和知识融通，抓住机

遇，迎接挑战，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发挥更大

的作用。 而建设公共性、开放性、持续性的“数

据基础设施”，正是 ＧＬＡＭ 机构在数字人文大潮

中应尽而可尽的责任。 然而，本文关于“数据基

础设施”概念、定义、一般性功能需求和技术规

范，所论证的图书馆学方法论贡献，以及 ＧＬＡＭ
机构在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侧重点和着

力点等结论，需要与更多的 ＧＬＡＭ 机构从业人

员和具体领域人文研究者进行深入讨论，并在

将来的实践中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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