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特藏
古籍图像资源建设”报告

单 位：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
2019.2.16



一、本馆资源建设的整体情况

1、本馆资源简介

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所藏艺术类古籍数量多，涉及
各专业面广，在国内艺术类院校首屈一指。馆藏珍贵的
古籍文献，自1928年建校以来，通过学校前辈们不辞劳
苦、多方搜罗积累，历经沧桑变迁，积累至今。

我馆所藏古籍1万5千余册，其中金石书画类艺术
文献有1920部5300余册，包括珂罗版精印画谱、书谱
、印谱等。印谱类古籍数量多、质量高，堪称全国兄弟
院校之白眉；书画类古籍尤为齐全； 800余册碑帖拓本
（原拓）中不乏精品，另藏碑帖拓片700余件，数量虽
不算多但种类十分丰富广泛，且多为原碑整拓的历代名
碑拓片。



《西清古鑑四十卷錢錄十六卷》



《清宮藏宋元寶繪不分卷 》



《李龍眠畫十
六應真像不分
卷 》



《醉愛居印賞三卷》



《墨花禪印稿二卷 》



《文三橋先生印譜不分卷 》



北魏
《魏灵藏造像记》



唐《升仙太子碑》



館藏精品拓本





2、资源建设情况：

我馆已经建设：

美术作品资源库、

高居翰数字图书馆、

贡布里希书信手稿数据库、

皮影数字博物馆、

ZADAL特色资源库等自建数据库。



我馆先后承担了：

CADAL（二期）《图像文献资源数字化建设》项目；

ZADL美术特色资源库等建设项目。

建设了包括中国画、油画、书法、陶艺、壁画以及

皮影等门类90000余张高精度美术图像资料，交由

CADAL、ZADAL中心发布平台共享。

并自行开发了美术图像资源呈现系统。





2018年建成“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藏古

籍书目库”并在本馆网站发布。

“馆藏古籍书目库”以古籍书目数据为主，

同时提供每种古籍的封面、内封、牌记、正

文首卷首页、版权页等多张关键书影照片，

为读者了解馆藏古籍信息、浏览馆藏古籍资

源提供了资源平台。





包括两个子库：“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

藏金石书画类古籍图像资源库”、“中国

美术学院图书馆藏碑帖拓本拓片图像资源

库” 。

3、三年总体建设目标：

建设“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特藏古籍图

像资源库”。



4、馆藏资源读者服务

2015年1月，我馆主办了“艺坛古韵：中国美
术学院图书馆藏古籍拓片展”，共展出拓本、印
谱、金石学、书画论、画谱、曲谱、诗集、词集
、文字学等馆藏古籍精品96种330余册，经典碑刻
拓片58幅。

2018年4月，我馆主办了“艺术的文化之光：
馆藏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美术文献展”。展览精选
了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时期藏书220种、共245
册进行陈列，呈现了图书馆的历史沿革和文化传
承。



“艺坛古韵：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藏古籍拓片展”
开幕式



观展中



二、此次资源建设的具体做法

本年度建设“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藏金石

书画类古籍图像资源库（一期），

包含印谱、金石书画类共计20000幅

图像。



印谱类：

 将印谱中每一个印章单独抠出来，进行印
章释文著录，并对印章的尺寸、作者、钤
印时代等信息进行元数据标引。完成计
13000幅印章图像、元数据标引。

 建设完成后，可根据单个印章的释文、作
者等进行检索。



金石书画类：

 选取金石书画类三部大型图谱文献：《西
清古鉴四十卷附<钱录>十六卷》、《海外
中国铜器图录》、《南画大成本集十六卷
续集六卷》。完成7000幅图像数字化建设
及元数据标引。

 建设完成后，可根据作品名称、作者等进
行检索。



作品編號 1474-1-16-2

印章釋文 閑其藏

刻印字體 柳葉文

印章說明

尺寸（mm） 25*25

作者 許容

創作時期 清代（康熙）

作者簡介

許容（約1635-1696年），清代篆刻家，江
蘇如皋人，字實夫，號默公，別號遇道人。
許容善詩文書畫，精研六書古文字學，印宗
漢人，用字博探精擇，參以各種刀法，蟲形
鳥跡、周鼓秦碑無不涉獵,所刻印譜有《印略》
《印鑒》《谷園印譜》《韞光樓印譜》等。

分類 子部/藝術類/篆刻之屬

作品來源 《韞光樓印譜》

來源版本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半漚堂刻鈐印本

卷次 上卷

卷次名稱



作品編號 1355-1-5-1

印章釋文
竹徑松蘺儘堪娛目何非一段清閒圓亭池榭

僅可容身便是半生受用

刻印字體

印章說明

尺寸（mm） 36*24

作者 吳金標

創作時期 清代（乾隆）

作者簡介
吳金標，清篆刻家。號錫齋。工篆刻。乾
隆三十六年（1771）輯自刻印成《澹如居

印存》。

分類 子部/藝術類/篆刻之屬

作品來源 《澹如居印存》

來源版本 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刻鈐印本

卷次

卷次名稱



作品編號 1404-1-18B-2

印章釋文 勿因小利

刻印字體

印章說明

尺寸（mm） 33*25

作者 謝恒

創作時期 清代（乾隆）

作者簡介
謝恒，清篆刻家。字學久，號西坪。古堂
（今江蘇六合）人。工篆刻。乾隆十六年
（1751）輯自刻印成《寶樹堂印鑒》。

分類 子部/藝術類/篆刻之屬

作品來源 《寶樹堂印鑒》

來源版本 清乾隆十六年（1751）刻鈐印本

卷次

卷次名稱



印章图像数据库建设难点

 1、印章内容识别。

 2、印章作者鉴定。如果一本印谱，是某人
辑的，书中的每个印章，均有不同作者，
需逐一标引。

 3、作者简介（查工具书）。

 4、繁体字著录。



作品編號 1436-11-34-1

作品名稱 唐龍鳳尊

作品简介 重一百四十一兩。鎏金。

尺寸
高七寸三分、深七寸一分，口徑二
寸二分，腹圍一尺三寸。

分類 史部/金石類/金之屬

收藏單位

图像來源 《西清古鑑四十卷錢錄十六卷 》

來源版本
清光緒十四年（1888）邁宋書館日
本銅版印本

卷次 第十一卷

卷次名稱 “尊”



作品編號 0663-1-1

作品名稱 鼎一

作品简介

灰玉銹。花文以獸面文為主題，近
緣一帶為龍文，均以回文為素地。
體分作三股形，尚存古代鬲足之意
立耳立于緣上，實足。

尺寸 高一五•五公分

分類 烹飪器（一）/鼎

收藏單位 柏林哈特氏藏

图像來源 《海外國銅器圖錄第一集不分卷》

來源版本
民國三十五年（1946）上海商務
印書館影印本

卷次

卷次名稱



作品編號

0576-1-8-1

作品名稱
《蕙竹石》

作者
釋普明

創作時期
元代

作者簡介

釋普明，字雪窗，松江人。至正四
年(1344)九月為吳邑承天能仁寺住
持。能詩文，善繪石、蘭、竹葉、
梅枝，尤工畫蘭。

分類
子部/藝術類/書畫之書

图像來源
《南畫大成》

來源版本
日本昭和十年至十二年影印本

卷次
第一卷

卷次名稱
“蘭竹”



作品編號 0576-3-241-1

作品名稱 《水仙》

作者 陳洪綬

創作時期 明代

作者簡介

陳洪綬（1598～1652）明末清初書
畫家、詩人。字章侯，幼名蓮子，
一名胥岸，號老蓮，別號小淨名、
晚號老遲、悔遲，又號悔僧、雲門
僧。漢族，浙江諸暨市楓橋鎮陳家
村人。曾隨藍瑛學畫花鳥。師從著
名學者劉宗周。書法遒勁，善山水，
尤工人物。

分類 子部/藝術類/書畫之書

图像來源 《南畫大成》

來源版本 日本昭和十年至十二年影印本

卷次 第三卷

卷次名稱 “梅花•水仙”



金石书画图像数据库建设要点

 1、金石类，著录项为：作品编号、名称、作
品简介、尺寸、分类、收藏单位、图像来源
、来源版本、卷次、卷次名称等项目。

 2、书画类，著录项为：作品编号、名称、作
者、创作时期、作者简介、分类、图像来源
、来源版本、卷次、卷次名称等项目。

 3、繁体字著录。



三、项目的进度

 2019年1月1日——4月10日，对项目建设作
总体规划、明确标引内容、签订合同。

 4月11日——9月30日，项目建设，图片扫
描、抠图、数据标引。

 10月1日——11月15日，图像及数据检验。

 2019年11月30日前提交项目建设内容。



敬请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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