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图书馆“一带一路”

历史文化数据库建设框架

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部
吕淑萍

2017.11.29



一、建设背景

二、国内“一带一路”相关数据库建设情况

三、国家图书馆《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数据库》建设方案

提纲



一、建设背景



（一）建设的背景

1.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2.政府、学者、群众需求与日俱增。

“六朵金花”

一、建设背景



3.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地位。

 草原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

 西南丝绸之路

 东北亚丝绸之路

一、建设背景



二、国内“一带一路”相关数据库

建设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范围内，建成或在建的相关数据库有十余家：

（一）相关机构“一带一路”数据库情况

序号 数据库名 建设单位 序号 数据库名 建设单位

1 “一带一路”数据库 中国社科院 7 海丝数字文化长廊 福建省图书馆

2 列国志数据库 中国社科院 8 海上丝绸之路数据库 海南省图书馆

3 丝绸之路宗教历史文化数据库 中国知网 9 闽南文化海丝文化特色数据库 泉州市图书馆

4 丝绸之路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数据库 中国知网 10 “丝绸之路”数据库 日本国立情报研
究所

5 丝路信息网 上海市社科院 11 中国“一带一路”网 国家信息中心

6 “一带一路”综合数据库 “一带一路”
大数据中心

12 “一带一路”
网络资源数据库

国家图书馆



该库是“一带一路”研究及实践的基
础资料库、学术文献库和投资指南库：包
含沿线各国国情概况、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政治环境、外交、军
事等基础信息资料；“一带一路”各层面、
各领域、各行业的学术研究成果；沿线各
国投资环境分析、投资政策解读、投资风
险评估等投资相关信息。

网址：http://www.ydylcn.com

国内“一带一路”相关数据库建设现状

“一带一路”数据库



“一带一路”数据库

该库是“一带一路”研究及实践的基础资
料库、学术文献库和投资指南库：包含沿线各
国国情概况、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国民经济发
展情况、政治环境、外交、军事等基础信息资
料；“一带一路”各层面、各领域、各行业的
学术研究成果；沿线各国投资环境分析、投资
政策解读、投资风险评估等投资相关信息。

网址：http://www.ydylcn.com

（一）相关机构“一带一路”数据库情况

列国志数据库

列国志数据库，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列
国志》丛书内容基础上，又全面整合其他国别
国际问题核心研究资源、研究机构、学术动态、
文献综述、时政评论以及档案资料汇编，资源
总量超过6.6亿字。包括国家库、国际组织库、
世界专题库和特色专题库4大系列

网址：http://www.lieguozhi.com



丝绸之路宗教历史
文化数据库

该库是以中国知网为依托，与丝绸
之路相关的宗教历史文化全文数据库。
分为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犹太与基
督教、祆教与摩尼教、中国与印度宗教、
宗教名人、特色专题、专家视角九大版
块。並提供中国知网有关该关键词的文。

网址：ttp://gb.sczlzj.cnki.net

（一）相关机构“一带一路”数据库情况



丝绸之路民族历史文化
研究数据库

与《丝绸之路宗教历史文化数据库》类似，
均以中国知网为依托的历史文化数据库。该库
分为“丝路民族历史”“现代民族研究”“丝
路语文史”“丝路名人史”“特色专题”“专
家视角”六大版块。

网址：：http://gb.sczlmz.cnki.net

（一）相关机构“一带一路”数据库情况



（二）国家图书馆“一带一路”

网络资源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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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管理界面
内容管理界面 数据管理界面 用户管理界面 统计管理界面

平台搭建



目前国内外，有关“一带一路”的数据库，其建设现状如下：

1. 建设单位众多，建设单位的职能多样，服务对象皆有针对性

2. 立足特有、已有资源，各具特色

3. 展示手段多样化

4. 缺少一个能够全面反映“一带一路”历史文化底蕴的综合型数据库

（三）现状的总结



三、《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数据库》

建设方案



三、建设方案

（一）设计原则

（二）建设目标

（三）建设流程

（四）进度安排



（一 ）设计原则

思路

依托本馆馆藏，建设一
个富有特色的平台。 内容系统且全面，尽量

满足不同层次用户的需求。

保证质量，提高学术性，
是本数据库建设的题中之义。

以“图文并茂，音像兼
美”为目标，展示手段务求
多样化。

1.依托馆藏 2.重视读者需求

3.保证质量 4.多样化展示



 建设成为一个以多媒体手段，有重点地，满足不同层次用户需求

的知识平台。

 通过这个平台，用户可以更为直观、快捷、准确的了解丝绸之路

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时，能够满足文史专家、学者的科研需求。

(二）建设目标



（三）建设流程

A • 抽取知识本体

B • 选取相关文献

C • 文献加工方式

D • 文献组织方式

E • 可视化展示

F • 进度安排



A.抽取知识本体

利用现有工具书，分步建设对词条进行抽取与提炼：

 《丝绸之路大词典》

 《中国丝绸之路辞典》

 《丝绸之路文化大词典》



B.选取相关文献

a.文献的筛选

本数据库的文献，拟通过一下几种方式进行筛选：

 字典。《丝绸之路大词典》《中国丝绸之路辞典》《丝绸之路文化大词典》

 书目。《丝绸之路研究文献书目索引》《西域史地论文资料索引》《西域史

研究书目》

 专著。芮传明《丝绸之路研究入门》、荣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专家推荐。



B.选取相关文献

文献

类型

古籍

方志

专著

资料

汇编
论文

汇编

工具书

图录

文集

b.文献类型



C.文献加工方式

a.OCR识别

b.完善知识本体

C.梳理数字化文献

d.主题资源深加工



D.文献组织方式



E.可视化展示

1.丝绸之路行旅地图

2.丝绸之路行旅关联数据

3.丝绸之路路线图

4.丝绸之路时间轴

唐宋文学编年地图



F.进度安排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