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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石总录》是首次对全国地下出土和地上遗存金石文献进行全面调查、

系统整理、全拓全文数字化的一项当代创新性文化工程。由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

编译中心会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西北

师范大学、宁夏大学、甘肃省博物馆、宁夏自治区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甘肃

省图书馆、金陵图书馆、扬州图书馆等数十家教学、科研、典藏和企事业单位，

以及饶宗颐、宿白、李学勤、史金波等著名学者和百余位学科带头人，经过 4 年

努力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对於历史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古文献学、文学、

宗教学、民族学以及艺术领域等学科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金石”指镌刻於钟鼎器和石质材料上的文字。“金，钟鼎也；石，丰碑也。”

（《吕氏春秋 • 求人》）。金石之学肇於东周，兴於唐宋，盛於清代。墨子曰：“以

其所书於竹帛，镂於金石，琢於盘盂，传遗後世子孙者知之。”（《墨子 • 兼爱》）。

正是由於金石材料的特殊属性，历史赋予其两大特点。一是真实性，金石遗存具

有十分明显的即时特征，记录准确详实，对於历史上发生的各类事件以及人物传

记、经典著作和社会经济生活等方面的记载相较传世文献更加可靠。二是补遗性，

传世文献由於受到历代政治因素的影响和纸本材料的诸多限制，以及翻刻传抄的

人为疏漏，使之多有伪讹失真现象，甚至佚亡。随着历代金石文献的大量出土，

引起了历代学人的高度重视，金石之学日渐昌盛，尤其在今天已成为通贯文史艺

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之学，发挥着证经补史的巨大作用。陈寅恪先生《陈垣〈敦

煌劫余录〉序》云：“一时代之学术 , 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

《中国金石总录》（全拓全文数字版）主要工作原则

一、多拓择优原则：1. 同款拓本须采集 3 则以上（不含孤拓和稀见拓本）。2. 多拓本中按孤拓、

古拓、旧拓顺序遴选。3. 专家择优厘定收录拓本

二、录文三校三审会审原则：1. 初期拓文录入保证差错率万分之十以下。2. 初校至三校实现

交叉全文校对，保证差错率万分之三以下。3. 初审至三审实现交叉全文审读，保证差错率万分之

一以下。4. 原拓疑难文字由三审人员 提交专家组会审，会审须由相关专家 3 人以上参与厘定。

三、叙录一撰二审一统原则：1. 初期撰稿须保证相关内容和数据准确、文字简洁。2. 初复两

审交叉，复查引用资料和形制数据。3. 统一全库叙录体例。

四、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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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因此，《中国金石总录》的整

理出版，正是以全新的面貌，采用全新的方式，提供大量全新的材

料，为学术界开凿了一条高速研究的通道，必将会有力地促进学术

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金石总录》收录范围：地域界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区域为收存范围（含台湾地区），时限上溯先秦下迄清末（含部分

民国时期重要碑碣）。

《中国金石总录》收录内容：全面收存历代出土秦汉以前钟鼎

文献和历代出土、遗存清代以前石刻拓本文献。每则金石均包括完

整拓片、全文录文和基础叙录三部分内容，根据遗存条件部分收存

原文物影像资料。全文录文按原拓行文格式严格录入。叙录包括名

称（含简称）、朝代、年号、材质、形制、行款、出土地（或遗存

地）、出土时间以及收藏或保护单位等基本信息。

《中国金石总录》收录特点：1. 收存完整、容量庞大。涵盖了

全国各地出土和遗存金石拓本文献的主要内容，计划全期总量约

30 万种拓本，录文、叙录约 4 亿字。2. 材料新颖，首次公布量巨大。

其中发掘拓本文献约占总量 40%，稀见拓本文献约占 60%。3. 系统

设计完备，检索功能强悍。设置有总目、分类目录、图文对照、全

屏浏览、标点注释、书签记忆、自由缩放、图文打印、下载保护等

功能。首创“拓文同款”格式。同时分置分类检索、条目检索、全

文检索和高级检索 4 项检索功能，可迅捷准确实现检索目的。4. 首

创金石拓本文献分类体系。分类设置科学，资源相对集中，文献相

互印证，可供研究者全面驾驭並充分利用。

《中国金石总录》的整理出版是全国古籍数字化整理研究的重

大硕果，填补了古籍整理和研究出版领域的空白，极大地丰富了学

术资源，它的问世必将会引发学术界的广泛青睐，为弘扬传承中华

传统文化做出创新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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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石总录》（全拓全文数字版）检索系统采用了目前

流行的 B/S（即浏览器 / 服务器模式）网络架构。检索系统及其

所收录的金石数据安装並运行於网络中的 Windows 服务器中，同

一网内的客户端利用主流的浏览器实现网上管理、检索该系统所

收录的金石数据；註册並成功登录的用户（个人用户以登录名称

及密码进行登录，单位用户以所用计算機的 IP 地址自动登录）还

能阅读、下载所需要的金石的叙录、拓片及录文等详细内容。

该检索系统采用 Unicode 字符集编码方式，基本上解决了繁

体汉字的显示问题。使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 管理所有数据，

提高了全文检索的速度及数据的管理能力。运用 ASP.NET4.0、

AJAX 等技术开发本系统，采用 JavaScript 脚本语言及 Visual Basic

高级程序编程语言编写相关代码。               

《中国金石总录》（全文数字版）检索系统运行於 Windows

服务平台之上，具有安全稳定，操作简单，易於扩展等诸多的优点。

 《中国金石总录》（全拓全文数字版）创新性

一、《中国金石总录》收录历代金石文献总量多、范围广、内容全。历史文献中有关金石方面

的著述，由於受到当时历史时期交通、通讯等信息交流条件限制，对历代金石文献遗存缺乏全面认识，

传抄、转录情况较为普遍，即便是被视为清代金石学集大成的王昶《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以及

其补编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一百三十卷，合计数量也仅有 3500 余种，在总量上远不能反映

目前全国金石文献的遗存状况。因此，《中国金石总录》在参考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於全国范围内

有组织地进行了近 4 年的实地调研，计划全期收录历代拓本约 30 万种，基本涵盖先秦至清末（部分

重要民国石刻文献同时收录）近 4000 年历史的主要金石文献拓本遗存，形成了我国有史以来收录总

量最多、范围最广、内容最全的金石文献资料总库。

二、《中国金石总录》收录新近出土公布量巨大。历代金石文献著述，由於编撰者受著述时间限制，

无法对後世出土或发现的金石文献进行著录。同时著述者因其他因素，多录远代，近两朝内稀有著录。

例《金石萃编》虽成书於清嘉庆十年（公元 1805 年），但仅录至宋、辽、金时期，即便是部分旧方志

或零星专著中收录有个别明清碑碣，亦属凤毛麟角，因此总体上元代以後，明清至民国时期，历史文献

著录基本属於空白。《中国金石总录》从全史入手，不仅涵盖元前所有金石拓本文献遗存，而且收存元

代及以後各类遗存量巨大，约占总量 80%。尤其是民国至本世纪初大量发现或考古出土的最新历代碑碣

拓本，绝大部分为首次结集公布，具有极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

三、 《中国金石总录》首创金石拓本文献分类体系。金石拓本文献遗存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

涵盖了历代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艺术、民族宗教以及国际交流、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其内容

极其丰富，类型错综繁絮，历史文献不一而统，多具金石两类，类下均以镌刻年代综合排序。如此，

使用者不仅难以分类检索引用，更无法统揽文献全局。《中国金石总录》将全库划分为部、编、卷、

类四级分类，分设金、石、其他三部。“金部”下设前期、商周和秦汉三编；“石部”下设汉族碑碣、

少数民族碑碣、宗教碑碣、摩崖和其他五编，其中“汉族碑碣”包括碑刻（含石经、纪传）、墓志、题记，

“少数民族碑碣”包括历史民族和现代民族。末级分类後按镌刻年代先後排序。详见“《中国金石总录》（全

拓全文数字版）分类表”

四、《中国金石总录》为确保学术质量，严格执行“优拓本、精录文、简叙录”三原则。历史文献

中，尤其是较大型的金石文献刻本，对碑文多采取描摹形式，其中对漫漶碑文的辅助识别部分，由於描

摹者误认为斑驳无用，棄而不摹或摹而不识，造成大量识读错误，给後世研究和引用带来了较大的难度。

即便是当今仅对历史文献进行单纯的数字化，没有进一步的研究性深度整理，不仅取量有限，而且无拓

本印证，描摹部分引用影本无法检索，以讹传讹，失去了原拓文献的真实性和数字化的检索便捷性。《中

国金石总录》为确保学术质量，在数字化过程中，严格执行优拓本、精录文、简叙录“三要素”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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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正原拓，逐字考释，进而以严格的标准保证了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可供引用资料的可靠性。“优拓本”

指多拓择优（不含孤拓），“精录文”指三校三审疑难文字名家会审，“简叙录”指辞书体形式准确撰

述原碑和拓本基本情况。

五、《中国金石总录》将实现流失海外珍贵拓本文献的全面回归。全库以抢救、发掘和保护历代金石

文献为宗旨，以全面收录历代金石文献遗存为目标，在系统整理境内文献的同时，与日本、韩国、美国、

瑞典、法国、东南亚、南亚等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相关典藏和教学机构展开合作，全面收录流失海外

的孤拓本、古拓本，逐步实现海外中华金石文献的全面回归。

六、《中国金石总录》将联合建造“学术服务与资源共享平台”视为长期工作重点。为服务学术发展，

扩大服务范围，在整个工程稳步开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全库录文现代汉语标点化、历代和现代研究成

果分类分拓全面系统检索化、全库金石文物（不含佚失文物）三维影像化、異正体文字对照释读全文检

索化等升级工作，融合资源机构、使用机构和社会各界共同搭建“中国金石文献学术服务与资源共享平台”，

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进一步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金石总录》（全拓全文数字版）分类表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夏 —— 按出土或收藏地分类

商
商前期（迁殷前）金文 按出土或收藏地分类

商后期（迁殷后）金文 按出土或收藏地分类

周

西周金文 按出土或收藏地分类

春秋金文 按出土或收藏地分类

战国金文 按出土或收藏地分类

秦汉

秦金文 按出土或收藏地分类

西汉金文 按出土或收藏地分类

东汉金文 按出土或收藏地分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四级分类 五级分类 六级分类

汉文石刻

可移动石刻
碑碣

非宗教石刻

百家经典

儒家

道家

其他

墓志

神道

志铭

附录（非石刻）

纪事

昭奏

记事

营造

表赞

牓告

题记

题名

谱牒

祭祝

其他

诗文
诗词歌赋

校释疏证

综合

书录

画录

杂录

宗教石刻
传统宗教 按宗教分类

民间宗教 按信仰分类

器物 —— —— ——

不可移动石刻
摩崖 按省市区 按摩崖群分类 ——

建筑 —— —— ——

非汉文石刻
单一文种石刻 按文种分类 —— —— ——

多文种石刻 —— —— —— ——

其他石刻

造像 —— —— —— ——

图表 —— —— —— ——

岩画 —— 按省市区分类 按岩画群分类 ——

附录 ( 非石刻 ) ——

說明： 1.六級分類“附録（非石刻）”指木、陶、磚、泥等非石質或非鐫刻墓誌文獻。
       2. 八級分類按出土或收藏地分类，分類後按鐫刻年代先後排序。
       3 . 传统宗教（按宗教分类）后按经典、非经典设置七级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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