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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编写格式和方法按《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GB/T 

1.1—2000)和《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二部分：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GB/T 

1.2—2002)中的规定编写。 

本规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行业标准。 

本规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提出、批准并归口管理。 

本规范起草单位：国家图书馆。 

本规范参加起草单位：首都图书馆、天津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上海

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苏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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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实施“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文化部委托国家图书馆主持制订相关标准，《古籍普

查规范》乃其中之一。 

古籍普查是实施“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的基础性工作。按本规范实施普查，可以厘

清现今古籍的存量，评定现存古籍的级别等次，掌握现今古籍的存藏环境状况，了解古籍的

破损程度、致损成因、破损数量，据以制定修复计划，以便有目标地进行人才培养，置办设

备，建立古籍保护实验室，最后完成中国古籍的登录任务。为此，特制订本规范。  

本规范规定了普查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古籍普查工作要求和古籍普查人员条件等内

容。 

本规范为推荐性标准。 

 

 

 

 

 

 

 

 

 

 

 

 

 

 

 



  WH/T 21—2006 
 

                                                                                      1

 

古籍普查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古籍普查内容、人员条件和工作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各类型图书馆的古籍普查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范的引用而成为本规范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规范，然而，鼓励根据本规

范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

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GB/3792.7-87 古籍著录规则  

GB/T 2260-2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WH/T 14-2001 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   

 

3  古籍普查工作要求 

 

3.1  总则 

3.1.1  古籍普查是指图书馆对现存古籍数量、级别等次、破损情况和保存保护环境所进行 

的查验、鉴定和记录。 

3.1.2  古籍普查成果主要通过基于网络环境下的古籍普查数据库进行汇总、揭示和管理。 

3.1.3  古籍普查数据库的内容包括：古籍书目、级别等次、破损情况、库房环境及管理等 

相关数据。 

3.1.4  古籍普查数据库以“部”为记录单位。丛编按整部书集中记录，一般不做子目款目； 

丛编零种分散记录，并著录丛编项。 

3.1.5  古籍库房环境及管理数据以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不同保存条件为记录单位。 

3.2  数据标识号 

3.2.1  数据标识号用阿拉伯数字统一标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划代码、普查单位 

代码、普查顺序号三段组成，每段之间用连字符“－”连接。 

3.2.2  省/自治区/直辖市代码依据国家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选取。 

3.2.3  普查单位代码由四位数字组成，不足位用“0”占位。普查单位代码由普查管理机构 

设定。 

3.2.4  普查顺序号由七位数字组成，依各普查单位普查的先后顺序依次排列，不足位用“0” 

占位。 

3.2.5  普查单位名称以规范的全称形式记录。 

3.3  书目、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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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书目数据按详细级次记录。 

3.3.2  书目数据内容按《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第一章总则和第四章古籍的相关规

定著录，按四部分类法分类，按《汉语文古籍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的相关规定，参照《新

版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制作数据。此外，增加装帧形式和古籍级别两项内容，记录

在附注中。 

3.3.3  装帧形式的名称以《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为依据规范记录。 

3.3.4  古籍级别是指古籍的珍贵级别，须按照《古籍定级标准》判定、记录。 

3.3.5  古籍普查人员无法判定级别的古籍，或对所判定的级别有疑问的，由古籍鉴定专家 

鉴别定级。 

3.3.6  与普查对象相关的其他重要未尽书目信息，应尽可能在附注项中用自由行文的方式

详细记录。 

3.4  书影 

3.4.1  书影是古籍普查的必备要素，是书目数据的组成部分。 

3.4.2  书影一般应选择首卷卷端、能说明版本或版刻情况的序跋或牌记等 2－3 张有代表性

的书叶制作。彩色套印古籍应增选用色最多的书叶制作书影。 

3.4.3  采用数字拍照或无接触性扫描技术制作书影。作为档案保存的书影应为 24 位彩色， 

分辨率为 300 dpi，存储格式为 TIFF。用于古籍普查数据库的书影，分辨率为 150dpi，存 

储格式为 JPEG。 

3.4.4  书影质量要求画面完整、端正，图像倾斜度低于 1度；字迹清晰，颜色逼真，无透 

字现象，无扫描中造成的明显污迹。 

3.4.5  书影编号规则为：书目数据标识号加两位顺序号，中间用“－”分开。不足位用“0” 

占位。 

3.5  破损记录 

3.5.1  破损记录包括对文献破损部位、类别、级别、损量、影像、查检时间和修复需求建

议的记录。 

3.5.2  破损部位按《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中的相关规范名称记录。 

3.5.3  破损类别和级别按《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的规定记录。一部书所出现的所有破

损类别和级别应全部记录。 

3.5.4  破损数量按破损总册数和不同破损级别的册数及册次记录。 

3.5.5  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破损相对严重的部位拍摄或无接触性扫描 1－2 张影像挂接 

在破损数据中。影像制作标准和技术要求与书目数据的书影相同。 

3.5.6 查检时间记录年、月、日。年为四位数，月、日为两位数，不足位用“0”占位。 

3.5.7  修复需求建议分为“急需修复”、“尽早修复”、“应该修复”、“暂缓修复”和“不需

修复”。 

3.6  库房环境及管理 

3.6.1  库房环境及管理数据以具有独立地点、独立环境状况的古籍库房或古籍存放地为记 

录单位。同一库房的环境状况发生人为变化后，应另做一条新记录。 

3.6.2  库房环境及管理记录项目包括：数据编号，普查单位名称，库房环境查检时间，库 

房位置、面积，温湿度及其控制制度、控制设备，通风设备，防虫霉鼠害措施，光源，防灾 

系统，消毒设备，防灾应急计划，装具，库房管理制度、管理人员等。 

3.6.3  数据编号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代码、普查单位代码和普查顺序号三段组成，每段之 

间用连字符“－”连接。 

 



  WH/T 21—2006 
 

                                                                                      3

3.6.4  省/自治区/直辖市代码依据国家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选取。 

3.6.5  普查单位代码由四位数字组成，不足位用“0”占位。普查单位代码由普查管理机 

构设定。 

3.6.6  普查顺序号用一位数字表示，由普查单位按顺序自行编号。 

3.6.7  普查单位名称应以规范的全称形式记录。 

3.6.8  库房环境查检时间应记录年、月。年用四位数，月用两位数，不足位用“0”占位。 

3.6.9  库房位置按库房所处具体位置记录。如：地下二层战备库、一层善本库、顶层古籍 

库、一层书库保险柜等。 

3.6.10  库房面积以平方米为记录单位。 

3.6.11  库房温湿度记录时间按查检年记录。 

3.6.12  库房温湿度记录年最高、最低温湿度，低温/湿度在前，高温/湿度在后，中间用 “～” 

连接。温度用摄氏温度，湿度用相对湿度。 

3.6.13  温湿度监控是指定时察看或仪器记录温湿度，并通过一定手段控制温湿度。数据中 

记录为“有温湿度监控”或“无温湿度监控”。 

3.6.14   温湿度报告周期指定期报告的时间间隔。有规律的定期报告记录间隔时间，如“一 

个月”、“一个季度”、“一年”；不定期报告，记录为“不定期”。 

3.6.15  记录温湿度监测仪器的种类，如，自记式温湿度计、电子温湿度计。 

3.6.16  温湿度控制设备按设备类别记录，如，空调机、除湿机等，应记录所有使用设备的 

名称。如果空调机的功能通过设备型号无法反映，应在附注中注明。 

3.6.17  温湿度控制制度是指开启空调设备的时间，如 24 小时开启， 8 小时开启，等等。 

3.6.18  自然通风是指开启门窗通风，机械通风指通过通风设备进行通风。如果是机械通风， 

应填写机械设备名称和型号。如果是整个库房实施真空封存、无氧封存或充氮封存，可在每 

张登记表中记录，也可以库房环境报告中内容之一统一提交。如果只对单个藏品采取的保护 

措施，应详细记录。 

3.6.19  防虫霉鼠害的药名要用规范名称记录。投放周期，指药物更换时间间隔，投放数量 

按不同药物规范计量记录。 

3.6.20  库房光源分自然采光和人工采光两种，有一种记录一种，有两种应记录两种，并应 

按库房环境及管理数据库设定的具体细节详细记录。 

3.6.21  用光标准是指对库房或藏品存放处使用照明灯光的标准，如果有此标准，可将标准 

作为普查附件提交。 

3.6.22  防灾系统主要指自动化防灾及监测系统，应记录设备名称、型号。 

3.6.23  防灾应急计划是指为应对突然灾害（包括火灾、水灾、地震、战争等天灾人祸）制 

订的预防及抢救措施。如果有，应记录，并将防灾应急计划作为普查附件提交。 

3.6.24  消毒设备包括库房安装的消毒设备、库外对古籍特藏进行消毒的设备，如冷库、冰 

柜、冰箱、消毒柜等，应记录设备名称和型号。 

3.6.25  如果有库房管理制度，将电子文本作为附件提交。 

3.6.26  根据《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进行自我评估，按“合格”、“基本合格”、

“不合格”三等记录评估结果。 

 

4  古籍普查人员条件 

 

4.1  担任古籍普查工作的人员应具有一定版本学、目录学等知识和古籍编目工作经验。古 

籍书库管理人员或古籍保护、修复人员可在古籍采编人员的指导下参与古籍普查工作。 

4.2  古籍普查人员应在接受普查工作的专门培训后，方可从事古籍普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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