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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包弼德（Peter K. Bol） 

作為關係型數據庫，「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以下簡稱

CBDB）能根據不同檢索條件反饋相應的傳記資料。這些檢索

條件可以是簡單的問題，如「哪些人來自同一地方」，也可以

是更複雜的問題，例如「在某一時段來自同一地址、通過科舉

入仕的人之間有哪些社會和親屬關係」。用戶可以訪問在線數

據庫進行檢索，也可以從網站下載用於空間及網絡分析的查詢

表格及包含應用工具的整個數據庫，在任何安裝有微軟Access
的計算機上使用。《用戶指南》將向讀者介紹單機版數據庫的

結構及應用。 

CBDB為關係型數據庫——該數據庫為中國歷史上衆多男性和

女性的傳記資料根據不同的方面進行分類和編碼。在正式展開

介紹數據庫的設計、使用和各種細節之前，希望用戶能瞭解以

下幾點： 

1. 將人置於背景中觀察的方法——CBDB是一種將生命歷程模

型化的方式，也是一種組織資訊的方式。數據庫的主體是社會

中的人，然而我們將其視為數據庫中的「實體」（entity），

這些實體與其親屬和社會團體、其工作和居住的地址、其生存

和活躍的時段、被給予和習用的姓名、撰寫的著作、進入政府

及其他機構的方式，以及社會區分相關聯。與一篇傳記不一樣

的是，CBDB將「人」視為被關係網絡界定且能夠被量化和分

析的實體。 

2. 時間範圍——CBDB中90%以上的數據來自唐代（618－
907）至20世紀早期。截至2021年3月，CBDB共包含約四十七

萬個人物。已有人物的更多資訊也將及時更新。提取較早時代

的人物資訊與官名表和地址表的準備工作正在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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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事實陳述」（factoids）與「事實」（facts）——和世界

上其他地區的群體傳記數據庫一樣，CBDB在大部分情況下主

要處理材料中的「事實陳述」，即某一「事實」（例如蘇軾是

眉山人這一事實）所涉及的材料對這一事實的說法。CBDB將
這些說法聯繫在一起——包括了那些相互矛盾的表述，而不會

對其可靠性進行過多判斷。不過，CBDB並不將所有材料一視

同仁。 

4. 主要材料——CBDB的開發始於已故的郝若貝教授（Robert 
Hartwell）對中古中國歷史的研究。此後，CBDB開始廣泛地

從已出版的資料索引著作（如王德毅先生等學者編撰的《宋人

傳記資料索引》及其他同類著作）、在線數據庫（如中研院

「明清人名權威檔案」及京都大學「唐代人物知識庫」）、史

料集（如墓誌銘合集）以及正史中的傳記資料中提取數據。儘

管哈佛大學和北京大學的CBDB編輯們正嘗試從其他材料中挖

掘數據，上述主要材料仍然需要一段長的時間才能全部處理完

畢。 

5. 文本挖掘（Text-mining）——利用計算機「文本挖掘」技

術，從中研院提供的電子文本中揀選人物資訊是目前建設

CBDB最有效的手段。在美國「國家人文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資助下，計算機專家正在

進行這項工作。哈佛大學編輯團隊與計算機專家一起設計合適

的「正則表達式」（regular expressions），北京大學編輯團

隊檢查據表達式標記的電子文本，管理人員則最後負責載入

CBDB的數據編碼。這一工作流程並不保證材料中所有的資訊

都會被發現，但載入數據庫的資訊會準確反映所挖掘的材料。 

6. 誤差幅度——與人工相比，機器在篩選分類大量數據時具

備優勢，卻無法給予學術判斷和解釋。數據庫中的資訊是可能

存在錯誤的：史料本身可能就有不正確的記載，編輯者在標記

的過程中可能會漏掉這些錯誤，編碼器也可能未能正確地對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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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同名的實體做消歧處理。用戶必須確保數據庫的查詢有足夠

數量的結果，誤差範圍才不會損害結論的可信度。材料記載與

CBDB數據間的差異是很明顯的，而CBDB中的數據也經過了相

當長時間的修訂，在應用計算機技術除錯以後，這些差異盡量

被控制在1%以下。我們不妨作以下考慮：根據一千個事例得

出的立論，即使其中有十個錯誤，也比根據有一例錯誤的十個

事例得出的立論更有意義。 

7. 數據庫并非辭典——CBDB可以用作關於某一個人傳記資訊

的指南，且能夠比傳記辭典提供更多人物的各方面數據。然

而，辭典的標準在於在人物資訊的所有方面都必須完全準確；

而對數據庫的期望則在於，其提供的案例在範圍和數量上都具

備很大的規模，從而對研究提供幫助。 

8. 关于CBDB項目——CBDB是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

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及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

中心的聯合項目。哈佛大學定量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提供行政支

持，它由來自全世界的學者和合作机构組成的執行委員會領

導。本《用戶指南》的作者Michael A. Fuller教授為本數據庫

設計迭代方案。哈佛編輯團隊最初由陳松教授領導，後來由陳

詩沛教授領導。王宏甦是CBDB項目資深經理，曾經徐力恆、

貝明遠（Lex Merrick Berman）和現在的柳舟作為項目經理協

助王宏甦的工作。CBDB項目网站上還列举了北京大学编辑团

队成員、參與建設的訪問學者以及合作機構。 

自2005年起，CBDB項目受到了哈佛大學藝術和科學學院、哈

佛大學亞洲中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北京大學中國

古代史研究中心、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美國唐研究基金會、

亨利·盧斯基金會、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加拿大社會

科學和人文研究委員會的支持，以及已故的郝若貝（Robert 
Hartwell）學者對哈佛燕京學社的遺贈。在中國，中文在线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ChineseAll.com，下簡稱“中文在線”）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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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CBDB數據庫的專屬授權後，在自己的引得系統中引入

CBDB，並補充了大量20世紀人物的傳記信息。目前中文在线

是CBDB項目的主要資助者。這些年來，來自全世界的許多訪

問學者參加了哈佛的CBDB項目並做出了寶貴的貢獻。 

《用戶指南》將介紹以下三方面的內容：CBDB作為一個關係

型數據庫的實體（entities）組織邏輯，CBDB系統的結構，以

及用於從CBDB中獲取數據的主要查詢介面。另外，附錄D是
CBDB數據和Access用戶介面的更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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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是關於二十世紀早期

以前中國傳記信息的關係型數據庫。通過大範圍收集數據，

CBDB提供許多檢視過去個人或群體生平的方法。在提供人物

的具體資訊及作為傳記辭典使用外，CBDB更強大的功能在於

其能夠作為「群體傳記學」（固定人群的生平研究）的分析工

具： 

「群體傳記學」是指通過對一群人物生平的集體

性研究，來探討他們的共同背景特徵。其採用的

方法為：先建立一個研究範圍，然後詢問一組系

統的問題——關於出生與死亡、婚姻與家庭、社

會出身與其所繼承的經濟地位、居住地、教育、

個人財富的數量與來源、職業、宗教、仕宦經歷

等等。之後將這一範圍內所有個人的各種資訊對

比、組合，並探析其重要的變數。研究者會分析

這些資訊的內在相關性，以及與其他類型的行為

和活動的相關性。（L. Stone，
「Prosopography」, in F. Gilbertand S. 
Graubardeds., Historical Studies Today. New 
York, 1972） 

CBDB還支持另一種近年來用於分析大量人物生平的研究取

徑。「社會網絡分析」（SNA）過去幾十年在社會科學領域一

直用於研究群體結構。最近，學者將這一技術用於分析從歷史

文獻中獲取的資料。Charles Wetherell如此形容「歷史社會網

絡分析」（historical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HSNA）： 

「（歷史社會網絡分析）將「共同體」（community）界定為

人際關係的集合……並為歷史學者提供了研究的藍圖，以此能

夠評估過去的人們在他們的生命歷程中的哪些時間、出於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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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原因、以怎樣的方式運用親屬和非親屬關係。從事社會網

絡分析的學者發現，人們需要並尋求不同類別和來自不同人群

的情感及經濟支持，這一發現提示了新的分析的必要性。如今

若只關注危機時期人們如何運用親屬關係已不足夠，歷史學家

還應當探討歷史上人們如何在其人生歷程中，出於不同的目的

在由當時人口和文化條件帶來的機遇與限制之下，利用其親屬

和朋友關係。其他取徑或許也可用於這一問題的處理，但「歷

史社會網絡分析」不僅包含了深化這一討論的必要視角，也能

夠幫助歷史學家回應梯利[Tilly]提出的挑戰：將普通民衆的生

活與長時段的變化以有意義的方式結合起來。」（Charles 
Wetherell, “Historical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43 （1998）, Supplement.） 

在很大程度上，歷史學家已經將社會網絡分析的方法用於所有

成員間關係均為已知的小樣本人群，然而CBDB希望能提供大

規模人群中個體社會關係及親屬關係的數據，並使得這些數據

的密度足以得出關於前近代中國社會模式的有統計學意義的結

果。 

由於CBDB記錄了諸如地址、求學地、仕宦地址、任官、父

母、配偶和社會關係人等方面的資訊，這些生活層面會與相當

大的人群有關。利用CBDB，用戶能夠查詢在特定時段或某一

地區，或是特定層級的官員、職業當中是否存在典型的本地聯

姻情況；查詢任何時段及（或）區域中各類職業的親屬模式；

查詢與黨派對立或支援有關的區域模式；查詢在僧侶階層內部

晉升中社會、親屬和地域因素的影響；查詢哪些人將自己與特

定的思想家、老師相聯繫以及這些人的生活區域。總而言之，

用戶幾乎可以對數據庫中的人物進行任何條件的查詢。 

目前面對的主要挑戰在於如何提出CBDB能回應的學術問題。

《用戶指南》旨在為您提供從普通的介面查詢到利用其他工具

對數據集做進階查詢的各種信息。有關CBDB的說明分為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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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CBDB作為一個關係型數據庫的實體（entities）組織邏

輯，CBDB系統的結構，以及用於從CBDB中獲取數據的主要查

詢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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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關係型數據庫 

A. 關係型數據庫及複雜數據的組織 

社會史學家郝若貝（Robert Hartwell）教授很早就開始關注宋

代官員的親屬和社會網絡，並最早提出利用關係型數據庫研究

群體傳記。CBDB即源自他最初使用的數據庫模型。 

郝若貝教授作出的重要進展在於認識到自己需要一種有力的組

織工具，來實現他提出的研究計劃。他希望能觀察人與人之間

關係、人們的親屬、社會網絡、曾任官職以及與他們有聯繫的

地方。這一連串的目標，加上各個元素之間的互動關係，增加

了追蹤這些問題的複雜度和難度。郝若貝教授意識到可以將他

在傳記資料中所見的互動關係分為以下幾類：人物、地址、官

僚系統、親屬結構和社會網絡，而後兩項均被認定為社會機

構。他建立了一個專門提取這五者之間關係的一個關係型數

據。 

組織不同實體間的關係正是關係型數據的主旨：在世間各種相

互關聯的複雜事物之間建立多種形式的關係。例如，「地址」

是「事物」中的一類，在這一類別下，我們列舉包含資訊或我

們感興趣的地址。類似地，「人物」也是「事物」的一類，在

此類別下我們列舉包含傳記資訊的人物，接著就能列舉所有我

們關心的人物和地址之間的聯係：出生地、遷居地、葬地等

等。以下是實體間關係的抽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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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這一抽象模型在轉化為關係型數據庫後，變成一系列填有

數據的表格： 

 
圖2請注意：經過表格的整理，人物、地址及二者關係的類別

都沒有數量限制了。 

通過以上關聯人物與地址的例子，我們看到關係型數據庫中有

三種基本的表格： 
1、描述基本實體的表格。（如圖2中「人物 （People）」與

「地址」（Places）的米黃色表格）在CBDB中，這些表格包

括人物、地址、親屬類別、官僚制度等等。這些表格中的欄位

元抓取了我們想要知道的「實體」的屬性。人物表包括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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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卒年、性別等。地址表包括了某地的行政級別、其上下級區

劃及設立的起始時段。官名表包括了某官職在特定朝代的行政

等級。 

2、描述基本實體之間關係的表格。（藍色的「人物—地址」

（People-Places）表格）在CBDB中，這些表格將人物與其社

會、物理及文化環境的關係轉為結構化的格式。表格中的欄位

元抓取了這些關係的特徵，對描述關係有重要作用。例如，當

某人在官僚機構中得到了一個職位，除了此人和他官職的基本

資訊外，我們也想知道這一職位究竟在哪裏？此人是否赴任？

他何時任職？ 

3、描述實體之間關係類型的表格（粉色的「人物—地址類

型」（People-Place types）表格）世上兩事物有時存在多種

互動方式，我們需要更具體地記錄這些相互聯係的細節。在以

上的例子中，人物與地址的關係有多種形式——可以是他們的

籍貫、遷住地或葬地。我們可以將這些聯繫分成不同的類別，

並建立一種結構。 

 
B. 關係型數據庫的結構規則 

在數據庫中，我們力圖做到任何特定的數據只被記錄一次。如

上面的例子所示，「晁補之」這個名字只會出現在CBDB的一

筆記錄中，也就是「人名」實體中的基本實體（這張表在數據

庫中被稱為「BIOG_MAIN」）。關於晁補之的其他所有資訊通

過他的ID與其發生關聯。因此，假如出現錯誤，也只需要在一

處更正即可。比如，在記錄「洪适」的數據時，羅馬字母本應

該輸入Hong Kuo，因為以為「适」是「適 shi」的簡化字，卻

誤輸成Hong Shi，那麼只需更正一處即可避免出現同類錯誤。

這個「一條數據，一筆記錄」的處理原則被稱之為標準化

（normalization）。儘管在某些情況下，為了加快工作進

度，CBDB有時會違反這個原則，但是如果用戶想添加額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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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到個人的CBDB版本中時，我們強烈建議考慮數據庫標準

化的問題。 

在以上提到的人物與地址關係的例子中，我們面臨的實際情況

是，一個人往往會遷徙到很多地方。這是「一對多」的關係。

有兩種選擇可供我們通過簡單的行列表格呈現這種關係：第一

種是在基本的傳記表格中創建一些「縱列」（比如「遷徙地

1」、「遷徙地2」等），第二種是把所有的欄目添加進一個

獨立的單元格。如果我們為「遷徙地」創建一些列，我們很有

可能無法處理特殊情況，比如遇到一個人物遷徙了很多次，以

至於超出了我們所創建縱列的數目；此外，在傳記表中的每一

筆獨立的記錄中都包括所有的「遷徙地」單元格，對於許多人

物來說，這些也很有可能是空置的；如果我們僅為「遷徙地」

的信息創建一個縱列，那麼在這個欄目中進行檢索，將會使重

新獲得關於每個人的數據變得很困難。鑒於以上兩種保存「遷

徙地」方法的缺點，CBDB的原則是：只要我們在基本實體

（這裡指「人物」和「地址」）中發現這類一對多關係，我們

需要一個獨立的實體，例如「人物－地址」（以及用與呈現這

一實體的表格），使得我們能夠獲取二者相互關係的資訊。 

當為朱熹和呂祖謙合著的《近思錄》這樣的著作編碼時，我們

會遇到新問題。著述有著一種被稱之為「多對多」的關係：一

部著作可能有多位作者或編者，並且每位編著者都可能有不止

一種著述。CBDB與許多數據庫一樣，將這種情況作為一對

「人名」和「著述」間的「一對多」關係來處理，並且引入一

個新的實體「人名－著述」以獲取這些數據。 

如果想給CBDB添加新的數據類型，那麼以上三條原則——數

據標準化、為「一對多」關係創建新表格、像處理「一對多」

關係那樣來處理「多對多」關係——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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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關係型數據庫及複雜數據的互動 

試想如下一組實體及其與基本實體「人物」之間的關係： 

 

圖3 

儘管在「親屬」（kinship）和「職官」（office）之間沒有直

接的聯繫，我們仍然可以通過已經採集到的人物數據發現二者

的關係。由此，我們可以提出類似這樣的問題：醫官的職位是

世襲的嗎？或者說，醫官的子侄仍舊做醫官嗎？還有，醫官家

庭之間是否聯姻呢？那些擁有中級武階的人們又是怎樣的狀

況：由武轉文的人是否更傾向於將他們的女兒嫁給擁有文職的

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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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查詢「職官」和「親屬」之間的關係 

 
我們可以問很多關於「親屬」和「職官」二者關係的問題。高

層官員和低層官員內部是否存在不同的婚姻模式？這些群體組

成的婚姻聯盟是否形成了新的階層？這些模式會隨時間而改變

嗎？我們也可以針對「地址」（place）和「社會關係」

（social relations）的關係提出類似的問題。比如，四川人更

傾向與同鄉交往還是會建立全國性的關係網？這些關係類型從

北宋初期到北宋後期是否發生了變化？從北宋後期到南宋後期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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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查詢「地址」和「社會關係」之間的關係 

最後，我們可以查看多種因素的相互作用，比如「地址」在

「親屬」和「職官」的關係中所起的作用： 

 
圖6查詢「地址」在「親屬－職官」關係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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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設問：來自福建的官員是否更可能與來自浙江的官員建立

地方性的親屬關係網絡？其模式是否會隨著官員等級及時間的

變化而變化？ 
在關係型數據庫中，能否對CBDB中各種實體的相互關係進行

有效提問，僅取決於個人在多大程度上瞭解這一數據庫及其數

據的組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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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CBDB的結構 

A. 數據庫「實體」概要 

數據庫設計用表格把抽象的對象（我們簡稱為「實體」）具體

化。數據庫的目標是獲取關於實體間相互關係的資訊，因此將

抽象的對象與呈現他們相互關係的表格相分離是有效的。這

樣，人們可以更容易發現如何改進表格才能更好地表現他們所

要呈現的實體。 
定義數據庫中人物傳記的核心實體如下： 
1. 人物 

由於關係型數據庫追蹤人們與其他人、他們所在的組織（例如

社會和經濟機構）以及物理世界發生關係的途徑，我們也需要

建立一些能與「人物」相互作用的實體，首先是人與人之間的

關係（這些實體將在後文詳細討論）： 

2. 親屬 

3. 非親屬關係  

其次是人與政治、社會文化組織及活動的關係：  

4. 社會區分（社會區分的模式，例如以「書法家」或者「僧

侶」而出名） 

5. 進入行政或其他事業的方式（例如通過科舉考試，裙帶關

係或蔭補入仕）  

6. 任官（例如地方官或將軍） 

7. 人物參與的重大事件 

8. 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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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人們群體性參與的社會機構（從佛教寺廟和儒家學院到城

牆和城橋的維修） 

還有人寫作的文本——借此能夠進一步瞭解這些人物：  

10. 著述（包括撰著作品、編纂作品和古代文書資料） 

11. CBDB獲取資訊的資料來源（包括一手資料，學者彙編，

和數位資源） 

還有人們賴以活動的世界的結構資訊，也包括在CBDB中。我

們所關注是政區地理和官僚制度這兩方面的資訊： 

12. 政區等級（以行政單位的政治術語來劃分） 

13. 經緯度（為歷史比較提供空間定位） 

14. 官僚組織（官僚體制的變化和相應的職責要求） 

 

B. 關於「實體」的詳細說明 

說明：數據庫允許用戶記錄資訊來源，允許用戶增添其他合適

的注解。數據庫中記錄個體信息的每一個條目都有來源、頁碼

和注解的屬性。因此接下來的討論中將不再解釋這些。 

1. 人物 

a. 基本資料：姓名、性別、生卒日期。 

出生和死亡的精確時間通常無法獲得，我們所知道的是一個人

活動的時間段。有時候，甚至連這也無從得知：我們僅僅知道

年號或者朝代。為了獲得精確的資料，數據庫中所有的時間都

允許使用年號資訊。有的人物資訊可能有某一年號的具體年

份，但是也有的可能僅僅標識了「始」「中」「末」，或者



21 

 

「不詳」。為了分析方便，數據庫會以出生、死亡、活動時間

的年號資訊以及其他任何以傳統中國年號標誌的日期推算出西

元日期，但是在年號代碼中會保留模糊資訊。 

b. 種族 

CDBD記錄的種族有漢、回鶻、吐蕃等。我們目前約有465個
代碼，這些代碼都在「ETHICITY_CODES」表中，它將種族資

訊按組別和子組別編排，並包括種族姓名轉化表格。 

c. 郡望 

從六朝到唐朝，家族成員身份對確定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至關重

要。宋代之前，人們會說他們的祖先來自于某特殊地區的某特

殊家族（比如崔姓來自於博陵），這種說法很難得到查證。地

址和家族名的結合就構成了郡望。這些郡望名稱的代碼都在

「CHORONYM_CODES」表中。 

d. 指數年 

由於算法依靠人物的時間信息作為計算條件，CBDB需要把盡

可能多的人物各自定位到某個固定的年份上。指數年是用於分

析的人造數值。在早期版本數據庫中，一個人六十歲的年份被

定義為指數年。在CBDB的20201110版以後，生年或推算的生

年成為指數年的新定義。計算指數年比較復雜，並基於下面的

假设： 

A1：30歲考取進士，27歲考取舉人，21歲考取秀才/生員 

A2：妻子比丈夫的年齡小3歲 

A3：長子/長女在其父親30歲時出生，在其母親27歲時出生

（按A2設定） 

A4: 相鄰出生子女之間差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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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男性63歲去世，女性55歲去世 

以個人生卒年推算本人指數年： 

規則1：本人指數年=本人生年 

規則2：若知曉本人卒年和享年，則指數年=本人卒年-本人享

年 

-規則20：若只知曉本人卒年，則（按A5）本人指數年=本人

卒年-63（男性），=本人卒年-55（女性） 

規則4W：本人指數年=（丈夫生年+3）（注意：如果該女性

為妾或第二任妻子，則規則9W優於規則4W） 

以中第時間推算本人指數年： 

規則5：本人指數年=進士獲得年-30 

規則5W：本人指數年=丈夫進士獲得年-30+3=丈夫進士獲得

年-27 

規則6：本人指數年=舉人獲得年-27 

規則6W：本人指數年=丈夫舉人獲得年-27+3=丈夫舉人獲得

年-24 

規則7：本人指數年=秀才/生員獲得年-21 

規則7W：本人指數年=丈夫秀才/生員獲得年-21+3=丈夫秀才

/生員獲得年-18 

以親屬生年推算本人指數年：  

規則8：若知曉本人父親生年，則本人指數年由假設A3決定：

本人生年比父親生年晚30年（本人指數年=（父親生年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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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9：若知曉男性長子生年，則本人指數年由假設A3決定：

本人生年比長子生年早30年（該男性指數年=（長子生年-
30）） 

規則9W：若知曉女性長子生年，則本人指數年由假設A3決
定：本人生年比長子生年早27年（該女性指數年=（長子生年-
27）） 

規則10：若知曉本人兄生年，則該人指數年由假設A4決定：

本人生年比兄生年晚2年（本人指數年=（兄生年+2）） 

規則11：若知曉本人弟生年，則該人指數年由假設A4決定：

本人生年比弟生年早2年（本人指數年=（弟生年-2）） 

規則12：若知曉男性長女婿生年，則本人指數年由假設A3和
A4決定：本人生年比長女生年早30年，且長女婿生年比長女

早3年（該男性指數年=（長女婿生年+3-30）=長女婿生年-
27） 

規則12W：若知曉女性長女婿生年，則本人指數年由假設A3
和A4決定：本人生年比長女生年早27年，且長女婿生年比長

女早3年（該女性指數年=（長女婿生年+3-27）=長女婿生年-
24） 

規則13：若知曉本人祖父生年，則該人指數年由假設A3決
定：本人生年比祖父生年晚60年（本人指數年=（祖父生年

+60）+60–1=祖父生年+60） 

以親屬的指數年推算本人指數年（注意：CBDB會使用推算出

的指數年計算下面的值） 

規則14：若知曉本人父親指數年，則可通過假設A3用父親指

數年推算本人指數年（本人指數年=父親指數年+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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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15：若知曉男性長子指數年，則可通過假設A3用長子指

數年指數年推算本人指數年（該男性指數年=長子指數年-30） 

規則15W：若知曉女性長子指數年，則可通過假設A3用長子

指數年推算本人指數年（該女性指數年=長子指數年-27） 

規則16：若知曉本人兄指數年，則可通過假設A4用兄指數年

推算本人指數年（本人指數年=兄指數年+2） 

規則17：若知曉本人弟指數年，則可通過假設A3用弟指數年

推算本人指數年（本人指數年=弟指數年-2） 

規則18：若知曉男性長女婿指數年，則可通過假設A3和A4用
長女婿指數年推算本人指數年：本人生年比長女生年早30
年，且長女婿生年比長女早3年（該男性指數年=長女婿指數

年+3-30=長女婿指數年-27） 

規則18W：若知曉女性長女婿指數年，則可通過假設A3和A4
用長女婿指數年推算本人指數年：本人生年比長女生年早27
年，且長女婿生年比長女早3年（該男性指數年=長女婿指數

年+3-27=長女婿指數年-24） 

規則19：若知曉本人祖父指數年，則可通過假設A3用祖父指

數年推算本人指數年（本人指數年=祖父指數年+60） 

CBDB記錄這些基本傳記資料的表格是「BIOG_MAIN」。

「BIOG_MAIN」給每個人物都分配了唯一的ID。 

e. 在世年 

CBDB提供「在世始年」和「在世終年」。通常沒有資料顯示

個人的指數年或者和生卒年時，但是文本中會提供可以確定某

人時間的參考資料。CBDB提供了在目前查證過的文本資料中

可以獲知的最早和最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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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親屬關係 

個人的親屬關係都由三個部分構成（加上資料資訊） 

本人 

親屬 

親屬關係  

這種關係被構建成：「個人A擁有個人B（親屬）作為他/她的

親屬關係」比如{王安石，王安禮，B-}代表王安石有王安禮作

為其幼弟。 

 建立親屬關係有10種基本的類別： 

e本人（親屬關係正被搜尋的人） F父 

M母 S子 

D女 Z姐妹 

B兄弟 H丈夫 

W妻C妾  
在這些類別的關係中有多種變化，我們也用附加性的符號來代

表「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以外親屬關係的類型。 

+ 更長的（比如：B+兄） 

- 較小的（比如：Z-妹） 

* 被收養的繼承人（比如：S*養子） 

° 被收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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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庶出 

^ 

1⁄2 

後、繼（比如S^表示繼子） 

比如Z1⁄2，同母異父姐妹或同父異母姐妹 

~ 名義上的（比如M~，合法的妻子是妾所生孩

子名義上的母親） 

% 有婚約的丈夫或妻子（在一定的時間內還沒

有完成婚禮） 

y 最小的（比如Sy是最小的已知的兒子） 

1，2，3…… 區別順序的數位（比如：S1，S2分別代表第

一個和第二個兒子；W1，W2分別代表第一

任和第二任妻子） 

n 不能準確知道是哪代 

G-#，G+# 直系的祖先（–）或者子孫（+） 

G-n，G+n，
Gn 

未知幾代前的直系親屬（G-n），或者未知幾

代後的直系親屬（G+n），或者前後也未知

直系親屬（Gn） 

G-#B，BG+# 在若干代（#）前有共同直系祖先的兄弟；兄

弟的若干代（#）直系子孫 

K，K-#，
K+#，Kn 

 

宗親，與之前相同，前代為（–），後代為

（+），未知的為（n）。（CBDB使用「宗

親」一詞，因為有時有的親屬關係得到了證

實，卻不能獲知準確的關係。） 

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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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代人的親屬關係，年齡較小（-）或者年

齡較大（+）.  

P，P-#，
P+#，Pn 

與父親的姐妹或者母親的兄弟姐妹的親屬關

係，前代（–），後代（+），未知（n）。用

漢語的「表」來表示。（只有不能確切知道人

物的關係時，CBDB才會使用這些代碼）。 

P–，P+ 

 
通過父親的姐妹或者母親的兄弟姐妹所生成的

同輩人的親屬關係，年齡小的（-），年齡大

的（+）。 

A 男方或女方的姻親，通過婚姻形成的親屬關

係 
這些關係類別的代碼在「KIN_CODES」表中。盡管CBDB用代

碼記錄了不用的關係類別，但在查找關係網絡時，為了簡化大

量代碼，CBDB用四個維度來測算關係距離。每張

「KIN_CODES」表有四個值，分別是“up，長輩”（例如父

輩=1，祖父輩=2，以此類推），“down，後輩”（例如子

=1，孫子=2，…），“collateral relation，同輩關係”（例如

兄弟=1，兄弟的妻子的姐姐=2，…），“marriage relation，
婚姻關係”（例如妻子=1，妻子的夫妻的妻子=2，…）。因

此，兄弟、繼兄弟、庶出兄弟、養兄弟對應的值為{up = 0; 
down =0; collateral =1; marriage =0} 。親屬關係的資料在

「KIN_DATA」表中。 

3. 非親屬關係  

a. 簡單的非親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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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由三部分構成：人物+關係名稱+關係人。在記錄個體人

物在他們一生當中所形成的非親屬的關係時，最大的挑戰就是

如何控制社會關係類別的增加。 

因為這些社會關係總是在人與人之間成對出現，所以在交往中

就一定存在著對稱關係。也就是說，如果數據庫中出現「A是
B的學生」，那麼也應該出現「B是A的老師」。實際上，當前

的系統中會自動生成第二個條目。因而，「關係」作為一種實

體就有了一種內在結構： 

1. 關係類別 

2. 成對的關係類別  

3. 關係的種類/子類（目前有三種） 

當創建一條新的社會關係類別時，也一定要創建與之對應的社

會關係。當然，對「相同關係」而言，其相對的社會關係正是

本身：「A是B的朋友」也就是「B是A的朋友」。然而，在大

多數關係中，兩個人扮演著截然不同的角色，CBDB需要一種

對應類別以便於兩人從不同的角度獲取各自的角色：在記錄A
時用「A跟隨B」，這對B而言意味著「B被A跟隨」。 

b. 間接關係 

在一些重要的事件中，關係是通過間接的組織或者人形成的。

CBDB通過增添附加資料到關係中，來獲取這些關係的類型。

比如，我們可能知道X和Y之間的關係，是因為X要求Y為他父

親的文集作序。 

c. 關係記錄的結構 

因為前近代中國社會的關係通常很複雜，CBDB系統中追蹤關

係網的表格也因此使用了大量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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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訊： 

1. 人物 

2. 關係人 

3. 關係名稱 

4. 確立關係的物體或事件的個數 

在關係中起作用的親屬或其他關係的資訊 

5. 親屬關係，若該聯繫是由人物的一位親屬確立 

6. 親屬關係是由該聯繫所確立的人物 

7. 親屬關係，若該聯繫是由關係人的一位親屬所確立 

8. 確立關聯的關聯人物的親屬 

9. 聲稱關係存在的人的名字：比如，一個兒子聲稱的父

親 

關係的時間和地址 

10. 關係的地址 

11. 關係的順序，如果人物不知道實際日期 

12. 關係的日期（年、月、日，如可知） 

上下文信息 

13. 確立關係的社會機構 

14. 確立關係的場合 

15. 確立關係的著作類型，如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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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確立關係的作品題目，如相關 

17. 確立關係所圍繞的學術話題 

出處和注解 

18. 出處 

19. 注解 

4．身份 

CBDB有單獨的表格記錄個人的「社會區分」。「社會區分」

被用來確定個人在社會中以何種身份被認知。儘管日期通常不

確定，但是表格中有一欄可以記錄發生次序。此外，有些形式

的「社會區分」會把各種角色相疊加（一位佛教徒可能因為他

的書法而出名，或是一位文人創辦了一家印書坊）。目前，

CBDB在不同類別下記錄身份的不同方面。這一問題有待於進

一步的研究：最好可以混合兩種不同的社會角色，但其操作性

仍是問題，涉及到混合角色的出現頻率、相關人物是否一直都

被認為具有一個單獨「身份」而不是兩個。個人身份資料的構

成是： 

人物 
身份代碼 
身份次序 
日期 
資料的來源和注解 

「身份」作為一種社會經歷類別（相對於特定人在社會區分結

構中的身份而言）是一個簡單的「實體」，包括： 

身份代碼 

身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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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種類和子類1 

身份種類和子類2 

因為社會區分隨著時間不斷變化，CBDB在處理更早或者更晚

的資料時就需要增加目前社會區分的類別。 

5．入仕方式 

「入仕」本身是一個簡單的實體，僅僅包括姓名、入仕類型和

子類型。目前「入仕」主要描述進入政府部門的途徑，但

CBDB也已經開始探索像僧官制度這樣的類型。不同的入仕途

徑包含了不同類型的資訊，使得個人入仕的情況更為複雜。比

如，某人通過科舉入仕，如果可能的話，我們需要知道科舉的

類型和中第時間（CBDB也記錄落第情況）。相反，某人得益

於他人而入仕，如果此人及其與入仕者的關係可知，也應被記

錄下來。因此，如果A是通過他的伯父B蔭補入官，那麼這條

入仕資訊就是： 

人物：A的ID 

入仕途徑：「蔭補」的代碼 

入仕關係類型：「伯父」的代碼 

入仕關係：B的ID 

由於個人還有可能通過非親屬關係的蔭補入仕，「入仕事件」

就需要一種方式來記錄這種非親屬關係。最後，入仕有很多種

屬性，但是任何個例都只涉及到其中的一部分： 

人物ID入仕類型代碼 

入仕關係類型代碼（適用於親屬） 

入仕關係類型代碼（適用於非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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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仕關係ID（適用於親屬和非親屬） 

科考日期（西元年及年號+年份） 

科第名次 

6．職官和除授 

CBDB目前囊括了32,000多個官名，（至少在宋代部分）還包

含這些官名在政府官僚結構中的位置。「任官」這一實體包括

了人、官僚機構和地址（因為大多數都遠離首都）。即一個人

在一定的時間、地址和官僚層級中供職。然而，有時候一次

「除授」授予的管轄權超出一個行政單位，或是一次「除授」

承擔一個以上的行政職務。遵循「一對多」的關係（如：「一

次除授<>多個地址」和「一次除授<>多個官名」），我們需

要建立單獨的表格，除授資訊需要三個實體：基本的「任官」

（postings）表，「任官」（posted-to-office）表和「任官地

址」（posted-to-office-address）表。由於行政單位通常與職

官相聯繫（而不是除授），因此位元址表格記錄「除授－職

官」資訊和位元址之間的聯繫。 

除授數據 

除授ID（這是一個獨有的號碼） 

人物ID 

出處和注解 

除授－職官 

除授ID  

職官ID  

職官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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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因為通常我們只知道職官的順序，而對於除授年份沒有

更具體的數據） 

年份（西元年和年號+年份：因為個人擔任某官時可能會有其

他的職務） 

出處和注解 

任職－地址 

除授ID 

官名ID 

地址ID 

對CBDB未來發展的思考 

1）佛教和道教資料 

佛教和道教管理機構的職位最終會被添加到「官名/官職/除
授」實體中。不過，這需要有可靠的研究成果來闡明佛教和道

教管理機構的歷史變化。 

2）追蹤官僚組織的歷史變化 

我們需要再次考慮，數據庫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古代中國官

僚體制的複雜性。從漢朝到清朝的官僚體制中，雖然一個職官

的名稱不變，但其職責可能會發生變化。也可能是職責保持不

變，而官名發生變化。學者們曾反對賀凱（Charles Hucker）
在其《中國古代官名辭典》中把職能的延續性強加於某一官

名，事實上簡單地承認這種轉變可能會更有用。因此，我們計

劃在CBDB中提供能反映官名功能歷史變化的表格。我們認為

「官名」是個實體，而「官職」是另一個實體。大多數特定時

期實際的官職和CBDB無關，因為這些細節對數據庫的分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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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並沒有多大幫助；重要「官」的屬性有：（1）官是否被當

作酬勞和等級的象徵？是否具有職能？（2）向什麼樣的官負

責；（3）官的類型（中央禁軍，州級文官，等等）。目前，

CBDB獲取這種資訊很少，因為澄清官名的變化本身就是一個

大的研究課題。 

7. 地址 

CBDB使用「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CHGIS）的方法來給

地址編碼，這種策略依靠空間實體：「地址」。 

「地址」這一實體，是有地址的歷史「場合」——空間中有特

定名稱的行政轄區。其位置由x、y座標的交匯點來確定。如果

其邊界或者名稱中任何一個改變，就要建立一個新的地址。然

而，這些歷史場合是行政層級的一部分：這些資訊都保存

「belongs-to」表格中，這張表格和CHGIS中的「part-of」表

格功能相同。某一區域只有面積或名稱發生改變時，地址ID才
會變化，當其成為別的上級行政區的一部分時，地址ID並不發

生變化。因此，CBDB中有兩張表格： 

地址表 

地址代碼 

地址名稱 

行政類別 

X座標 

Y座標 

地址始年 

地址終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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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表 

地址代碼 

從屬地址代碼 

從屬始年 

從屬終年 

從這兩個表格CBDB生成了一個便利的地址表格，在網上數據

庫使用，可以在獨立版本中查詢以提供關於行政單位在官僚結

構中的角色的資訊。它的結構是： 

地址代碼 

地址名稱 

地址始年（地址屬於優先順序地址） 

地址末年（地址屬於優先順序地址） 

行政類型 

X座標 

Y座標  

從屬1（根源：它所述職的更大的行政單位） 

從屬2（根源的根源） 

從屬3（其他） 

從屬4 

從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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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DB的一項主要目標是允許考察跨越朝代的變化趨勢，因此

數據庫需要一種方法檢索在較長的一段時期內某個特定區域發

生的事情。CBDB依靠「地址」實體實現這一要求：地址指向

一個物理位置，即地圖上的x-y座標。郝若貝教授在他的原始

數據庫版本中共置了對應的歷史地區（或郡、縣）及1990年
的地區邊界。然而CBDB已不再使用易產生誤解的邊界，而是

使用圖心，即多數邊界等距點，作為點的x-y座標。 

總之，CBDB有兩張表格構成了部分對地址的基本描述： 

行政單位：ADDR_CODES 

行政層級：ADDR_BELONGS_DATA 

未來發展的思考 

CBDB地址表中的地址具有特定的起始年和終止年。對於一個

歷史數據，我們可能不知道一個人在其所在地的時間。目前

CBDB增加了臨時代碼來處理這種歷史不確定性。有時，歷史

信息面臨著更基礎的不確定性：有時我們知道一個人的所在地

名稱，但該名稱的地址不止一個。很快，CBDB會將現有的地

址代碼整合為三個地址代碼： 

地址名稱代碼 

地址位置代碼 

地址實例代碼 

因為地址名稱有歷史延續性，因此有些地址有同一個名字。這

些重複的名字在歷史中或多或少地重現，儘管有略微改動。因

此地址位置代碼可識別大致出現在同一地址的歷史名字。例

如，湖南，陝西，山西和廣東四個地區都有名為“寧遠”的

縣，每個地區都有對應的地址代碼（湖南有三個，陝西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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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山西有四個，廣東有五個）。地址實例代碼將區分同一地

區有不同地址代碼的行政地區。 

8. 傳記地址信息 

人物和地址之間有很多關係：他們在哪裡出生、生活、死亡、

安葬，他們在哪裡任官，他們在哪裡擁有財產、經營買賣，他

們到哪裡遊歷過。這些與地址的關係產生於CBDB中用單獨的

表格記錄的各項活動（如：擁有的職官和財富），所以，這些

資訊資訊會出現在那些不同的表格中，而不是只出現在一個地

方。記錄人物和地址資訊的表格有： 

關於地址的基本傳記資訊（BIOG_ADDR_DATA） 

任職地（POSTED_TO_ADDR_DATA） 

在建立非親屬關係時的地址（ASSOC_DATA） 

人們參與事件的相關地址（EVENT_ADDR） 

人們擁有財產的地址（POSSESSION_ADDR）  

人們參與社會機構的地址（BIOG_INST_DATA）  

注意目前的CBDB並沒有保存有關人們到哪裡進行過短暫遊

覽，在哪裡接受教育，或者在哪裡寫了作品等資訊。CBDB也
無法為用戶把所有地址資訊的資源整合到一起。 

CBDB試圖將歷史人物和指數地聯繫。像指數年一樣，CBDB基
於已有的但常常是不完整信息，將指數地關聯。CBDB採用一

個地址層級序列來關聯指數地，首先是“basic affiliation” 籍
貫，其餘的順序見下列： 

1. Basic affiliation 籍貫 

2. Household address 戶籍地 （M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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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ctual residence 落籍 

4. Last known address 最後地址 

5. Moved to 遷住地 

6. Eight Banners （Qing dynasty）八旗 

7. Alternative basic affiliation 其他故鄉 

8. Place of exile 流放地 

 

9. 文本 

與數據庫有關的文本類型主要有三種：碑刻及其他古文書資

料，印刷的原始文本和二手著作（印刷和數碼形式都可以）。

如黃宗羲《宋元學案》這樣的著作既是一部梳理早期作品的學

術綱要，又帶有個人創作的性質；而古代文書資料也由數據庫

感興趣的作者撰寫。對前現代文本類別的區分，既無法十分明

確，也沒有多大用處，因此CBDB把以上三種類型都當做「文

本」。我們認為「文本」有以下屬性： 

標題 

作品類型（碑刻、手稿或印刷品） 

流派 

當前的出版日期 

當前的出版者 

當前的出版地 

人們可能通過各種方式與文本產生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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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出版者 

編纂者 

校對者 

翻譯者 

註釋者 

 
文本的表格有： 

文本代碼 

文本ID 

文本名稱 

寫作日期 

當前的情況：存世還是已佚 

當前的出版資訊（如果存世） 

文本資料 

文本ID 

人物ID（CBDB包括了人物文本名字的所有歸因） 

角色ID 

文本角色代碼 

角色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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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描述 

未來發展的思考 

碑刻材料有少許附加屬性被記錄在獨立的表格中，而這些表格

還沒有得到開發，因為我們還不能處理這種類型的資料： 

別名 
發現地 
發現日期 
目前的位置 
資料來源 

這些材料也可能涉及其他的人物：如捐贈人和接收人。 
因為文本可以作為傳記資訊的來源，所以CBDB記錄了所用現

代版本的出版資訊，也包括頁碼。然而CBDB並不希望把這作

為傳記資訊的標準參考書。CBDB（至少在現在和不久的將

來）不會提供某一作者所有文本的現存版本，也不會判定在現

存的版本中哪些最可信。未來計劃在CBDB在線版與其他網絡

資源建立鏈接。（書目網站當然會在這些鏈接當中） 

10. 事件 

CBDB也是最近才開始記錄重要事件中的群體資訊。目前列出

的事件都來自于《宋史紀事本末》，這些事件由不同的類別構

成，包括比如和議成功的技巧、謀反、皇后廢立，以及各種黨

爭。我們在這些事件中發現有共同目的人形成了團體，因此這

些資訊值得保存。CBDB通過三張表格記錄這些事件： 

事件－代碼 

事件ID 

事件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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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日期 

事件－數據 

事件ID 

事件－記錄ID（這是追蹤一件事例的唯一數字） 

人物ID 

日期（有時需要一點時間把事件和人物匹配） 

事件－地址 

事件－記錄ID 

地址ID（以防參與到一個事件中的人物會和多個地址相關聯） 

11. 財產 

CBDB才剛開始搜集有關財產的資訊。「財產」資訊的一個層

面是記錄在歷史文獻中的交易類型（購買、捐贈等）。我們可

能會改變CBDB表格的結構以容納收集資料時得到的這類資

訊。 

12. 社會機構 

人們以多種方式參與社區生活。比如，一個人可能擔任一個研

究院的主任數年。研究院在同一時期有一些學生，他們在研究

院裡各自的角色將作為這個人和學生們重要的社會關係。研究

院同時也有捐助者贊助創新和運營，他們幫助定義以研究院為

中心的社區。佛教和道教寺廟也有相似的模式。 

CBDB目前正追蹤這一資訊的方式也捕獲了我們在歷史出處中

發現的不確定性。比如說，共有39個寺廟命名為開元寺。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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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可能告訴我們王安石出資修復開元寺，但我們並不一

定知道哪一個開元寺受到了資助。 

其他資料最終或許能澄清內容，但當前CBDB僅僅記錄為「一

個開元寺」。共有4個表格用以記錄這一資訊： 

社會機構－名稱－代碼 

機構名稱ID 

機構名稱 

社會機構－代碼 

機構名稱ID 

機構代碼（每個機構有獨特代碼，名稱或許改變但ID不變。） 

機構類型ID 

機構日期（包括，若可知，始年和末年，和最初和最後的已知

年份） 

社會機構－地址 

機構名稱ID 

機構代碼 

地址ID（識別行政單位的大致地址） 

X－Y座標（比地址ID相關的座標更加精確。機構可能在其所

在區域內遷移） 

網址類別型 

地址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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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檔案－機構－資料 

個人ID 

機構名稱ID 

機構代碼（只有在名稱已知的情況下，CBDB給這一區域賦值

0） 

機構角色代碼 

角色日期 

小結：CBDB中的表格 

1. 基本實體 

這些實體代表了前近代中國社會的基本要素。每一要素都有著

複雜的歷史和結構（這些都在另外的附屬表格中）。CBDB在
次級表中記錄了人們與其生活諸層面的相互作用。 

表格名稱 註釋 
ADDR_CODES 中國行政地理單位 
ADDRESSES 顯示等級便於參考的表格 
ASSOC_CODES 非親屬社會關係 
BIOG_MAIN 前近代中國的人物 
ENTRY_CODES 入仕的方式 
EVENT_CODES 重大事件 

KINSHIP_CODES 前近代中國的親屬類別 
OFFICE_CODES 政府的官僚機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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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_ID 帶有經緯度的標準單位的替代物 
STATUS_CODES 人們取得社會區分的方式 

TEXT_CODES 前近代中國著述的彙編+重要的研究著

作 
2. 基本實體間的相互關係 

表格名稱 註釋 
ADDR_BELONGS_DAT
A 行政單位等級結構的數據 

ALTNAME_DATA 為人所知的其他稱呼 

ASSOC_DATA 人們之間的非親屬關係 

BIOG_ADDR_DATA 人與行政地理之間的關係 

ENTRY_DATA 
 

人與機構之間最初的關係 

EVENTS_ADDR 人、事件與地址的關係 

EVENTS_DATA 人和事件的關係 
KIN_DATA 連結人們的親屬關係 
OFFICE_DATA 官僚機構的等級結構 
POSSESSION_ADDR 人名、財產和地址的關係 

POSSESSION_DATA 目前可表述的「財產」狀況 
POSTED_TO_ADDR 人、職官和地址的關係 
POSTING_DATA 除授的集合表：人與職官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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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_TO_OFFICE_D
ATA 人與職官關係的細節 

STATUS_DATA 在社會聲望的體系中人所處的位置的

數據 
TEXT_DATA 人與著述的關係 
BIOG_INST_DATA 人們與社會機構的關係 
BIOG_SOURCE_DATA 用於定義個人CBDB資料的系列出處 

3. 關係類型信息 

表格名稱 註釋 
BIOG_ADDR_CODES 人和地址關係的類別。 
ALTNAME_CODES 為人所知的各種別名類別。 

APPOINTMENT_TYPE_COD
ES 

除授類別：正授、權，等等。 

ASSOC_TYPES 寬泛的社會關係類別，將多種

親屬關係代碼編組。 

ASSUME_OFFICE_CODES 表示個人是否赴任。 
ENTRY TYPE 寬泛的入仕類別，將入仕代碼

編組。 
EXTANT_CODES 表示資料的存佚情況 
GENRE TYPES 文本的目錄學歸類 

GENRE_CODES 寬泛的目錄學分類 

LITERARYGENRE_CODES 文學作品的形式 

OCCASION_CODES 人們參與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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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TYPES 職官類別 

POSSESSION_ACT_CODES 人與物品之間的關係類別 
SCHOLARLYTOPICS_CODES 學術主題類別 
SOCIAL_INSTITUTION_TYPE
S 社會機構分類 

STATUS_TYPE 社會區分分類 
TEXT_ROLE_CODES 人與文本關係類別 
YEAR_RANGE_CODES 日期的相對準確度 
BIOG_INST_CODES 與機構關係中個人的角色 
SOCIAL_INSTITUTION_ADD
R_TYPES 

用於機構的網址類別型（真實

或起源的） 
4. 歷史信息輔助表 

表格名稱 註釋 

CHORONYM_CODES 用於確認中古家族的「地址

+姓氏」代碼 
COUNTRY_CODES 國家代碼 
DYNASTIES 朝代與日期的代碼 
ETHNICITY_CODES 民族代碼 
GANZHI_CODES 六十個干支代碼 

KIN_MOURNING 五服等級中的親屬和服喪代

碼 
MEASURE_CODES 物品、貨幣、書籍和空間的

數量單位 

NIAN_HAO 年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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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_CODES 學校與書院（將被加入）代

碼 
SOCIAL_INSTITUTION_ALTNAM
ES 社會機構的一系列別名 

SOCIAL_INSTITUTION_ALTNAM
ES_TYPES 不同類型社會機構代碼 

5. 分析輔助表 

表格名稱 註釋 

ASSOC CODE_TYPE REL 特定「社會關係」與更廣範疇社

會關係的關係 
ENTRY CODE_TYPE REL 特定「入仕法」與更廣範疇入仕

法的關係 
GENRE CODE_TYPE REL 特定「流派」與更廣範疇流派的

關係 
OFFICE CODE_TYPE REL 特定「職官」與職官類型的關係 
OFFICE_CATEGORIES 職官的類別：階官、勳爵，等等 

STATUS_CODE_TYPE_REL 特定「社会區分」與更廣範疇社

會區分的關係 
6. 非標準化表格 

由於基本實體的關係數據表格（上方所述第二組）使用的代碼

都指向其他表格中的實體、關係或歷史信息，在查詢中很適用

（詳見第四章）。因此，為了方便編寫查詢程序，CBDB添加

了一系列表格，其中增加了一些信息（大多數是文本字符串，

包括人物姓名、地址、官職等等）。主要的表格如下： 

表格名稱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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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Z_ALL_BIOG_ADDR 加入了指數地的表格 
ZZZ_ALT_NAME_DATA  加入了別名類型 
ZZZ_BIOG_ADDR_DATA  加入了地址和地址類型 
ZZZ_BIOG_MAIN  加入了年號、民族 
ZZZ_ENTRY_DATA  加入了人物姓名、入仕方式 

ZZZ_KIN_BIOG_ADDR 親屬關係表，同時包括指數

地 
ZZZ_NONKIN_BIOG_ADDR  社會關係表，同時包括指數

地 
ZZZ_POSTED_TO_ADDR_DATA 加入了人物姓名、任官官職

名稱、地址信息 
ZZZ_POSTED_TO_OFFICE_DATA  加入了人物姓名和任官信息 
ZZZ_STATUS_DATA  加入了人物姓名和社會區分 

ZZZ_TEXT_DATA 加入了人物姓名、人物角色

和文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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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CBDB的分析工具 

「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包含了大量的資訊。如果沒有分

析這些資訊的方法，這些資訊幾無價值。目前，CBDB的
Access版本特別設計了八種查詢窗體，以方便用戶查詢數據庫

中重要的資訊類別。這些窗體的名字就反映了它們的功能。 

1. Query by Methods of Entry into Government「按入仕途

徑查詢」可以找到在特定時段通過特定途徑取得做官資格的群

體。 

2. Query Associations「查詢社會關係」可以找到通過特定類

別的社會關係而聯繫起來的群體。 

3. Query Office Holding「查詢職官」不僅可以找到擔任特定

官職的人，還可以找到官僚系統中擔任較低（或較高級別）官

職的群體。 

4. Query Kinship「查詢親屬關係」可以查詢個體之間的親屬

關係網絡。既包括五服以內的親屬關係，也包括更加擴展的關

係。 

5. Query Social Networks「查詢社會關係網絡」可以為個

人、群體，甚至一個特定區域找到所有的關係網絡（包括親屬

關係與社會關係）。 

6. Query Pair-wise Associations「查詢兩人之間的社會關

係」可以查詢兩個個人網路之間的交集。它不僅定位於兩個目

標個人相關的人群，還可以進一步距離識別關係（如：與第一

個人有聯繫的人們同時與和第二個人有關的人們有關係）。 

7. Query Place Associations「查詢地區關係」可以將人和與

人相關的地址進行查詢，用戶可以在一個列表內看到在某一地

址建立社會關係、任職、或落戶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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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Query Status「查詢社會區分」可以查詢特定社會區分的群

體。 

在更複雜的查詢中，可以通過使用前一個搜索的結果作為第二

個搜索的輸入來探索各群體的人之間的聯繫。第四章介紹了高

級查詢的一個實例。除這八個窗體之外，熟悉數據庫結構的用

戶還可以設計查詢程式來檢索CBDB的所有資訊。編寫檢測資

料的「結構化查詢語言」（SQL）是第四章的第二個話題。 

注意：這章中查詢表部分的說明提供了搜索例圖，但由於

CBDB還在不斷更新，您搜索到的結果可能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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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窗格 
 

 
 
導航窗格是 Access 版數據庫的中心導航界面。點擊八個按鈕

上述八個查詢窗體將會打開。除此之外，導航窗格還有三個其

他功能。 
 
1. 問題回報：導航窗格可以也有問題回報功能，點擊「問題

回報」，一個谷歌表格將會自動打開：請選擇問題類型並

填入問題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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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戶手冊：點擊「 用戶手冊」，此用戶手冊將會打開。 
3. 返回數據表格：當前的 Access 數據庫將 CBDB 數據表和用

戶接口分離。因為數據庫現在體量龐大，數據量已經接近

Access 可以容納的上限，因此現在採用將用戶接口鏈接數

據表格的方式來建立 CBDB。當開啟用戶接口時，只要三個

數據文件與用戶接口文件在同一個文件夾中，程序便会自

動將界面和數據表鏈接，。因為數據文件和用戶接口文件

分離，他們現在可以分別進行更新。 
CBDB數據更新時，新的數據文件可以下載到個人的

CBDB文件夾中，然後將用戶接口鏈接到文件上。CBDB數據

更新時會將日期信息（表格中YYYYMMDD一欄）作為文件

名的一部分。點擊「 重新連接數據表」，会弹出一个表单

請求日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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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入新版數據日期信息並點擊“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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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使用Query by Methods of Entry into Government（按入

仕途徑查詢）窗體  

Query by Methods of Entry into Government（按入仕途徑

查詢）是最簡單的查询窗体。用戶通過點擊主頁的「Query by 
Methods of Entry into Government」（按入仕途徑查詢），並

點擊「選擇入仕法」按鈕來挑選入仕類別。 

 
注意：所有的表單都有選項來切換英語，繁體中文和簡體中

文。用戶選擇「繁體」標籤後，也可以選擇選項回到英文介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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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選擇入仕法」按鈕打開一個包含一系列選項的表單。由

於入仕的方式有多種，CBDB用左側的可折疊樹狀圖來簡化選

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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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可以通過在窗體左側功能表選擇特定入仕類型來縮小選擇

範圍（A1）： 

 

用戶也可以選擇從右側功能表選擇一個特定的入仕法或者選擇

所有羅列的方法（A2）。用戶還可以通過在右下角的搜索欄

查詢某個特定的入仕法（B1）。CBDB的搜索規則是，首先匹

配以被檢索詞開頭的名詞，再匹配包含被檢索詞的名詞。如果

CBDB找到搜索結果，然而卻不是用戶想要的內容，使用者可

以點擊「Find Next」（再查）按鈕（B2）搜索下一個內容： 

 

 

 

A2 

B1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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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找到入仕法並點擊「Select」（選擇）後，用戶將回到

Query by Methods of Entry into Government（按入仕途径查

詢）表單，接下來可以選擇年份範圍（1）來進行查詢

（2）：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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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表單允許用戶選擇人物的入仕年或者指數年。（若勾選

「Use Index Years」（使用指數年），則指數年一列將會出現

在搜索結果中。）因為在許多情況下我們並不知道入仕年（這

時入仕年視為零），所以勾選「Use Index Years」（使用指數

年）進行同樣的查詢可能更有效：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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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上圖中「Entry Year」（入仕年）一列數值為「0」的情

況。 
用指數年檢索可以得到725個結果，而使用入仕年搜索只得到

87個結果。除指數年和入仕年兩種時間信息外，對於某些人

物，我們只知道他們的朝代，但並不知道其他時間信息。通常

朝代條件能檢索出更多人物，另一方面，朝代檢索的精度不

高：例如下圖，假如我們希望檢索五代和北宋的人物，但宋朝

只有一個代碼，因此檢索結果只能也包含南宋人物。在此次檢

索中，我們共檢索到1320個人物，其中134人無指數年數據。

這134人中只有9個人有入仕年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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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結果的表格包括以下32列： 
Name (Pinyin) 姓名（拼音）  
Name (Chinese) 姓名（中文）  
Index Year 指數年  
Index Year 
Type(English) 

指數年類別（英

文） 
指數年是如何算出

的 
Index Year Type 
(Chinese) 

指數年類別（中

文）  

Entry Year 入仕年  
Description of 
Entry (English) 入仕法（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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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of 
Entry (Chinese) 入仕法（中文）  

Person’s Index 
Place (Pinyin) 指數地（拼音） 詳見22-23頁有關

指數地的說明 
Person’s Index 
Place (Chinese) 指數地（中文）  

Type of Place 
Association 地址類別 確定指數地的方式 

X-coordinate of 
Index Place 

指數地的橫座標

（拼音） CBDB運用了行政區

劃 Y-coordinate of 
Index Place 

指數地的縱座標

（中文） 

Count of XY 
coordinates 座標總數 

為CBDB計算的表格

中擁有同一指數地

的人數。 

Exam Rank 
考試排名 

如有會給出，但顯

然此列與恩蔭入仕

的人物無關。 

Kinship Relation 

親戚關係 

恩蔭入仕的人物都

是因親戚有功而被

給予入仕的待遇。

如果CBDB知道此人

物的親戚是誰以及

二者的關係，表格

將給出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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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 Name 
(Pinyin) 親戚姓名（拼音）  

Kin Name 
(Chinese) 親戚姓名（中文）  

Associate Name 
(Pinyin) 

有關人姓名（拼

音） 
有些人物通過他人

推薦或非親屬關係

的方式入仕。 
Associate Name 
(Chinese) 

有關人姓名（中

文）  

Association 有關人關係 關係類型 

Person ID 人物ID  
Dynasty 
(English) 朝代（英文）  

Dynasty 
(Chinese) 朝代（中文）  

Index Year Type 
Code 指數年類型代碼  

Parental Status 
(English) 父母情況（英文） 關於父母是否在世

的信息 
Parental Status 
(Chinese) 父母情況（中文）  

Place of Entry 
(Pinyin)  入仕地名（拼音）  

Place of Entry 
(Chinese) 入仕地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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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 of Entry X-
coordinates 入仕地橫坐標  

Place of Entry Y-
coordinates 入仕地縱坐標  

Place of Entry XY 
Count 入仕地坐標總數  

用戶可以利用任一列對表格進行排序。例如，按「Index 
Year」（指數年）排序可能十分有效。點擊「Index Year」
（指數年）這列列表名稱左側選中此列，點擊右側下拉列表來

選擇排序方式： 

 

如果想保存這張表格，最簡單的辦法是點擊表格左上角選定整

張表格，然後按Ctrl+C保存到剪貼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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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好的表格可粘貼到任一識讀此格式的程式中。如果想將結

果保存為能被ArcGIS識讀的文檔，使用者可以選擇文檔編碼並

點擊表單底部的「SavetoGIS」（保存于GIS）按鈕，此時這一

表格就被存為文字文檔，默認檔案名為「entry_gis.txt」。用

戶可以選擇用GB18030或UTF-8進行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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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L也是GIS的常用編碼格式，同樣CBDB的查詢結果也可以以

KML編碼形式儲存。 

如果用戶希望查詢某一特定區域人物的入仕方式，可以使用表

單右上方的「Select Place」（選擇地名）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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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Select Address」（選擇地名）表格將會打開。用戶可

以使用搜索欄查詢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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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我們搜索地址「開封」，注意會出現許多名為「開

封」的地址。我們選擇960年到1126年的「開封」，點擊

「Select」（選擇）來回到主窗體，然後進行下一輪查詢。 

 

如果只查詢單一地址，即960年至1126年「開封」的人物，會

得到100個結果。如果希望更廣泛地搜索「開封」，可以重新

點擊「選擇地名」，輸入「開封」，點擊搜索區右側

「Filter」按鈕，就會得到所有開頭為「開封」的地址（建議

用中文「開封」搜索，可以避免搜索結果包含其同音詞）。如

果希望縮小搜索範圍，用戶可以設置年份為900到1300年。然

後選擇「Select ALL Filtered」（選擇所有篩選）指令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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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會使用戶回到Query by Methods of Entry into Government
（按入仕途徑查詢）主表單，包含所有選擇的開封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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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Place）文字欄將會在兩對方括號之間顯示篩選文

字，例如[[開封]]。現在，運行查詢，可以獲得指數年在900
到1100之間並通過恩蔭入仕的開封人的159個結果。 

如果使用者希望進一步限制開封編碼的數量，使用者可以

在「Select Address」（選擇地址）表單選擇所有篩選結果，

粘貼結果到一個新的文本或表格文檔，刪除使用者不需要的結

果，並將剩下的地址ID粘貼到一個文本文檔中： 

 

 
注意，此處格式與之前用戶版本不同。由於以往許多學者需要

將多個地址ID和人物ID導入到不同的分析表格中，因此我們重

寫了導入ID的代碼，加快了導入的速度。但目前最好的方式是

導入含有一列ID的ANSI編碼的文件。 
新的導入流程會檢查ADDR_CODES表中的地址代碼，並將

無效的代碼移到ImportErrorList中方便用戶查看。

（ImportErrorList表在Access系統的左側，雙擊即可查看） 
現在用戶選擇Query by Methods of Entry into Government

（按入仕途徑查詢）表單的「Import Places」（導入地名）

按鈕，選中文檔並運行查詢（CBDB會在讀取到無效ID時彈

出提示）。如果導入成功，用戶可以在地址信息欄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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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ed List」（導入地名），隨後可以設置其他參數，

進行查詢。 

 

通過此查詢可得到 159 個人物，這和篩選後的結果相同。然

而請注意右上角的「含下轄行政區」勾選框。導入的地名中有

一項是開封府，開封府下還有其他的縣，當選中這個勾選框

時，這些附屬縣也包括在搜索內，默認設置為選中。 

注意：上圖中表格包含了「雍邱」和「東明」的人物：這兩個

地址就是開封下轄行政區域。用戶可以取消勾選「含下轄行政

區」框，這時那些下轄縣的查詢結果會消失，變為108個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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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附加的名稱搜索方法，可用於解決因地名發生改變而

會被排除查詢列表之外的問題。例如在後金時期（936－
947），開封使用它的舊稱汴州。CBDB允許用戶選擇一個地

名（或篩選出的、導入的一列地名），根據該地名的經緯度尋

找所有特定時間段內接近該經緯度的行政區域。假說用戶導入

了一列地名為「開封」的地名代碼，並勾選「按經緯度查詢」

框，查詢結果會變為176個人物（多了17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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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戶希望對已查詢到的一列人物進行二次查詢——例如，

如果希望查詢通過恩蔭入仕的開封官員的親屬關係網絡，用戶

可以保存本次查詢得到的一列人物ID，作為親屬關係查詢、社

會關係網絡查詢以及社會關係查詢的輸入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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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用戶可以在表單底部點擊「存儲人物代碼」按鈕，再於

二次查詢的表格中點擊 「導入人物ID」按鈕即可。 

  



74 

 

B. 使用Query Associations（查詢社會關係）窗體 

Query Associations（查詢社會關係）窗體可以查詢從屬於某

一類特殊關係（或者幾種類型關係）的人物信息。打開

「Query Associations」（查詢社會關係）窗體之後，點擊

「Select Association」（選擇社會關係）選擇想要查詢的關係

類型。 

 
CBDB包含了超過四百種社會關係類別，用戶可以按類別和子

類別進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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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左側「學術關係」為例，其共有七種子類型。其中的「學術

交往」子類則包含了三十種關係。 

 
用戶可以點擊上方的「Select All」（選擇全部）按鈕，再點擊

底部中間的「Select」（選擇）按鈕來選中所有的子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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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使用者可以在英文和中文兩種關係表格中搜索（在右下

角使用搜索欄），並且如果第一個搜索結果不是用戶想要的，

可以進行再次搜索。下面的截圖選擇了所有「學術交往」類社

會關係作為關係的子類型，接著選擇了介於800和1400年之間

的年份範圍（2），接著運行查詢（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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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日期是ASSOC_DATA表的一部分，但是對於大多數社會關

係而言，我們無法得知具體的日期信息。「社會關係查詢」使

用個人的「指數年」來確定他們的關係是否在我們給定的年代

範圍之內。 

指數年提供了便捷的時間限定條件，但它也存在著弊端：

在CBDB中沒有指數年的人物將會被排除在搜索結果之外。因

此CBDB允許用戶勾選使用「無時限」或「利用朝代」來進行

搜索： 

 

注意：結果從463個增加到526個。用戶可以在查詢後利用指

數年排序，來尋找相關的社會關係。 

「查詢社會關係」中的「社會關係」表有40列。此表的

內容為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及相關屬性（結構與

ASSOC_DATA相似）。 

姓名（拼音）  
姓名（中文）  



78 

 

指數年  
性別  
社會關係人姓名（拼音）  

社會關係人姓名（中文）  
關係人指數年  
社會關係人性別  

社會關係類別（英文）  

社會關係類別（中文）  
社會關係總數 建立社會關係的事件總數 

地址（英文） 指數地（如有） 

地址（中文）  
X－坐標 

指數地的座標 Y－坐標 

關係人指數地址（英文）  

關係人指數地址（中文）  

關係人指數地址X座標  

關係人指數地址Y座標  

親屬關係（英文） 以下四欄是為了親屬關係而設

計的。 

親屬關係（中文）  

親屬姓名（英文）  

親屬姓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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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的親屬關係（英

文） 
以下四欄是為存儲關係人的親

屬關係而設計的 

 

關係人的親屬關係（中

文） 

 

 

關係人的親戚姓名（拼

音）  

關係人的親戚姓名（中

文）  

指數年類別（英文）  

指數年類別（中文）  

朝代（拼音）  

朝代（中文）  

關係人指數年類型（英

文）  

關係人指數年類型（中

文）  

關係人朝代（拼音）  

關係人朝代（中文）  

距離 
如果CBDB同時有兩個人物的地

址信息，它可以計算出兩者之

間的距離（千米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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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類型碼  

朝代代碼  

關係人指數類型碼  

關係人朝代碼  

 

除關係表外，「社會關係查詢」還提供了「社會關係中的人」

作為另一種查詢結果的展示。此表將「社會關係」表涉及到的

每一位人物單獨列出。 

表格包含以下19列： 

Name（pinyin） 姓名（拼音） 

Name（Chinese） 姓名（中文） 

Index Year 指數年 
Index Year Type 
（English）  

指數年類別（英

文） 
Index Year Type 
（Chinese）  

指數年類別（中

文） 
Dynasty （Pinyin） 朝代（拼音） 

Dynasty （Chinese） 朝代（中文） 
Sex 性別 
Index Place （pinyin） 指數地（拼音） 

Index Place （Chinese） 指數地（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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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Place Type 
（English） 

地址類別（英

文） 
Index Place Type 
（Chinese） 

地址類別（中

文） 
X-coordinate X坐標 
Y-coordinate Y坐標 
XY-count XY地址計數 
Person ID 人物ID 
Index Year Type Code  指數年類型代碼 
Dynasty Code 朝代代碼 
Index Place Type Code 指數地類型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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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保存于GIS」可以將地址資訊存儲為能用GIS程式展示的

文檔。社會關係數據把相關人群聯繫起來，展示出直觀明顯的

社會網絡。我們可以點擊「保存于Pajek」可以將此網絡存儲

為Pajek格式。Pajek格式為在社會網絡分析（SNA）中實現可

視化而設計，很多程式可以識別及將其轉換為其他格式。

CBDB允許GIS檔與Pajek檔用不同的字元編碼存儲，以便於使

用漢字。注意：有一個選項可以將個人ID包括在Pajeck檔的節

點資訊中。 

節點和邊緣預設設置通過色彩編碼來表明目標人物之間的

距離程度。 

白色=目標節點 

藍色=與它們直接關聯的節點 

綠色=節點距離為2 

橙色=節點距離為3 

黃色=節點距離為4 

紅色=節點距離為5或者更多 

就像Query by Methods of Entry into Government（按入仕途徑

查詢）表單，Query Associations（查詢社會關係）允許用戶

查詢某個特定地址或一系列特定地址的人物社會關係。然而，

作為實驗，若用戶選擇使用X-Y座標，Query Associations（查

詢社會關係）有一個額外的選擇。使用者可以選擇一個縮小範

圍的選項來定義與使用者選擇的區域相近的行政區域，也可以

通過點擊「Use XY References」（使用XY座標）下方的

「Broad」（廣）標籤來選擇一個相對更大範圍的選項來涵蓋

額外的區域。在這樣的情況下，CBDB使用北宋的開封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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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進行搜索，選擇「Narrow」（狹義）和「Broad」（廣）獲

得了相同結果： 

 
像其他表格一樣，LookAt Associations（查詢社會關係）表單

可以通過點擊“Store Person IDs”（存儲人物代碼）按鈕存

儲查詢結果，以便下一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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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用Query Office Holding（查詢官職）窗體 

古代中國的官僚制度非常繁雜，並且隨時間而變化。目前，

CBDB記錄了超過六千個官職的編碼，並且數目肯定會隨著數

據庫逐步擴展到整個前近代中國而繼續增加。由之而來的挑戰

是：如何提供一種有效的手段去檢查官員在官職上的角色，使

得繁蕪的職官可以被組織成較大的單元以供分析。Query 
Office Holding（官職查詢）窗體提供了官僚等級和官職功能

的分組。Query Office Holding（官職查詢）窗體與其他簡單的

分析窗體並無二致。用戶可以點擊左上方的「選擇官名」來開

始檢索。 

 
 
「選擇官名」表單展示了職官類別的樹形結構。第一個節點，

「Bureaucratic Structure」展示了官僚體制。我們可以查看並

且選擇制度中任何一級的職位。第一個的表格顯示了所有與

「發運使」（Supply Commissioner）相關的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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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同樣可以搜索特定關鍵字。由於現在還沒有探索除宋朝以

外的官僚組織的樹形結構，通過中文關鍵字搜索是最好的找尋

其他朝代特定除授的方法。查詢「鹽」字（請看下方第二個表

格）最終使我們搜索到唐朝的除授。（因為宋朝除授最先被添

加，他們也是在搜索路徑中最先被查找到的除授。）使用者可

以點擊樹形結構中的節點打開卷起的條目。（這設計並不完

美，但起碼可以使用。） 

 
宋朝「發運使」（Supply Commissioner）除授的官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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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官職中包含「鹽」關鍵字的搜索結果 

如果用戶查找關鍵字「Chancellery」，得到的第二個結果就

是宋朝的「執政門」。如果用戶查詢「執政門」類別，使用者

接著可以點擊「Select All」（選擇全部）來選擇所有類別裡的

官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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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表單顯示了CBDB中的所有與執政門相關的官職的查詢，

且這次查詢既不使用指數年也不使用朝代。由於現在當前除授

代碼與朝代捆綁，實際上所有的結果都來自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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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會得到兩個表格。第一個，「官名」任官官職信息。第二

個，「人名」羅列了被任命的人物。如果用戶想要之後把人物

列輸入到「Query  Social Networks」（查詢社會關係網絡）

來查詢將特定人物相互聯繫起來的社會關係，這個人物列就會

尤其有用。（使用者點擊左上角的按鈕來選擇全部結果，複製

它們（Ctrl-C）並粘貼到一個文本文檔。） 

 

 

 

有關「官名」的表格包含了30條資訊： 

PersonName（pinyin） 人物姓名（拼音） 

Person Name（Chinese） 人物姓名（中文） 

Index Year 指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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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M or F） 性別 

Person Index Address Type
（English） 人物指數地類型（英文） 

Person Index Address Type
（Chinese） 人物指數地類型（中文） 

Person Index Address（pinyin） 人物指數地（拼音） 

Person Index Address
（Chinese） 人物指數地（中文） 

X coordinate of Person Index 
Address 人物指數地X坐標 

Y coordinate of Person Index 
Address  人物指數地Y坐標 

Office（translation） 職官（英文） 

Office（Chinese） 職官（中文） 

First year of appointment 任職始年 

Last year of appointment 任職終年 

Dynasty（pinyin）（useful in 
cases where the years are very 
uncertain） 

朝代（拼音）（在年代不確

定時有用） 

Dynasty（Chinese） 朝代（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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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Address（pinyin） 職官地址（拼音） 

Office Address（Chinese） 職官地址（中文） 

X coordinate of Office Address 職官地址X坐標 

Y coordinate of Office Address 職官地址Y坐標 

XY count（number of postings）
for the Office Address 職官地址計數（除授數） 

Notes 備註 

Person ID 人物ID 

Posting ID 官職ID 

Office Code 職官代碼 

Appointment type（regular，
provisional，etc. ） 除授類型（正授、權攝等） 

Information on assumption of 
office（accepted，declined，
etc. ） 

赴任情況（接受、推辭等） 

Office Address ID 職官地址ID 

Person Address ID 人物地址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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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sty Code 朝代代码 

“People in Office”表單包括了人物的常用信息 

Person ID 人物ID 

Person Name (pinyin) 人物姓名（拼音） 

Person Name (Chinese) 人物姓名（中文） 

Index Year 指數年 

Sex 性別 

Dynasty (Pinyin) 朝代（拼音） 

Dynasty (Chinese) 朝代（中文） 

Index Address ID 指數地ID 

Index Address (pinyin) 指數地（拼音） 

Index Address (Chinese) 指數地（中文） 

X coordinate of Index Address 指數地X坐標 

Y coordinate of Index Address 指數地Y坐標 

Index Address Type (English) 指數地類型（英文） 

Index Address Type (Chinese) 指數地類型（中文） 

XY count (number of people) for 
the Index Address 指數地計數（人數） 

如果想查找在特定地址職官的人物，用戶可以通過前述方法在

表格中選擇地址。用戶可以選擇單一地址，可以設置篩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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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導入地址ID列表，然後正常查詢。下圖查詢了宋代在婺

州做州府軍監門的人物。

 

用戶也可以查詢做特定官職的某地人物，下圖查詢了在宋代做

州府軍監門的開封人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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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也可以結合以上兩個條件，查詢在宋代的婺州做州府軍監

門的開封人有哪些： 

用戶可能想查詢在任或曾任此官職的官員的地理位置分佈，

Query Office Holding（官職查詢）窗體可以將這些資訊保存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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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軟件可識別的文檔。用戶可以選擇表單左下方的以UTF-8
或GB18030編碼的方式保存。 

 
注意，如果查詢的人物結果不含有坐標信息，那麼就不能將其

保存為GIS文件。例如，查詢「執政門」得到的結果不含有坐

標信息，與這個官職相關聯的地址只有「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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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使用Query Kinship（查詢親屬關係）窗體 

涉及親屬關係的查詢要比查詢社會關係種類或者任官資格之類

更為繁雜。個人的親屬資訊通常只含有較少的記錄，因此

CBDB從這些記錄開始檢索與此人有親戚關係的人，再檢索親

戚的親戚，這樣一直持續檢索，直到特別的條件被滿足。首先

是對檢索循環次數的限制，通常5000次循環即可。其次是對

於親族關係的親疏度（不妨稱之為親屬距離）進行檢查： 

Max. Ancestor Gen. 限定循環中包括幾代祖先的資訊。一個

人的父親輩是1，祖父輩是2，曾祖父輩是3，依此類推即可。 

Max. Descend. Gen. 限定循環中包括幾代後人的資訊。一個

人的兒子輩是1，孫子輩是2，曾孫輩是3，依此類推即可。 

Max. Collateral Kin限定能檢索多少層同輩間的關係。例如，

一個人妻子的姐妹，與此人有1個單位的婚姻距離，1個單位

的旁系距離。一個人的妻子的姐妹的丈夫的兄弟有2個單位的

婚姻距離，2個單位的旁系距離。 

Max. Marriage Dist. 限定檢索時能有多少層通過婚姻結成的

關係。一個人的妻子的姐妹的丈夫有2個單位的婚姻距離。 

要直觀地認識這些區別，可參考下面的親屬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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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黃庭堅而言，有粗線標記的矩形和橢圓是直系血親（父母，

子女）。由兩道線連接的是婚姻關係。其他單線標記的為旁系

親屬。在Look At Kinship的系統中，我們得出： 

Huang Yu 黃育 is FFBS （Up=2，Down=1，
Collateral=1） 

Yu Hong 餘宏 is FFBSDH （Up=2，Down=2，
Collateral=1，Marr. =1） 

Li Cui 李萃 is MB （Up=1，Collateral=1，Marr. 
=1） 

Du Shen lao 杜
莘老 is SDH （Down=2，Marr. =1） 

因為LookAtSoicalNetwork窗體在檢索時會持續地進行循環檢

查，直至達到設定的距離限制，因此由一條檢索請求而生成的

親屬關係表可能非常龐大。 

請注意：檢索親屬距離很大的旁系血親和婚姻關係可能產生

龐大的數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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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生成檢索結果時，CBDB會自動簡化一部

分人的關係（B=兄弟，D=女儿，S=儿子，Z=姐妹）： 

BB  B BZ  Z ZB  B  ZZ  Z 

SB  S SZ  D DB  S DZ  D 

這一簡化將每條受影響的旁繫連接距離減去了1。 

另一在中國家族研究中廣受關注的議題是「五服」。Query 
Kinship窗體允許我們通過點擊「五服」選項，讓數據庫重建

特定人物的「五服親屬」。不過，當我們選擇「五服」選項

時，其他四個限制條件就無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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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親屬關係，首先需要點擊「選擇人名」選項，查詢人物有

以下三種方法：第一種是召回之前儲存在數據庫中的查詢結果

（有關如何存儲請參考LookAtEntry部分）。如果「召回人物

代碼」按鈕能夠點選，說明之前存儲的人物ID列表可以正常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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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用戶點選「召回人物代碼」，表單會加載之前存儲的列表，

在選中人物姓名欄顯示為「Recalled List」。然後用戶可以設

置想要的參數並查詢。 

第二種方法是輸入通過查詢得到的一個列表，列表中包括擁有

共同特征的人物。例如，用戶可以首先查詢宋代通過科舉考試

有資格做官的人物，然後將「LookAtEntry」查詢結果賦值到

Word或Excel文檔中，再編輯並複製人物ID到文本文檔中。 

注意，此處與之前的版本不同。這個文本文檔應該只包含一列

人物ID，且需要用ANSI格式編碼。 

 

點擊「輸入人名」按鈕後，選中文件，「LookAtKinship」查

詢就會讀取該文件，加載後的表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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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用戶可以設置需要的參數並查詢。 

第三種方法是最簡單、最直接的：用戶點擊左上角的「選

擇人名」按鈕，就會打開一個表單，包含了數據庫中的所有人

物。用戶可以使用中文字或拼音搜索人物。（部分情況下二次

搜索會得到不相干人物，在這種情況下只需重現點選「查詢」

按鍵來重置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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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已經選定待檢索之人物後，設定搜索的條件限制（或者點擊

「五服」，點擊「Run Query」開始檢索。當檢索完成時， 

用戶能看到兩張表。首先是「親屬網絡表」（Kinship 
Network），列出了所有找到的親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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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屬網絡表有28列： 

Name（pinyin） 姓名（拼音） 
Name（Chinese） 姓名（中文） 
Kin Name（pinyin） 親屬姓名（拼音） 
Kin Name（Chinese） 親屬姓名（中文） 

Index Year of Kin 親屬指數年 
Sex of Kin 親屬性別 
Kinship Relation 親屬關係 

Index Address of Person
（pinyin） 人物指數地（拼音） 

Index Address of Person
（Chinese） 人物指數地（中文） 

X-Coordinate X坐標 

Y-Coordinate Y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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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Address of Kin（pinyin） 親屬指數地（拼音） 
Index Address of Kin
（Chinese） 親屬指數地（中文） 

X-Coordinate of Kin Index 
Address 親屬指數地X坐標 

Y-Coordinate of Kin Index 
Address 親屬指數地Y坐標 

Address Type of Kin Address 親屬地址類別 
Notes 備註 
Index Address Type 指數地類型  
Index Address Type (Chinese) 指數地類型（中文） 
Address Type of Kin Index 
Address 親屬指數地類型  

Address Type of Kin Index 
Address (Chinese) 親屬指數地類型（中文） 

Distance (great-circle arc 
distance in kilometers between 
the addresses)  

兩指數地之間距離 

Person ID 人物ID 
Kin ID 親屬ID 
Index Year Type (English) 指數年類型（英文） 
Index Year Type (Chinese) 指數年類型（中文） 
Kin Index Year Type (English) 親屬指數年類型（英文） 
Kin Index Year Type (Chinese) 親屬指數年類型（中文） 

 

第二張表為「被檢索這相關的親屬網絡表」（Ego-Relative 
Kinship），展示了第一張表中的人物與最初檢索之人的親屬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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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晁補之是蘇軾的三兒子的二女兒的丈夫的母親的兄弟

（S3D2HMB），二者的距離維度是{1,2,1,1}。從蘇軾搜索到晁

補之的弟弟晁將之路徑依次是，首先搜索晁補之，然後找到晁

補之的所有兄弟。蘇軾與題目的距離維度就會是晁補之的距離

維度{1,2,1,1}+一單元的旁系距離={1,2,2,1}，但是這個結果超

過了旁系距離的最大值，因此將旁系距離維度值改為1。系統

的搜索算法也會自動將BB（S3D2HMB+B中的BB）簡化為B，
因為晁補之的兄弟也同樣是蘇軾的三兒子的二女兒的丈夫的母

親的兄弟。因此晁補之的兄弟和蘇軾的旁系距離仍為1，並且

晁補之的兄弟也會在搜索結果內。（「被檢索者相關的親屬網

絡表」曾有一列展示了CBDB簡化親屬關係的粗略步驟，但由

於這個步驟比較簡單，CBDB已經取消了這一列） 

與其他窗體中生成的表一樣，如果用戶點擊此小單中的任

一表格左上角，就能夠選擇表中的所有記錄，然後可以剪切或

者粘貼到其他程式中。同樣，鼠標右鍵點擊任意一列的頂部可

以根據此列進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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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可以將親屬關係數據導出為四種格式的文檔，

前三種是用於社會網絡分析（SNA）的文檔格式：Gephi
（1），UCINet（2）和Pajek（3）。用戶在保存時，可以選

擇以何種編碼保存以及是否一併保存人物ID。如果使用Gephi
或UCINet格式保存，用戶也可以選擇去除零度節點，即那些

與其他節點沒有任何聯繫的節點（這種情況可能在導入一列人

物進行查詢時發生，或者是由於一些人物在CBDB系統中本身

就和其他人沒有聯繫）第四種文檔格式用於進行GIS可視化，

我們可以選擇ArcGIS格式（4）或具有兩種編碼方式的KML格
式保存文檔。注意這种格式允許用戶排除在GIS系統中的單一

節點。當用戶查詢單一人物，勾選「Exclude Ego」框可能不

會對結果有什麼影響。但是，如果用戶查詢的是一列人物的親

屬關係網絡，其中某些人物可能會讓數據看起來更複雜，尤其

是一些涉及到很多地理坐標人物，此時，將這類人物篩選出

去，關注他們親屬關係可能會更清晰。 

 

SNA輸出檔的節點和邊緣預設設置通過色彩編碼來表明目標人

物之間的距離程度。 

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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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目標節點 

藍色=節點總共親屬距離為1 

綠色=節點總共親屬距離為2 

橙色=節點總共親屬距離為3 

黃色=節點總共親屬距離為4 

紅色=節點總共親屬距離為5或者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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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使用Query Social Networks（查詢社會關係網絡）窗體 

Query Social Networks（查詢社會關係網絡）窗體是CBDB－
ACCESS版功能最強大的查詢介面，能夠讓用戶檢索由親屬關

係或者其他社會關係而生成的社會網絡。用戶可以選擇一個人

或者導入一批由其他檢索得到的人物，也可以從地址或者地址

列表開始檢索。Query Social Networks（查詢社會關係網絡）

允許用戶選擇特定形式的社會關係來檢索，還可限定檢索的年

代範圍。與Query Kinship（查詢親屬關係）窗體中一樣，

Query Social Networks（查詢社會關係網絡）中的檢索也是反

覆運算進行的。從基本人群出發，找出與他們相關的人，然後

不斷循環，找出更多相關的人。Query Kinship（查詢親屬關

係）有五個限定條件，但是Query Social Networks（查詢社會

關係網絡）只有兩個：一個最大的循環計數量（檢索進行了多

少次循環），以及一個最大的距離數，即從網絡中的個人與檢

索初始所認定的團體成員之間的連接層數。如果最初用戶選擇

了一個特定的人，那麼距離從此人算起；如果最初選取一個團

體，那麼整個團體中的人都可以作為起點。如果是從地址或者

地址列表開始，那麼最初與這個地址有關係的人會被視為起始

點。 

請注意：距離數級別設定太高會產生龐大的數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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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距離數設置為1的檢索會生成： 1. 所有與選中人物存

在社會關係的人；2. 所有在選中人物的社會網絡中出現的社

會關係。此社會網絡稱作個人社會網絡。我們可以對檢索得到

的表中關係進行分類，用戶也可以刪除後續分析不需要的記

錄。 

基本查詢功能 

執行檢索從選擇檢索的元素開始：  

1. 選擇人物 

a. 選擇單個人物  

如果我們想查看特定人物的社會關係網，我們可以點擊「選擇

人名」打開人物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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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列表包含了數據庫中的所有人物，用戶可以在右下角的搜

索框中查詢特定人物。 

b. 輸入人物群體 

第二種對研究社會網絡很有用的方法是輸入一組通過其他查詢

獲得並擁有相同特徵的人群。例如，用戶可以選擇宋代通過科

舉考試取得任官資格的士人群體。我們把通過Query Entry檢
索得到的結果存入Word或Excel文件，並且進行編輯，將人物

ID複製到文本文檔（txt）中： 

注意，此處與之前的版本不同。這個文本應該只包含一列人物

ID，且需要用ANSI格式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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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輸入人名」按鈕，選擇文件，當Query Social Networks
（查詢社會關係網絡）成功讀取文檔之後，窗體會變成以下狀

態： 

 

兩個分別給出人名拼音和漢字的文字方塊會顯示「Imported 
List」（輸入的列表）與「輸入的人名」。 

c. 從之前保存的查詢結果召回人物 

第三種選擇人物的方法是召回之前查詢保存的人物ID。用戶只

要點擊「召回人物代码」按鈕，表單就會顯示「Recalled 
List」（召回的列表）與「召回的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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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地址 

a. 選擇單個地址 

點擊「選擇地名」，會打開一個窗體，讓我們選擇一個特定的

地址。正如「Query by Methods of Entry into Government 」
（按入仕途徑查詢）區域所說，我們可以使用「Filter」（篩

選）功能來找到一個人物名字（中文或拼音都可以）我們也可

以用「Filter」（篩選）功能來選擇一組以特定詞或短語開始

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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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輸入地址列表 

有時，研究者更希望輸入一組地址ID，來精確研究一個區

域的社會網絡。輸入一組地址的ID與輸入人物ID的方法相同。

CBDB會自動忽略以文本開始的行以及Address ID後面的文本

——這要求Address ID是每一行的第一項。 

除非選擇「按地方限制查詢」選項，選擇單個地址或者地

址列表只會影響開始時如何找出一群人來圍繞其構建社會網

絡。找到與選擇的地址有聯繫的人之後，CBDB會對所選的社

會關係進行下一步檢索。 

如果在設置人物和地址條件後選擇了「按地方限制查

詢」，CBDB會查詢來自某個特定地址的人，這些人與選中的

個人或人群有特定的社會關係。 

c. 使用XY座標 

正如在其他表單中一樣，CBDB允許用戶使用選擇的地址經緯

度將待檢索地址及周邊行政區域納入檢索範圍。用戶可以勾選

「Use XY Reference」（使用XY座標）選項來啟動這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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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限制人物時代 

顯然，用戶只需填寫待檢索人物的起始和終結的指數年即可。 

4. 選擇節點距離 

我們需要注意：隨著節點距離的增加，檢索得到的人物數量可

能呈指數級的上升，所以建議用戶從較小的數字開始。在示例

的檢索中，用九個通過科舉取得任官資格的士人，節點距離為

3，得到了超過5000條關係。 

5. 設置循環數限制 

由於檢索過程速度較慢，因此用戶可以設定較小的循環數限制

（MaxLoop#）。 

6. 選擇親屬關係，社會關係，男性或者女性 

Query Kinship窗體不允許用戶搜索一個群體的親屬關係，因

此Query Social Networks窗體向我們提供了替代的方法。為了

檢索親族關係，我們可以選擇「包括親屬關係」，並勾除「包

括社會關係」。我們也可以排除基於女性的關係，或者祇查詢

女性之間的網絡。Query Social Networks窗體中能提供這樣的

選項。 

7. 選擇非親屬關係的類型 

因為有很多非親屬關係的類別，而絕大多數在特定的檢索中用

處不大，因此我們可以將搜索限定在一個較大的關係類別中，

它們是： 

Friendship 朋友 
Family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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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gion 宗教 

Finance 財務 
Medicine 醫療 

Military 軍事 

Scholarship 學術 

Politics 政治 

Writing 著述 

 
最後的四種非親屬關係還有可供選擇的子類。軍事關係有兩

種，學術關係有七種，政治關係有六種，著述關係有九種。我

們可以將這些子類進行混合，關係的類別一旦選定，這些限制

在整個搜索過程中都有效。 
 
所有選擇完成之後，即可開始查詢，這可能會花費很長時間。

下面的例子使用了滿足下列條件的人物列表A. 通過明法科入

仕，社會關係網絡指數年限制為960－1270年 B. 節點距離設

置為3 C. 循環數設置為10 D. 對「是否為親屬關係」沒有限

制，也沒有限制各種社會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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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結果是一個包含9,045個人物參與的35,001種關係的關係

網。 

 
社會關係網絡中的「社會網絡」表格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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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關係網絡中「社會關係人」表格 

許多列表中的人物對之間有超過一種關係，所以CBDB提供了

「綜合多種社會關係」表格，表格中記錄了每個人物對之間的

關係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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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關係網太大，用戶也可以查詢縮小定義範圍的社會關係

網。如果用戶只想查詢親屬關係，CBDB的檢索結果會變為

147種關係相互聯繫的125個人物。（總共節點距離為3且有親

屬關係距離限制。） 

 

如果用戶只查看節點距離最大值為2且不包括親屬關係的著述

關係，且使用朝代而不是指數年檢索，CBDB查詢結果為1,353
個人物之間的7,765条關係（其中有3,896条综合多种社会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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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查詢結果看上去似乎還不錯：關係條目不多也不少。 
 

 

不過，如果查看表格右側的結果，並且對「邊緣距離」

（Edge Dist.）區域頁眉的記錄進行排序，可以看到，只有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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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的14條記錄是與最初的那些由明法科入仕的群體直接相

關（這些是「邊緣距離」為零的關係，如，與原列表直接相

關），而最初導入的13個人中有9個人有社會關係，並且只與

22個人相關聯。在這22條關係中，5條與那些有龐大社會網絡

且貢獻了社會網絡中絕大部分關係的人相連（劉摯、楊簡、朱

熹、張栻、樓鑰）。因此，最好返回到較大的9,045人的無限

制關係的集合，然後應用社會網絡分析的工具來對數據進行分

類。 

重新查詢 

一些用戶發現，用「LookAtSocialNetwork」查詢得到的結果

來進行其他查詢這個功能很有用。例如，查詢通過明法科考試

的親屬關係有125人，我們可以通過設置非親屬關係為寫信，

點擊「儲存人物ID」，點擊「召回人物代碼」，然後點擊「查

詢」進行查詢。 

結果導出 

Query Social Networks（查詢社會關係網絡）窗體可以將查詢

結果輸出到3種社會網絡分析（SNA）程式中：UCINet，Pajek
和Gephi。Pajek已經能支持中文，因此CBDB能以3種不同的漢

字編碼保存查詢結果：UTF-8、Big-5和GB或者以拼音格式保

存。GIS軟件也支持漢字保存，但是對漢字編碼的處理基於個

人電腦的區域設置。SNA輸出檔的節點和邊緣預設設置通過色

彩編碼來表明目標人物和人物關係的距離程度： 

白色=目標節點（UCINet檔將它設為黑色） 

藍色=節點總共親屬距離為1 

綠色=節點總共親屬距離為2 

橙色=節點總共親屬距離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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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節點總共親屬距離為4 

紅色=節點總共親屬距離為5或者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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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使用Query Pair-wise Associations（查詢兩人之間社會關

係）窗體 

如果用戶想要知道兩個個人或兩組群體之間是否有除了親屬關

係和社會關係網以外的社會關聯，可以使用Query Social 
Networks（查詢社會關係網絡）功能生成個人的社會關係網

並查看其他個人或人群是怎樣成為該人關係網的一部分的。此

外，CBDB Access版本還提供了一個不需要通過總體關係網絡

搜索而可以直接檢測是否有存在關聯的工具：查詢兩人之間社

會關係窗體。 

 

表單的使用很簡單。首先使用者（1）選擇兩個人物或者輸入

一列的人物，或者召回之前查詢儲存的人物表單，接著（2）
選擇關係內的人群的指數年或朝代範圍，最後（3）選擇許可

關係的類型。關係選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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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允許1個節點的中介：也就是說，直接與兩個（表單上）選

中的人相關的人物：個人A—節點1—個人B。這種情況下使用

者選擇不勾選兩個節點中介選項。 

2. 允許2個節點的中介：這裡會出現與（表單上）選中的第一

個人的關聯人物與第二個人的相關人物有關聯的情況：個人

A—節點1—節點2—個人B。這種情況下使用者選擇勾選兩個

節點中介選項。 

3. 引入親屬關係：默認選項只看關聯人們的社會關係（非親

屬關係），但親屬關係同樣也很重要，表單允許進一步檢測親

屬關係在社會網路中起的作用。 

單節點中介搜索 

例如，如果用戶探索蘇軾和程頤之間的關聯，只包括直接與兩

人有關的人物，可以獲得21個人之間的211個關聯。 

 



124 

 

在Query Social Networks（查詢社會關係網絡）中，表單提供

兩個輸出表：「社會關係」表展示關係，另一個「社會關係的

人」展示關係中的人物。 

像其他查詢中的表單一樣，使用者可以通過點擊表格左上方的

灰色區域保存搜索結果來選擇所有結果，接著使用Ctr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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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同樣可以通過點擊列名（此處是「姓名」）來選擇，接

著右鍵選擇排序方式： 

 
使用者還可以選擇一個區域的結果並通過點擊該區域內首個結

果左邊的灰色方框來保存，接著按住左鍵按鍵並向下拖動灰色

欄目直到想要區域內的最後一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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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請注意：選擇的區域直接下方的輸入包括南宋晚期人物戴

表元（1244－1310）。如果用戶想要縮小搜索範圍至直接節

點關聯，也就是與目標人物大致上同時期的人，用戶可以使用

指數年來縮小搜索範圍 （但無法使用朝代）。如果用戶想要

縮小範圍到1000和1100之間，可以找到109個關係相連接的

14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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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戶想要包括蘇軾或程頤有社會關係的親屬，可以查到一

條新增的關係，但並沒有新增的人物： 

 

雙節點中介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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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者放寬搜索範圍至與目標人物有兩個中介關聯的群

體，社會關係網變得更為複雜：這一搜索獲得了1000到1100
指數年之間123個人物的1459段關係。 

 

使用列表搜索 

如果用戶想要查看一批人物之間的關係，表單可以允許導入一

個人物ID列表。在這裡用戶查看元朝有顯著關係的金華人。數

據導入格式是單獨一列的ID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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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選擇「輸入人名」按鈕並定位文檔： 

 
如果文檔被成功讀取，表單顯示名字來自導入的列表。如果想

要清除列表重新選擇人物，用戶只需要點擊「刪除人名」按

鈕。 

    用戶導入列表後，檢索步驟與之前相同。下面這個例子查

詢了指數年範圍在1200至1350年單中介節點，得到了187個
人物之間的1,236種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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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出為SNA和GIS程式 
「Query Pair-wise Association」（查詢兩人之間的社會關

係）可自動生成符合Paject與GIS程式導入格式的文檔。本窗

體導出的格式與Query Associations（查詢社會關係）相同，

詳情可見手冊Query Associations（查詢社會關係）相關段

落。 
下圖可見導出的文檔可在Pajek中自動生成包含了蘇軾與程頤

中介關係的，指數年限定在1050與1120之間的社會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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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導出的文檔中，節點和邊默認設置通過色彩來表明目標人物

和關係種類的距離程度和關係類型： 

 節點 邊 

白色 被檢索的節點 從被檢索節點開始的邊 

藍色 通過這1個中介節點即可連

接被檢索兩人的節點 
連接第一中介節點與第二

中介節點的邊 

綠色 包含該節點需2步中介可將

檢索兩人連接的節點 
第二中介節點之間的邊  

導出的文檔包含了人們之間的關係，連接人物之間邊的寬度代

表著人物之間關係的數量。 

  



132 

 

G. 使用「Query Place Associations」（查詢地區關係）窗體 
藉助此窗體，使用者可透過地址來檢索人物的資訊。人物的資

訊包括親屬關係、社會關係、官職和入仕方式等。人-地關係

常能引出有價值的研究問題。如某人的任官地可能是其親屬的

朋友的戶籍地。因此 CBDB 提供了「Query Place 
Associations」（查詢地區關係）查詢窗體。使用者可檢索七

種地址類型下的人物： 
1. 指數地址：人物的指數地址，以及此人是否遷徙到此指

數地址。 
2. 入仕地址：在此地參加考試的人物，以及在此地透過其

他方式（如推薦等）獲得了政府官職的人物。 
3. 親屬關係地：在此地有親屬關係的人物。 
4. 社會關係地：在此地有社會關係的人物。 
5. 社會關係發生地：在此地發生社會關係的人物（和上一

條的區別是，上一條例如某人的老師籍貫為某地。此條

例如某人在某地征伐某人的政權。目前 CBDB 本條數據

有限）。 
6. 任官地：在此地做官的人物。 
7. 社交機構地：與此地社交機構相關人物。（如某人在某

佛寺出家） 
下圖是南宋金華的地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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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可在地址查詢中選擇地址類型、設定參數（例如朝代、

指數年或 XY 坐標）。與其他窗體類似，此窗體亦可輸入地址

或導入地址 ID 列表。 
查詢結果有 17 個字段： 
1. 人物姓名（拼音） 
2. 人物姓名（中文） 
3. 指數年 
4. 地址名稱（拼音） 
5. 地址名稱（中文） 
6. 社會關係人姓名（拼音） 
7. 社會關係人姓名（中文） 
8. 社會關係始年 
9. 社會關係終年 
10. 地址關係類別 
11. 地址關係詳細類別（英文） 
12. 地址關係詳細類別（中文） 
13. X 坐標 
14. Y 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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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指數年類型（英文） 
16. 指數年類型（中文） 
17. 指數年類型代碼 
 
「地址關係類別」列記錄了人物和地址之間的關係類別（七種

之一），而「地址關係詳細類別」記錄了這七種「地址關係類

別」的下屬詳類。例如，「地址關係類別」中的

“Biography”類別指匹配到了人物中指數地址，如籍貫、遷

居地等；類似的，“Associate Place”類別指某人與某地某人

的社會關係。「地址關係詳細類別」列記錄了具體的關係，例

如「從遊者」、「致書」等。 
當前查詢結果只能導出供社會網絡關係分析的 Pajek 或

Gephi 格式。未來若有 GIS 分析需求，也會增加導出為 GIS 文

件格式。此外，當前「Query Place Associations」（查詢地區

關係）窗體仍在測試中，歡迎大家向我們提出任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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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使用「 Query Status」（查詢社會區分）窗體 
 
通過「Query Status」（查詢社會區分）窗體，使用者可查詢

CBDB 資料庫中的社會區分。 如第二章所述，社會區分被用

來確定個人在社會中以何種身份被認知。目前我們將 285 個

社會區分代碼分為 8 類： 
Occupation  事業 
Scholarship  學術  
Military Distinction  武功 
Imperial Clan 宗社 
Artistic Distinction 藝術  
Religious Distinction  宗教 
Life Events 時事 
Commoner Activity 布衣事 
「Query Status」（查詢社會區分）窗體延續了其他窗體的許

多功能。例如，用戶可將朝代和指數年設為查詢條件；也可保

存當前檢索結果（人物 ID），將其作為其他窗體的檢索條

件。下圖為查詢社會區分為藝術（書法家或畫家）的人物，得

到 2,161 個結果。 

 



136 

 

考慮到一些人物有多重社會身份，如上圖的晁補之既是書法家

又是畫家，因此我們在「社會關係的人」中將所有不重複的人

物列出，此時變為 1,899 條記錄。 

 
值得注意的是，此查詢結果中，最早的指數年為 432，1,012
人無指數年信息，1,864 人有朝代標記。因此，在「Query 
Status」（查詢社會區分）窗體中，「朝代」是非常有效的時

間限制條件。 
「Query Status」（查詢社會區分）窗體檢索結果只能以 GIS
文檔格式導出。未設計供社會網絡關係分析的導出文件的原因

是，在查詢結果中，與人物相關聯的實體不僅有人物，也有地

址、社交機構等。多種類別的節點（nodes）也許適合圖數據

庫（graph database）計算，但不適合絕大多數社會網絡關係

分析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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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高級查詢技術 

CBDB Access版本包含了許多分析資料更加繁瑣和有力的方

法。第一階段的高級查詢是簡單地使用一個窗體的輸出作為第

二個搜索的輸入。當使用者對於CBDB的資料結構較為熟悉之

後，下一階段是使用Access內置的查詢設計工具進行不依賴窗

體的自定義查詢。當使用者對於結構查詢語言（SQL）的掌握

不斷深入，可以進行更為複雜的查詢。這一章將介紹使用

CBDB輸出作為其他查詢輸入的實例，以及SQL的基本概念，

之後透過一個需使用查詢設計工具進行兩步查詢的實例將本章

的知識串接起來。 

A. 宋代莆田進士官員親屬網路 

在宋代社會歷史的研究中的一個问题是地方精英是否保持穩定

並且控制用於取得官方地位的社會資源途徑，或是存在社會流

動，贫困家庭可以通過孩子的教育成功進入精英階層。為了探

索這一問題，用戶可以查看宋朝不同時期通過地方科考進入政

府服務的人物，看看是否有發生變化。在我們的實例中，我們

參考福建莆田的兩個時期：1050-1100年和1200-1250年。我

們首先使用Query by Methods of Entry into Government 
（按入仕途徑查詢）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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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如下： 

（1）使用「選擇入仕法」選擇「科舉門」中的所有入仕類

別。 

（2）將入仕年份設置為1050至1100年。 

（3）在「選擇地名」選項中選擇宋代的莆田。 

（4）點擊「查詢」。 

（5）點擊「存儲人物代碼」將查詢到的人物存入後台。 

之後打開QuerySocial Networks（查詢社會關係網絡）窗體，

使用「召回人物代碼」按鈕將這批1050至1100年的莆田進士

載入查詢社會關係窗體中： 

1 2 3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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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操作步驟： 

（1）點擊左上方的「輸入人名」按鈕載入人物列表。 

（2）看到[Imported List]證明列表已被正確載入。  

（3）把「距離限制」設為1：僅查詢這些莆田進士的直接關

人（而不把如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等間接關係引入

查詢結果）。 

（4）我們希望只查看親屬關係，所以取消勾選「包括社會關

係」。 

（5）運行查詢之後，把結果通過UTF-8編碼儲存成Pajek文
檔。 

（6）對1200到1250年的莆田進士重複以上查詢步驟並生成第

二個Pajek文檔。 

打開Pajek並「Draw」（畫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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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jek中視覺化關係網默認展示方式是「Circular」（環形）。

但對於探索親屬關係，更有用的展示方式是「Kamada－
Kawai」中的「Separate Components」（獨立組件）。 

當我們分別完成對莆田1050－1100年和1200－1250年通過科

舉考試者親戚關係的視覺化，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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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科考親屬關係網，1050－1100年 

 
莆田科考親屬關係網，1200－1250年 

在後期，「最大組件」（principal component, 關係網中最大

的獨立網絡）不斷擴大到不僅包括方、陳、林，還包括鄭、顧

的宗族。宋姓大部分已經消失了。在圖表中，白色節點代表通

過科考的人，藍色方塊代表他們的親屬，白線將科考人相互以

及和他們的親屬聯繫起來，而藍線將親屬相互聯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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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使用Access版本的查詢設計 

另一個十分強大的Access內置功能是自定義SQL查詢，使用戶

可以從自己希望的各個角度查看CBDB資料。使用者需要事先

了解一些SQL的概念才能夠自如地自定義SQL查詢，但Access
版本中的Query Designer（查詢設計）可以幫助沒有任何SQL
基礎的用戶快速生成複雜的SQL查詢。當你對查詢越來越熟悉

之後，可以學習更多SQL語法來更好地進行查詢。 

使用「Query Designer」（查詢設計）之前，您需要了解

CBDB表格的重要欄位，以及表格之間的關係。為了簡化使用

「Query Designer」的難度，我們生成了一系列方便使用但違

反關係型數據庫範式的數據表。在這些數據表中，我們把不方

便使用者閱讀的專名代碼（codes. Codes都數字，如清代知縣

的代碼為87473，在數據庫中所有記錄清代知縣的欄位中均以

87473指代）對應的中英文作為新欄位加到原始數據表中。例

如，BIOG_ADDR_DATA表格記錄了與人物有關的各種地址信

息：他們在哪裡出生，他們常常會稱自己是哪裡人，他們遷徙

到哪裡，他們葬在哪裡等等。BIOG_ADDR_DATA表最關鍵的三

列欄位是：人物ID，地址ID，地址類型ID。因此我們在

BIOG_ADDR_DATA的基礎上生成了ZZZ_BIOG_ADDR_DATA表
（此類表我們稱為ZZZ表），在ZZZ_BIOG_ADDR_DATA表中，

我們使用BIOG_MAIN、ADDR_CODES、BIOG_ADDR_CODES
表，將人物ID、地址ID、地址類型ID對應的人物姓名中文，地

址名稱中文，地址類型中文，以及其他方便查詢的信息作為新

欄位加入。使用這些包含代碼對應中文的表格可以大大簡化查

詢的複雜度。ZZZ表包括： 

1. ZZZ_ALT_NAME_DATA 

（添加了別名種類的中文名） 

2. ZZZ_BIOG_ADDR_DATA  



143 

 

（添加了地址和地址類型的中文名） 

3. ZZZ_BIOG_MAIN  

（添加了年號和民族的中文名） 

4. ZZZ_ENTRY_DATA 

（添加了入仕法的中文名） 

5. ZZZ_KIN_BIOG_ADDR 

（親屬表，同時記錄了主要傳記地址） 

6. ZZZ_NONKIN_BIOG_ADDR 

（關係表，同時記錄了主要傳記地址） 

7. ZZZ_POSTED_TO_ADDR_DATA 

（添加了地址的中文名） 

8. ZZZ_POSTED_TO_OFFICE_DATA 

（添加了官職的中文名） 

9. ZZZ_TEXT_DATA 

（添加了書籍的中文名） 

  



144 

 

 

I. 實例：宋代紹興十八年進士們近親的入仕研究 

如何使用SQL查詢探索紹興十八年（1148年）進士的近亲在政

府机构工作的情況？ 

1. 在Access的「Create」（創建）選項卡中，點擊「Query 
Design」（查詢設計）圖標： 

 

在「Show Table」（顯示表）視窗中，選擇ZZZ_ENTRY_DATA
並點擊「Add」（添加）。 

2. 雙擊c_personid，c_entry_code，和c_year，把它們加入查

詢結果設置表（下方）。在查詢結果設置表中「Show」（顯

示）行取消選中「c_entry_code」列的勾選框，以確保入仕代

碼不會出現在所有查詢結果中。不顯示「c_entry_code」列的

原因是，此查詢中所有人物的入仕代碼都是相同的（即進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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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然後在「條件」行，「c_entry_code (jinshi)」列輸入36，
在「year」列輸入1148. 

 
 
4. 通過右鍵點擊下圖中的空白處切換到「Datasheet View」

（查看資料表）查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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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獲得273個結果。（請注意，隨著CBDB版本的更新，您在

查詢時可能得到的數字和此處不同。）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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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接下來點擊查詢工具功能表中的「Show Table」（顯示

表）添加親屬表格ZZZ_KIN_BIOG_ADDR，並從「Show 
Table」（顯示表）窗口選擇ZZZ_KIN_BIOG_ADDR： 

a. 單擊ZZZ_ENTRY_DATA表中的c_personid列，並將它拖

動到ZZZ_KIN_BIOG_ADDR裡的c_personid列。這樣就

透過相同的c_personid值將ZZZ_ENTRY_DATA和
ZZZ_KIN_BIOG_ADDR表關聯了起來。 

b. 從ZZZ_KIN_BIOG_ADDR窗口中，透過雙擊將以下欄位

添加到查詢結果設置表： 

c_person_name_chn（c_personid中識別的個人姓名） 

c_node_id（親屬ID） 

c_node_chn（親屬姓名） 

c_upstep（親屬關係向上的代數） 

c_dwnstep（親屬關係向下的代數）  

c_marstep（親屬關係中的婚姻關係數量） 

c_colstep（親屬關係中的兄弟姐妹關係數量） 

c_link_desc（英語親屬關係介紹）  

c_link_chn（中文親屬關係介紹）  

c. 將親屬向上的代數限制（c_upstep）設置為2（即小於

3. 例如，FF，FFB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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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親屬向下的代數限制（c_upstep）設置為0（也就是

說我們只想查看長輩親屬）  

將姻親關係限制（c_marstep）設置為0  

將兄弟姐妹關係限制（c_colstep）設置為最多為1 
（即小於2） 

d. 在or行中重複這一過程，只不過添加堂表親戚（即在

c_upstep<3的限制下，允許c_dwnstep=1來納入一次過

堂的人物） 

 
6. 查詢結果：共有621為親戚人物符合這一標準。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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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Show Table」（顯示表）再一次添加

ZZZ_ENTRY_DATA表（它顯示為ZZZ_ENTRY_DATA_1），並透

過欄位拖動，將ZZZ_ENTRY_DATA_1表的c_node_id欄位與

ZZZ_KIN_BIOG_ADDR表的c_personid欄位相關聯： 

 
8. 从ZZZ_ENTRY_DATA_1窗口向查詢結果設置表添加兩個欄

位：c_entry_desc和c_entry_desc_chn（來獲得親屬入仕的方

式）並運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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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興十八年（1148）273位進士的86位親屬的入仕方式 

9. 如果用戶還想查看姻親關係，只需簡單地在c_marstep添加

一個1。使用“<2”規則代表c_marstep可以讀取0或者1：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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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查詢生成了92條記錄，比不包含姻親關係的查詢結果多了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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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其他查詢技巧 

A. 無值資訊也可能有用 

在上一節的查詢中，我們查詢了紹興十八年進士中有入仕信息

的親屬。這一節中可以進一步查詢到這些親屬占紹興十八年進

士所有親屬（包括有入仕信息和沒有入仕信息的親屬）的比

例。 

我們最初的設計是這樣的，從ZZZ_ENTRY_DATA（紹興十八年

的進士）出發，關聯ZZZ_KIN_BIOG_ADDR（這些進士的親

屬），再關聯ZZZ_ENTRY_DATA_1（進士親屬的入仕）： 

 
這種查詢方式會把同時符合所有條件的記錄顯示出來，這就意

味著如果進士的親屬沒有入仕信息就不會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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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將即使沒有入仕信息的親屬也查詢出來，我們需要雙擊聯

繫c_node_id欄位和c_personid欄位的黑線，這一操作將打開一

個對話窗口： 

 
選擇第2個選項並點擊「OK」（確定）。注意：點擊「OK」
之後，黑線的一端會變成黑色箭頭，黑色箭頭指向c_personid
欄位。這一箭頭表示SQL語言中的「左連接」（Left Join）。

這樣就可以將所有ZZZ_KIN_BIOG_ADDR（左側表格）所有符

合檢索條件的數據列出，即使這些數據在ZZZ_ENTRY_DATA
（右側表格）中沒有值。（即這些親屬沒有入仕數據）另外，

左連接和右連接的左、右取決於以哪一個表為主導去連接另一

個表。 

執行查詢之後，我們便可獲得所有621位親屬的入仕信息（沒

有入仕信息親屬的入仕欄位會顯示為空白）。 

B. TableFields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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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查詢社會關係人和其他信息時（如查詢某社會關係中所有

人物的官職情況），使用者需要知道社會網路關係表中哪一個

欄位是社會關係人ID。這時使用者可從主Access界面左側的表

格清單中雙擊打開TableFields表，並在TableFields表中找到

「AccessTblNm」欄位為「assoc_data」的區域。在此區域

中，「foreignkey」欄位的內容為「BIOG_MAIN」並且

「Foreign Key Base」欄位內容為「c_personid」的記錄即表示

人物1，這些記錄的「AccessFldNm」欄位就對應著社會關係

表（ASSOC_DATA表）的欄位： 

 
在上圖中： 

c_assoc_claimer_id（聲稱關係存在的人物的ID） 

c_assoc_id（社會關係人的ID）  

 
1在正常的數據庫中，「foreignkey」指在其他表格中使用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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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_assoc_kin_id（如可知，記錄中通過其建立關係的關係人的

親屬的ID）  

c_kin_id（如可知，記錄中通過其建立關係的主要人物的親屬

的ID）  

c_personid（本記錄的主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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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安裝CBDB文檔 

A. 安裝離線版CBDB Access資料庫 

為了使數據庫文檔小於微軟文檔上限（2GB），CBDB把數據

分割成四個文檔：三個包含多數主要表格的「基本」（base）
文檔和一個包含使用者介面和用於搜索的非常規文檔的「用

戶」（user）文檔。「用戶」文檔以「關聯表格」（linked 
tables）的方式與「基本」文檔相聯。當使用者安裝CBDB離線

Access版資料庫時，需重新建立「用戶」文檔和「基本」文檔

之間的關聯。 

安裝MS Access數據庫 

1. 創建一個文件夾用於存儲使用者從CBDB網站下載的壓縮

檔。解壓文件。 

2. 雙擊User文檔來使用Access打開，您會看到以下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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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上圖左側眾多表格邊的箭頭。箭頭表示該表為與基本文檔

關聯的表格。 

3. 雙擊選擇任何已關聯的表格，如果表格成功連接，表單

會正常打開；如果表格連結失敗，您將看到以下提示： 

 
 

4. 如果出現了報錯，請檢查三個數據文件與數據庫系統是

否在同一個文件夾中。 

5. 點擊導航頁面中的「重新連接數據表」按鈕，下方表格

將被打開，無需修改日期，直接點擊「OK」，數據會進行重

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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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至此用戶文件就準備好了。 

B. 更新Visual Basic 環境（如需） 

添加引用 

CBDB使用了許多不在MS Access Visual Basic 環境中的Visual 
Basic資源。如果你遇到了關於不確定VB的報錯，你可能需要

檢查Visual Basic 中“Reference”（引用）的設置。 

具體做法是： 

1. 在Access的“數據庫工具”欄中，選擇“Visual Basic”，

然後Visual Basic編輯器就會打開。 

2. 在編輯器內，在主頁面點擊“Tool”（工具），然後點擊

“References”（引用），你會看到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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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沒有看到上圖中需要勾選的內容，請滑動列表，使所

有需要選中的引用全部勾選成功。你可能會看到重複資源

的報錯，這時你會發現你可能勾選了錯誤的引用。請取消

勾選他們並重試。 

添加樹狀圖 

如果在「LookAtOffice」查詢官職或在「LookAtAssociations」
查詢社會關係時出現了報錯，這是因為 MSCOMTL.ocx 這個

文件沒有添加到Visual Basic 環境中去。 

解決方法如下： 

1． 在Access上方主窗口的“數據庫工具”中選擇Visual 
Basic，然後Visual Basic編輯器就會打開。 

2． 在編輯器內，在主頁面點擊“Tool”（工具），然後點

擊“References”（引用），你會看到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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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看到了“Microsoft Windows Common Controls 

6.0(SP6)”，那麼你的系統問題可能出現在別處。請取消

勾選此框，然後關閉窗口，退出VB編輯器，關閉

Access，再重啟Access，回到這個編輯器，然後執行下面

的步驟五。如果操作後仍然不能打開樹狀圖試圖，請與

我們聯繫解決。 

4． 如果沒有看到“Microsoft Windows Common Controls 
6.0(SP6)”，請滑動列表，選中它，然後點擊「OK」。 

5． 如果仍就沒找到“Microsoft Windows Common Controls 
6.0(SP6)”，你需要手動添加它。步驟如下： 

a. 點擊“Browse”（瀏覽） 

b. 如果你使用的是Windows7，請轉到SYSWOW64子文件夾。 

如果你使用的是Windows XP，請轉到System32子文件夾 

c. 將文件類型改為“ActiveX Controls (*.ocx)”  

d. 你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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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點擊"MSCOMCTL.OCX"  
f. 點擊“Open”（打開） 

g. 確保“引用”中的“Microsoft Windows Common Controls 
6.0(SP6)”已被勾選，然後點擊OK。 

6. 如果在SYSWOW64子文件夾中沒有找到

"MSCOMCTL.OCX"，請手動添加它。步驟如下： 

 

a) 在CBDB網站下載的 CBDBPatch.rar 文件包含了一個OCX文
件，以及下方的指導操作。 

b) 複製這個 MSCOMCTL.OCX 文件到 
C:\WINDOWS\SysWOW64 

c) 現在請註冊此文件： 

1. 點擊 Windows 系統的“Start”(開始)按鈕 

2. 點擊“All Programs”（所有程序），然後點擊

“Accessories”（附件） 

3. 右鍵點擊“Command Prompt”（命令指示符），然後

點擊“Run as Administrator”（管理員取得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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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系統詢問是否可以進行時，點擊“yes”（同意） 

5. 在“Command Prompt”（命令指示符）窗口，輸入

“REGSVR32 C:\Windows\sysWOW64\MSCOMCTL.OCX” 

6. 點擊“Enter”運行程序 

7. 關閉“Command Prompt”（命令指示符）窗口 

d) 現在可以運行前頁所述1-5步驟了 

7. 現在退出Visual Basic 編輯器，點擊主菜單的“File”（文

件）按鈕，然後點擊“Close and Return to Microsoft Access”
（關閉並返回到Microsoft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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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蘋果系統上安裝SQLite CBDB 

對於蘋果用戶（或Linux用戶，可能無需這些指導），有一個

使用SQLite格式的CBDB數據庫的單獨版本。 

為了在蘋果系統中使用數據庫文檔，作業系統需要需要一

個將文檔和標準ODBC（公開數據庫連通）介面關聯起來的設

備。為了建立起這樣的聯繫，使用者需要Mac ODBC 
Administrator和SQLite的ODBC驅動器。（使用者可能需要從

網頁上下載這些，或者可以把這些步驟交給資訊科技專家，若

可行的話。SQLite的ODBC驅動器可以從這裡下載：

http://www. ch-werner.de/sqliteodbc/）。 

1. 安裝Mac ODBC Administrator和SQLite驅動器。 

2. 在「Finder」（搜索），找到Utilities（工具）並打開Mac 
ODBC Administrator。 

3. 找到User DSN（用戶DSN）並添加「CBDBFull」（完整版

CBDB）作為一個SQLite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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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擊「Configure」（安裝）來創建關聯： 

 
5. 添加關鍵字「database」（數據庫）並使用數據庫檔

的完整路徑作為「value」（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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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點擊「OK」（確定），窗口會關閉。接著點擊

「Apply」（應用）。 

7. 至此CBDB的SQLite版本已準備好，您可在OpenOffice
或其他SQLite瀏覽器中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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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CBDB版本更新記錄 

從 AW 版本開始，CBDB Access 被系統地重構，數據和查詢

界面被拆分成獨立的 mdb 文件。從 BA 版本開始，更新記錄

的數據和查詢程式更新也相應分成了兩部分。 
 

20201110CBDB ba 版本： 
CBDB Access 查詢系統（傅君勱）: 
1. 新增了“查詢社會區分”功能允許用戶檢索中國歷代人物傳記

資料庫中的社會狀態數據。 
2. 在所有有時間查詢的位置增加了按照朝代查詢功能。在中

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中，许多人缺乏指數年，但他們大多有

朝代信息，因此我們增加了這一查詢功能。虽然朝代是一個很

寬泛的時間條件，但它仍提供了有效的時間限制。 
3. 優化了八種親屬關係的檢索方法。以下關係左側的編碼會

被自動替換成右側的編碼： 
            BB (兄弟的兄弟) >> Brother 
            ZB (姐妹的兄弟) >> Brother 
            BZ (兄弟的姐妹) >> Sister 
            ZZ (姐妹的姐妹) >> Sister 
            SB (兒子的哥哥) >> Son 
            SZ (兒子的妹妹) >> Daughter 
            DB (女兒的兄弟) >> Son 
            DZ (女兒的姐妹) >> Daughter 
這一變化的影響是，涉及以上八種關係的親屬查詢參數中“同
輩”參數減少了 1. 因此相對之前的版本，以前能搜索到的人

物現在仍能搜到。另一方面，“同輩”參數是之前版本 n+1 的
人物也會被檢索到。 
4. 我們向用戶提醒，在 Access 查詢界面中用于搜索的人物

地址只是一个“指數地址”，它类似指數年。因此它並不指向單

一的、現代意義上的籍貫、戶籍、祖籍等。它指向類似“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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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這樣模糊的表達。 虽然一直以来，Access 查詢系統向用

戶提供透過上層地址選擇其一切隸屬地址這一功能，但我们建

議用戶，在一般情況下，盡量使用地址本身，而不要包含其下

級地址，以免發生意料之外的錯誤。 即使是“籍贯”這樣現代

人基本的概念，在历史上也常常是模糊的。因此，我們建議用

戶在設定人物地址時，一定保持谨慎。 人物地址在絕大多數

情況下是可靠的，但在一些特殊情況下會查詢到意料之外的數

據。 
CBDB 數據: 
1. 我們對指數年的定義進行了重大改動。它現在代表人物的

出生年份。 對於不知道出生年份的人，我們會根據其他相關

信息進行的推算。 雖然我們過去一直在推算指數年，但現在

在會盡可能地推算更多的指數年。此外，我們會在 
BIOG_MAIN 表的 c_index_year_type_code 和 
c_index_year_source_id 列中記錄推導方法。請注意，進行多

步推算時，每增加一步都會帶來指數年更大的偏差。但我們相

信，對於進行群體傳記學研究，即使偏差十年的指數年仍比沒

有指數年要好。 
2. 新增 417 筆明代衛所資料。（貢獻者：程若然） 
3. 新增 376 筆思想家的社會狀態信息。（貢獻者：畢夢曦） 
4. 修正了親屬和入仕數據的一些錯誤。（貢獻者：周墨欽、

陳松） 
5. 新增 TEXT_INSTANCE_DATA 表來記錄書籍版本信息。

（貢獻者：林藝詩、陳松） 
6. TEXT_DATA 表更名為 BIOG_TEXT_DATA。 
其他： 
包弼德與傅君勱更新了英文版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用戶手

冊。 
 

20200528CBDB ba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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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發佈的 Access 資料庫：CBDB_ba_20200528，包含 
470,000 人物，於 2020-05-28 正式啟用。新增資料如下： 
1. 46,000 筆從地方志中新增的人物，以及他們的 57,000 筆任

官資料。 

2. 100 筆來自明人文集的社會網絡關係。(貢獻者: 
Youou Liu 劉韻鷗) 

20200529CBDB ba 版本： 
重要通知 2020-3-12 
我們強烈建議所有 CBDB MS Access 資料庫用戶都將數據庫

版本升級到 BA。CBDB_ba_20190424 版本資料庫可由此鏈接

下載。(若您為有經驗之用戶，可由此鏈接下載 
CBDB_ba_User_20200308 替換舊的 User 界面文件(如，

CBDB_ay_User.mdb)[而不是界面和数据文件]即可) BA 版本查

詢界面修復了親屬關係查詢的一個錯誤，它可能會導致之前所

有版本地址查詢中坐標匯總的計算錯誤(XY_count) 
使用 CBDB 資料庫的過程中，若您在查詢或導出數據時遇到

任何問題，請聯繫 CBDB 團隊。您可以透過 CBDB 資料庫項

目網頁中回報錯誤表單回報這些問題。越來越複雜的查詢功能

使一些錯誤易被忽視，因此您的回報對於我們非常重要 
本次發佈的 Access 資料庫：CBDB_ba_20190424，改动如

下： 
1. 修復了將數據輸出為 Gephi 文件格式時 XY 計數方式的重要

問題 

2. 增加了在“查詢社會關係”以及“查詢兩人之間的社會關係”窗
體中輸出為 Gephi 格式文件的功能 

https://hu-my.sharepoint.com/:u:/g/personal/hongsuwang_fas_harvard_edu/ESKyHzX2j-ZAhMyXU7SNFMcBUp_rGlDjmGit7Vx1LZ8hdQ?e=dLZJ1W
https://hu-my.sharepoint.com/:u:/g/personal/hongsuwang_fas_harvard_edu/ETMaVZhlNNpAkHQ8KR9VPncBOeirhbCxXLlq2_dYH6j7WA?e=jculkb
https://hu-my.sharepoint.com/:u:/g/personal/hongsuwang_fas_harvard_edu/ETMaVZhlNNpAkHQ8KR9VPncBOeirhbCxXLlq2_dYH6j7WA?e=jculkb
https://projects.iq.harvard.edu/cbdb/experienced-users
https://projects.iq.harvard.edu/chinesecbdb
https://projects.iq.harvard.edu/chinesecbdb
https://www.sojump.hk/jq/15163752.aspx
https://hu-my.sharepoint.com/:u:/g/personal/hongsuwang_fas_harvard_edu/ETMaVZhlNNpAkHQ8KR9VPncBOeirhbCxXLlq2_dYH6j7WA?e=jcul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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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所有窗體 Gephi 格式的輸出文件添加經緯度坐標資訊，

用戶可使用 Gephi 的 GeoLayout 插件將輸出的 Gephi 格式文件

中節點位置以經緯度坐標作為佈局條件 

20190424CBDB az 版本： 
本次發佈的 Access 資料庫：CBDB_az_20190424，改动如

下： 
1. 移除了選擇地址時利用上層地址單位作為過濾條件的功能 

2. 當用戶在任何查詢窗體中使用地址作為限制條件時，允許用

戶自行選擇是否包括此地址的所有下級地址 

20190424CBDB ay 版本： 
本次發佈的 Access 資料庫：CBDB_ay_20190424， 於 
2019-04-29 正式啟用。新增資料如下： 
1. 從唐五代交往詩索引中提取的 18,124 條新的社會網絡關係

數據，4,380 條新的人物數據，702 條新的別名數據，671 條
新新的親屬關係數據。(貢獻者: Shuhua Zhang 張淑

華, Qiong Yang 楊瓊, Yongqin Li 李永琴, Chengguo Pei 裴成國) 
2. 從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中提取的 5,895 條新的唐代地名信息，

以及其對應的 11,844 條新行政歸屬信息。(貢獻

者: Chao Wei 魏超, Yifan Wang 王一帆, Yun Xing 邢雲, Wen 
Luo 駱文, Yuying Yuan 袁鈺瑩) 
3. 金代 1,200 條新地址信息，以及 670 條新的行政歸屬信

息。(貢獻者: Jingjia Qiu 邱靖嘉) 
4. 金代 1,765 條新官名信息。(貢獻者: Jingjia Qiu 邱靖嘉) 
5. 傅君勱開發了新查詢功能。此功能可以讓用戶把上一次的查

詢結果作為下一次查詢的人名列表。 
6. 傅君勱升級了地址選擇器，使用戶可以將上層地址單位作為

過濾地名的條件。 
7. 林藝詩系統性的改進了我們 Access 查詢界面的翻譯。 

https://hu-my.sharepoint.com/:u:/g/personal/hongsuwang_fas_harvard_edu/EYlr-4lVd5lEsF_Do9mNSdcBbWkBVrQj5K9J4mKc5rpdbQ?e=SP1Agz
https://hu-my.sharepoint.com/:u:/g/personal/hongsuwang_fas_harvard_edu/EUSqpmpvin9EiVtFuKQYDVUBKrv7S8vjaKX8jk2t4GditA?e=Dix5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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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31CBDB ax 版本： 
本次發佈的 Access 資料庫： CBDB_ax_20180831(Access)，
CBDB_aw_20180831_sqlite.zip(SQLite) 於 2018-12-14 正式

啟用。新增資料如下： 
離線資料庫（CBDB_ax_User.mdb）增加了一個全新的親屬網

絡算法特徵。該特徵下，名稱相同但代碼不同的親屬關係可以

被正確的計算。 

20180831CBDB aw 版本： 
本次發佈的 Access 資料庫： CBDB_aw_20180831， 於 
2018-09-01 正式啟用。新增資料如下： 
1. 傅君勱開發了連接查詢界面和後台數據的新機制； 
2. 人名權威資料中 5300 位明清人物，以及他們的 5300 條籍

貫信息，4000 條入仕信息，2300 條別名信息； 
3. 創建了 8000 條 CBDB 人名 id 與人名權威資料 id 的對應關

係； 
4. 利用外鍵規則徹底的清理了數據庫；(contributor : Fu 
Qunchao 傅群超) 
5. 修復了拼音、籍貫等信息的一些錯誤。 
 
20170829CBDB av 版本： 
本次發佈的 Access 資料庫： 20170829CBDBavUser.rar 
與  20170829CBDBavBase.rar ， 於 2017-09-07 正式啟用。

新增資料如下： 

  A. 地方誌中 51551 筆人物，以及他們的 34447 筆職官資

訊。 
  B. 宋元時期 467 筆婺州進士資料。 
  C. 全元文、宋濂全集和遜志齋集等中 841 筆人物，以及他

https://hu-my.sharepoint.com/:u:/g/personal/hongsuwang_fas_harvard_edu/EXe4gcr6HalEuoyIdRmOBXsBKKFUnEYYXnchcvl0JMEvjg?e=Oop9fa
https://hu-my.sharepoint.com/:u:/g/personal/hongsuwang_fas_harvard_edu/EUcxjIHr2iJDlGf1JkMtMLUBf8GERBVH6sxzGS2DGXuIRQ?e=vB7I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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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 1725 筆親屬關係， 381 筆社會關係資料。 
  D. 傅君勱（Michael A. Fuller）和陳松（Chen Song）共同設

計了：1，社會網絡查詢的重複執行功能，實現使用之前結果

進行查詢；2，地區聯繫查詢功能。 
  

20170424CBDB au 版本： 
本次發佈的 Access 資料

庫： 20170424CBDBauBase.7z 與 20170424CBDBauUser.7
z， 於 2017-04-25 正式啟用。新增資料如下： 
A. 全宋文和金華府志中 789 筆人物，以及他們的 500 筆籍

貫資訊，1800 筆親屬關係及其他資料。（貢獻者：杜斐然） 
B. 全元文、宋濂全集和藥房樵唱中 700 筆人物，以及他們的 
3000 筆親屬關係，500 筆任官資料及其他資料。（貢獻者：

于文） 
C. 6700 筆 CBDB 人物被關聯到明清人名權威檔案資料庫。

（貢獻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D. 添加了唐代官名樹。（貢獻者：徐力恆） 
一些職官和人名資訊的錯誤被修正。感謝祝平次和楊光的回

報。 

本次發佈的 Access 資料

庫： 20170310CBDBauUser.mdb 與 20170310CBDBauBase.m
db， 於 2017-03-13 正式啟用。新增資料如下： 
 
A. 8836 筆唐代人物以及這些人物的 15138 筆任官資料(資料

來源: 唐九卿考, 唐刺史考全編) 
B. 5921 筆資料庫中原有的唐人信息被消歧(貢獻者: Wen Xin 
文欣) 
C. 來自全元文的 770 筆人物基本信息(貢獻者: Yu Wen 于文) 
D. 1498 筆唐人的社會區分資料 (資料來源: 唐五代人物傳記

https://hu-my.sharepoint.com/personal/hongsuwang_fas_harvard_edu/_layouts/15/guestaccess.aspx?docid=076310ecd88db425ba8337d63a13e5c60&authkey=Af9Gh_lTHXOYr2vOdmyik7g
https://hu-my.sharepoint.com/personal/hongsuwang_fas_harvard_edu/_layouts/15/guestaccess.aspx?docid=0df287d52a72b4d19b7af9fae26612ee0&authkey=AVb5iEdnDXDti8cxXtaGKlQ
https://hu-my.sharepoint.com/personal/hongsuwang_fas_harvard_edu/_layouts/15/guestaccess.aspx?docid=0df287d52a72b4d19b7af9fae26612ee0&authkey=AVb5iEdnDXDti8cxXtaGKlQ
https://hu-my.sharepoint.com/personal/hongsuwang_fas_harvard_edu/_layouts/15/guestaccess.aspx?docid=0b361f54259ab4e9c833e0b44b6e73600&authkey=AbTK-C6UZpLqekkOktBzTDY
https://hu-my.sharepoint.com/personal/hongsuwang_fas_harvard_edu/_layouts/15/guestaccess.aspx?docid=0a22ed8fc3bb7427cb6ca86cb6af02d22&authkey=AVMZIld76krSC7nv6znFRx0
https://hu-my.sharepoint.com/personal/hongsuwang_fas_harvard_edu/_layouts/15/guestaccess.aspx?docid=0a22ed8fc3bb7427cb6ca86cb6af02d22&authkey=AVMZIld76krSC7nv6znFR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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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綜合索引 ) 
E. 更新的中英文使用手冊 
F. 傅君勱（Michael A. Fuller）和祝平次共同重寫了 CBDB 的
關鍵代碼，使之可以正常運行于 32 位和 64 位的 Windows 
操作系統 
G. 傅君勱將“查詢兩人之間社會關係”升級為“查詢群人之間社

會關係” 
  

CBDB as 版本： 
SQLite 格式 
Download link（非中國用戶下載鏈接） 
本次發佈的 Access 資料庫：

20150202CBDBasUser.mdb 與 20150202CBDBasBase.mdb， 
於 2014-03-18 正式啟用。新增資料如下： 
  A. 36,826 筆明清進士新增人物與他們的 38,565 筆入仕紀錄 
(資料來源: 明清人物題名碑) 
  B. 遼代官名樹與 3,142 筆遼代官名紀錄 (貢獻者: 曹流)。 
  C. 元代官名樹 (貢獻者: 丁一，于月)。 
  D. 1,004 所宋元書院(貢獻者: Stephen P. Ford)。 
  E. 272 位中國帝王及其諡號，廟號。 
傅君勱（Michael A. Fuller）為 Access 資料庫新增如下功能： 

  1. 批量選擇相關地名進行檢索。 

  2. 基於座標位置和鄰近座標位置進行檢索 

 
CBDB ar 版本： 

20140310CBDBar 人名詞典 (CBDB Mac 版) 

https://hu-my.sharepoint.com/personal/hongsuwang_fas_harvard_edu/_layouts/15/guestaccess.aspx?guestaccesstoken=3E8k6iahdJx2Ew6k%2bAeKHDuP4DSSFzbpy02BbfjXhKs%3d&docid=09fda1531e3214410a18eb2aece0b003f
https://hu-my.sharepoint.com/personal/hongsuwang_fas_harvard_edu/_layouts/15/guestaccess.aspx?guestaccesstoken=mnR2Y8HapRgBqk5CYDBLSnnjiJRShwmQ%2bpwH2cYPbRc%3d&docid=06cfb264d96284ef3bb462275701025bc
https://hu-my.sharepoint.com/personal/hongsuwang_fas_harvard_edu/_layouts/15/guestaccess.aspx?guestaccesstoken=Spzmnidn2aBmdfugAeAZap7n1iClSvYjlwTOFzMEY7E%3d&docid=042391fdb714545288525a7b482823f1b&rev=1
http://chinese-empires.eu/analysis/tools/cbdb-mac-dic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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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DB Mac 人名詞典是檢索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的

另一種方式。它可以幫助您在 Mac 環境以及沒有網路的

狀況下使用本資料庫。用戶可以在 Mac OS X 系統里用 
Spotlight 查詢 CBDB Mac 人名詞典，也可以在任何程式

中透過選擇姓名或者姓名的一部分文字進行檢索（劃詞

檢索）。 

20140310CBDBarUser.rar 
20140310CBDBarBase.rar 

請同時下載 20140310CBDBarBase.rar(基礎文檔)
和 20140310CBDBarUser.rar(用戶文檔)。本次更新的 
Access 版本數據庫由兩個壓縮文檔組成：一個是基礎文

檔，一個是用戶文檔。將他們解壓到同一個文件夾裡，

你會得到以下文檔：CBDB_InstallationGuide.pdf, CBDB 
Users Guide.pdf, 20140310CBDBarUser.mdb, and 
20140310CBDBarBase.mdb。我們強烈建議您在下載後

第一時間閱讀 CBDB_InstallationGuide.pdf 這份安裝手

冊。您可以在第二部份“Installing the Database”裡面找到

安裝步驟。 
這一次於 2014-03-10 釋出的文

件 20140310CBDBarUser.mdb 
和 20140310CBDBarBase.mdb, 是在 2013-10-08 資料

的基礎上完成的。此次主要增加的內容包括： 
• 27,000 筆明人傳記資料索引中的社會關係資料(contributor: 

Qiaomei Tang 唐巧美 and Hui Cheng 程卉) 
• 5,000 筆明代進士的入仕資料 
• 3,700 筆明代進士的任官資料 
• 3,300 筆明清婦女著作資料庫（MQWW）以及明人傳記資料

索引的著作資料 
• 2,800 筆地址代碼更新（contributor: Yi Ding 丁一） 

https://hu-my.sharepoint.com/personal/hongsuwang_fas_harvard_edu/_layouts/15/guestaccess.aspx?guestaccesstoken=3J%2fhx8xCSeJUbFHpH4RM9%2bj0B9U1s%2f9zPq1ktaMixZ8%3d&docid=0f78875e3501a4dd8b1c2818de853ea8b
https://hu-my.sharepoint.com/personal/hongsuwang_fas_harvard_edu/_layouts/15/guestaccess.aspx?guestaccesstoken=mPcmC0vIryYaAMTj%2b5P1I4SqsdYBF4W%2bKeDx0AOm0p8%3d&docid=06324d101d11349f09b797a57a1ef91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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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升級也解決了一些任官跟別名資料表裡的錯誤。 
此外，查詢窗體中增加了新的查詢以及選擇特性，並且

在更多窗體中提供了是否使用指數年選項。重寫了所有

檢索的 SQL 代碼，極大加快了查詢速度。 
  

CBDB aq 版本： 
20131008CBDBaq.part01.rar 
20131008CBDBaq.part02.rar 

請點擊下載本文件，並同時下載位於下方的文

件 part02 ，並將它們置於同一文件夾下。請用解壓縮軟

件（例如 WinRAR 或 7zip）解壓縮文件  part01 。解壓

後，未壓縮的文件  "20131008CBDBaq.mdb" 應該會出

現在同一文件夾下。 
這一次於 2013-10-08 釋出的文件

20131008CBDBaq.mdb, 是在 2013-09-21 資料的基礎上

完成的。此版本增加了七世紀到 20 世紀，多達二十萬人

的新資料。到目前為止，CBDB 中已收錄了三十二萬五千

人的資料。主要增加的內容包括： 
• 唐代及五代墓志銘中五萬墓志銘主人及他們的親屬 
• 明代五十二個進士年中包括的一萬四千名明代進士及他們的十

三萬親屬 
• 紹興十八年與寶祐四年的進士及他們的親屬 
• 從明人傳記資料索引中蒐集的部分傳記資料 
• 明清女性作家的親屬及社會關係的新資料 
• 多個擴容後的或是新增的代碼表 

這一批新資料得以被收入 CBDB，我們要感謝姚平教授、

Nicolas Tackett 教授、劉錚雲教授及方秀潔教授的合作

與支持。 

 

https://hu-my.sharepoint.com/personal/hongsuwang_fas_harvard_edu/_layouts/15/guestaccess.aspx?guestaccesstoken=MD6IIlrCJ4AwCyz%2fr6s8QKTXSK8FrJO0r8yrvcidKTw%3d&docid=0d4a08bc8ec8d4ce5a386dcbb7426e370
https://hu-my.sharepoint.com/personal/hongsuwang_fas_harvard_edu/_layouts/15/guestaccess.aspx?guestaccesstoken=vgU9TDG%2byZWMnEZ68JaNcvifT2Fy2cbgypQU1663ejg%3d&docid=0ba31d6c3c16f483aa9987e1bdf5b1e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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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DB an 版本： 
20130610CBDBan.rar 

此一 2013-07-08 釋出的版本包含了截至 2013 年 6 月

10 日 為止的「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資料，共計

含有 12 萬 8 千位人物的傳記資料（詳細數量為

128,923），比起上一版本多了 1 萬 2 千位人物

（12,773）。以下是這次新增資料的詳細說明： 

• 增加下述來源中的人物基本資料、親屬、與社會關係人：1) 
明清婦女傳記資料庫(MQWW) (contributor: 方秀潔 Grace 
Fong 教授、與 CBDB 的北京大學編輯群)，2) 全宋文書信 
(contributor: Pingtzu Chu 祝平次、北大編輯群、Chen Liu 劉

晨)，3) 宋濂全集 (contributor: Qiaomei Tang 唐巧美)，4) 
紀昀的關係人 (contributor: Clea Walford)，5) 陸游的關係人

(contributor: Ziyu Zhou 周子鈺)，6)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 
(contributor: Ziyu Zhou 周子鈺)。 

• 納入《明清檔案人名權威資料庫》（中研院史語所製作）的最

新 2912 位人物（系統號 13197 至 16110）。總計為 CBDB 增

加了 2,134 位新人物、6540 筆新的別名資料、與 2515 筆入

仕資料。 
• 與史語所合作，進行《明人傳記資料索引》的數位化，共含

9,900 位明代人物。總計為 CBDB 增加了 7,400 位新人物、

15000 筆新的別名資料、與 8,600 筆人物地址資料。 
• 從宋史列傳中，擷取 987 位傳主的親屬，新增至 CBDB。 
• 從《全宋文》書信中找出 8800 組社會關係資料加入 CBDB，

另外也從《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增加了 114,000 組社會關

係。 
• 從《唐代人物知識ベース 》及《元人傳記資料索引》中分別

提取 14,447 筆及 22,067 筆人物任官資料，加入 CBDB。 
  

https://hu-my.sharepoint.com/personal/hongsuwang_fas_harvard_edu/_layouts/15/guestaccess.aspx?guestaccesstoken=bEIvRAYOtiqE5URLgQVk9%2fQrYGRLvJqMgmhw9LR9Qx4%3d&docid=09c96e78ba15d45dba782977a2918ec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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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DB am 版本： 
 
20120105CBDBam.rar 

此一版本的主要修正有：1) 新增加 18,000 個唐五代、

元、明以及清代的官職；2)  重構了社會機構表：8 組代

碼表以及 1 組資料表。，以此記錄個人與機構的關係。 

CBDB al 版本： 
20120105CBDBal.rar 

此一  2012-08-27 釋出的版本包含了截至 2012 年 1
月 為止的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之資料，共計有

116,149 筆資料，並包含最新版之親屬關係查詢 (Query 
Kinship) 與社會網路關係查詢 (Query Social Network) 
功能。 
 
此一版本的主要修正有：1) 「按人查詢」功能現在支援

用人物的別名來查詢了，譬如用「蘇東坡」可以查到蘇

軾; 2) 新增漢代地名(Han addresses)與新的種族/部落代

碼(Ethnicity/Tribe code table)； 3) 修正查詢社會關係

(Query Association)及改進搜尋系統； 4) 使用新的族裔

代碼。 
請注意：已知 CBDB 內建查詢功能與 64 位元版本

的 Office 軟體不相容 (官方說明稿在此)，我們正在改進中。

在此之前，請改安裝為 32 位元版本的 Office 軟體。（如何

檢查自己的 Office 版本？請參考此文） 
※下載方法：請點選上方的 20120105CBDBal.rar 以下載檔

案，然後使用 WinRAR 解壓縮 ，你會得到檔名為

20120105CBDBal.mdb 的單一檔案，滑鼠雙擊即可開始使

用。 
CBDB 補丁： 

https://hu-my.sharepoint.com/personal/hongsuwang_fas_harvard_edu/_layouts/15/guestaccess.aspx?guestaccesstoken=OSWHvFHbbCnxZkWArxqJoKXZU2VeeEKFkJH9NA9%2bw%2fk%3d&docid=0c1e8d508f7f34fec85c99a17dd9f4298
https://hu-my.sharepoint.com/personal/hongsuwang_fas_harvard_edu/_layouts/15/guestaccess.aspx?guestaccesstoken=Uu7B8IrwYMEyvkGpfF7iav1vFD3w%2b5OmNn6LkRRDonI%3d&docid=0628c9ad103dd445183d024c21e295f8e
http://office.microsoft.com/en-us/word-help/choose-the-32-bit-or-64-bit-version-of-microsoft-office-HA010369476.aspx#_Toc254341419
http://www.howtogeek.com/howto/24259/beginner-discover-if-youre-running-the-32-or-64-bit-version-of-office-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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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DBPatch.rar 
請注意！如果你使用「Query Office Holding 官職查詢」

時無法選擇官名 (Select Office) ，或者使用「Query 
Association 查詢社會關係」時無法選擇關係類

別 (Select Association)，這是因為你的電腦裡缺少了正

確的 Microsoft Windows Common Controls 6.0 (SP6) 版
本。 
請下載此 RAR 檔，將之解壓縮，然後按照裡面所附

的 PDF 檔案說明，來解決這個問題。 
CBDB af 版本： 

20110705CBDBaf.zip 
此一版本(2012-02-07)為 2011 年 7 月版的資料庫。此一

版本與前一版本最大的差別在於，包括：修正輸入傳記

資料(Enter Biographical Data)與按人查詢(Look up Data 
on an Individual)。 

請注意：部分查詢功能於 64 位元電腦中並無法使用，我

們正在改進中。 

CBD Win 版本： 

CBDWin.rar 
我們提供以下兩個資料庫供欲離線使用者下載使用，但我們並

無提供技術支援。 

<year-month-day>CBDB <letter>.mdb 為 Microsoft 資料庫。

其內容包括 Robert Hartwell 及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的工作內容，負責者包括 Deng Xiaonan，Zhang Xiqing，及哈

佛大學 Peter Bol 和 Stuart Shieber 率領的工作團隊。資料源

於 Wang Deyi 所著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與元人傳記資料索引電

子檔，唐、明、清的資料並已收錄於資料庫中。  

https://hu-my.sharepoint.com/personal/hongsuwang_fas_harvard_edu/_layouts/15/guestaccess.aspx?guestaccesstoken=8vx1wo2dMq4BWfbH2YnogtBPrCXrXMuteqqDgO90zzA%3d&docid=082929187d295491787581819b2805a27
http://projects.iq.harvard.edu/filesfiles/20110705cbdbaf.zip
https://hu-my.sharepoint.com/personal/hongsuwang_fas_harvard_edu/_layouts/15/guestaccess.aspx?guestaccesstoken=tgnHkFz9qkQs%2biJT6hTynylBJiH%2foQbCs1eP%2fKyzBSA%3d&docid=0b68336163ea341aeb9487432be3a9d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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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21CBDBv.mdb (2011 年 6 月版)包含超過縱貫唐至清

共計 112,000 人物 之資料。由於我們仍在繼續擴充資料庫，

線上版與離線版的資料庫間資料的落差可能會持續增加。我們

在檔名後以英文小寫字標名修改部分，然而此種修改僅於既有

資料的修正，並不及於新資料的增加。 

於本離線資料庫中，您可以移除、更改，與增加新資料。然

而，原則上線上新資料的增加須於線上資料庫中進行。欲參與

本資料庫工作之使用者，請與我們連絡。 

請注意：MS Access Office 2007 的使用者須以 macros 開啟資

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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