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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特藏简介 

武汉音乐学院是中南地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办学
特色突出的高等音乐学府。 

学院历史悠久，校址即原武昌两湖书院旧址。她的
前身可上溯到创办于1920年的武昌艺术专科学校。
1949年成立中原大学文艺学院；1953年全国院系合
并，整合中南文艺学院、华南人民文艺学院和广西
省立艺术学院成为中南音乐专科学校；1958年换名
为湖北艺术学院。1985年定名为武汉音乐学院。 

在学院发展的历史中，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几乎囊
括了我国中南地区由建国前遗留下来的及建国初期
的全部音乐书谱及音乐音响资料，特别珍贵的是部
分老唱片及音乐古籍文献。 
 

 



图书印章 
  



  



 



图书馆拥有馆藏中外文图书及音像资料近30万
册，其中包含专业理论书籍和外文书、谱共11
万余册；其它图书8万余册；音响资料近5万张
（盒）；期刊（合订本）7000余册（中文6000
余册、外文1000余册）。 

目前订购国内全部音乐期刊、文艺理论研究有
关的期刊共40余种（类），社科类 120余种
（类），外文期刊17种。此外，购买电子资料
10多种。 



  



 



  



 [明]楊倫輯撰 

 [明]萬曆己酉刻本（西
元1609年） 

文林閣唐錦池梓 

版本特徵：白口，單魚
尾，雙欄線。八行十六
字，小字雙行三十二字。
其中《太古遺音》不分
卷，《伯牙心法》一卷。 

 

 



古籍特藏 
 1．《神奇秘譜》 

 卷首書名為《瞿仙神奇秘譜》  

 [明]朱權編纂 

 [明]洪熙乙巳（西元1425年）刻本 

 版本特徵；黑口，單魚尾，雙欄線，文十行十七字。全書共一函三
卷（上、中、下）。 

   

 2．《太古遺音》 《伯牙心法》 

 [明]楊倫輯撰 

 [明]萬曆己酉刻本（西元1609年） 

 文林閣唐錦池梓 

 版本特徵：白口，單魚尾，雙欄線。八行十六字，小字雙行三十二
字。其中《太古遺音》不分卷，《伯牙心法》一卷。 

   

 3．《大還閣琴譜》 

 [明]徐灴傳譜 六卷 附琴況一卷 

 



古籍特藏 
 4．《松風閣琴譜》 

 [清]程雄撰 一卷，附《抒懷操》一卷，另附松風閣指法二篇。 

 版本特徵為上下大黑口，對魚尾，單欄線，十二行二十二字。 

   

 5．《五知齋琴譜》  

 [清]周魯封輯，八卷。 

  此譜集為[清]乾隆丙寅年（1746年）刻本。 

 （館藏全套一函八冊) 

 版本特徵：白口，左右雙欄線。 

 封面：乾隆丙寅新、燕山周子封輯、懷德堂藏版，琴譜大成。 

   

 6．《自遠堂琴譜》 

 [清]吳 撰 十卷 [影印本]一函十二冊 

 版本特徵：白口，無行線，十二行，三十字。封面印有精校影印，
王大錯書齋。 



古籍特藏 
 5．《五知齋琴譜》  

 [清]周魯封輯，八卷。 

  此譜集為[清]乾隆丙寅年（1746年）刻本。 

 （館藏全套一函八冊) 

 版本特徵：白口，左右雙欄線。 

 封面：乾隆丙寅新、燕山周子封輯、懷德堂藏版，琴譜大成。 

   

 6．《自遠堂琴譜》 

 [清]吳 撰 十卷 [影印本]一函十二冊 

 版本特徵：白口，無行線，十二行，三十字。封面印有精校影印，王大錯書齋。 

   

 7．《天聞閣琴譜集成》  

 [清]唐彝銘輯纂 二十一卷 

 [清]光緒二年開雕(西元1876年) 

 版本特徵：白口，左右雙蘭線，單魚尾，版心鐫《天聞閣琴譜》。大字七行十二字，小字八行二十字。
卷 首書名《天聞閣琴譜集成》，光緒二年開雕，成都葉氏藏版。全書計一函十冊。 

   

 8．《德音堂琴譜》  

 [清]吳寶林 汪天榮校 十卷 

 版本特徵：白口，單魚尾，左右雙欄線，封面印西陵汪簡心輯，匯輯名琴家傳譜，附載觀譜字母，本
衙藏版，書口刻德音堂琴譜，汪天榮康熙辛未（三十年）序。行款為八行十八字，小字雙行。 



 9．《瑟譜》  

 [元]熊朋來撰 六卷 

 (館藏一函二冊六卷) 

 版本特徵:白口,黑魚尾,雙欄線。行款為十行二十字。 

   

 10．《蓼懷堂琴譜》  

 [清]雲志高 輯 不分卷 

 [清] 康熙年間刻本 (約西元1686年) 

 版本特徵：一函四冊，不分卷，白口，無魚尾，大字六行十二字，雙欄線， 
版心上刻曲名，下刻蓼懷堂名號。此書封面書名為《琴譜大全》，內容提示
為《太古遺音·伯牙心法》，並鐫有“楊西峰山人著”和“蓼懷堂精校”等內
容，經我院圖書館“中國音樂古籍整理與研究”課題組專家考證，此書封面
顯然與實際內容不符。 

   

 11．《徽音雅集》  

 [民]顧葆忱輯纂 [民]查忠輔抄 五十二卷 

 版本特徵：大型手抄摺子，白口，無欄線，有繪畫、題簽、詩詞等。行款為
八行二十八至三十字不等，無格。全書共三函。 

 



  





二、曾侯乙编钟学术研究及乐舞艺术
实践数据库构建设想及展望 

音乐特色数据库建设旨在加强图书馆的学科化
管理，旨在强化音乐学的建设并促动其良性发
展，实现对音乐学学科专门化研究的跟踪服务。 

 



音乐图
书馆 

特色数据库 备注 

中央音
乐学
院图
书馆 

1、中国声乐作品库 
2、外国声乐作品库 
3、钢琴文献库 
4、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创刊至

94年)  
5、马思聪专题文献及作品库 
6、中央音院学位论文全文检索 

基本完成中外声
乐作品乐谱
数字化 



中国 
音乐 
学院 
图书馆 

1、中国当代民族器乐表演艺术
家数据库 

2、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展演采录
实况数据库 

3、中国音乐学院专家学者数据
库 

4、教育资源传播数据库 
5、音乐教学学与教学法资源 
6、世界民族音乐多媒体数据库 
7、中国现代风格音乐多媒体数

据库 

2004年启动“
中华传统音
乐文化资源
库项目”系
列项目 



上海音乐
学院图
书馆 

1、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数据库 
2、上海音乐学院特色库 
3、交响乐经典曲库 
4、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与研究 

特藏有中国当代
作曲家乐谱手
稿收藏 

天津音乐
学院图
书馆 

1、老唱片数字化资源库 
2、中国近现代音乐先驱李叔同、赵

元任音乐文献数据库 
3、中国曲艺音像数据库 
4、维吾尔十二木卡姆 
5、中国曲艺音像数据库 
6、电子乐谱库 
7、河北梆子王玉磬专题数据库 
8、天津音乐学院图书馆随书光盘数

据库 
9、舞剧数字资源库 

天津高等教育文
献信息中心的
重要成员馆 



沈阳音乐
学院图
书馆 

东北民乐资料库 东北地区唯一的
音乐图书馆 

西安音乐
学院图
书馆 

1、赵季平音乐作品 
2、西安音乐学院图书馆乐曲数据库 
3、西安音乐学院专家学者 
4、西安音乐学院学位论文 
5、西安音乐学院教师作品 
6、陕北民歌特色数据库 
7、长安古乐特色数据库 

西北地区唯一的
音乐图书馆 

星海音乐
学院图
书馆 

岭南特色数据库 



（1）武汉音乐学院师生、校友学术研究、
创作与表演数据库； 

（2）湖北地方音乐文化数据库（含古代、
近现代、当代和民间音乐）； 

（3）曾侯乙编钟学术研究及其乐舞艺术实
践资源数据库； 

（4）长江流域音乐文化数据库； 

（5）乐谱库； 

（6）音乐表演专业多媒体多窗合流数据库
等 



曾侯乙编钟学术研究及乐舞艺术实践
数据库 

 1、学术研究 

 2、乐舞艺术实践 

 3、完善及展望 



学术研究 

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促使音乐史学、乐学、律
学、乐器学、声学、考古学等学科的发展，学
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共同研究编钟音乐。  

 1978年曾侯乙编钟出土后，黄翔鹏提出“建立
音响标准器来确定器物的具体年代”拉开了曾
侯乙编钟研究的序幕。 

以黄翔鹏、童忠良、崔宪、赵宋光等为代表的
学者对曾侯乙编钟所体现的乐律内容进行了充
分的研究。 

以编钟为主题的多学科、高科技研究，使曾侯
乙编钟的成功复制，为编钟音乐实践的广泛开
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曾侯乙编钟乐舞艺术实践 

  1、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曾侯乙编钟乐舞的创编
阶段。湖北省主要文艺团体及音乐院校的学者对编钟音
乐创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编钟音乐演奏活动十分频繁
。根据它的音列和调式结构，结合今存的古代琴曲及湖
北民歌，例如《幽兰》、《哀郢》、《屈原问渡》、《
竹枝词》等。 1983年湖北歌舞剧院创作《编钟乐舞》
。钟信明的系列创作也是其中的代表作。 

 2、 1990年至今，编钟古乐的发展更加充分，编钟古乐
器与传统民族乐队、西洋管弦乐队结合的形式尝试，在
创作上涌现一批新作品。2003年，湖北歌舞剧院创编了
《钟鸣楚天》。武汉音乐学院东方中乐团的创编及演出
成绩非常突出。 





 



The largest set ever seen was from the 
tomb of Zenghou Yi (the 5th century BC) 
in Hubei province. This archaeological 
find has become a focus of world 
academic attention.  

    1978年在湖北随县擂鼓敦的“曾侯乙墓”出土
由64枚钟组成的巨大编钟，分三层悬挂在矩型钟架
上，显示了我国奴隶社会音乐的发达和乐器制造技
术方面的成就。 

     曾侯乙，是楚国下属的曾国一个名叫“乙”的
侯。生年不详，约死于楚惠王55年（公元前433
年）。从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乐器有编钟共65枚，分
三层悬挂在钟架上。  
 



曾侯乙墓，这座拥有东、中、西、北四个墓室
的王陵，尤如一座地下音乐宫殿。 

  1978年湖北随县（今随州）出土的2400年前
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的古代乐器，计有64件编
钟，32件编磬，以及柄鼓、建鼓、五弦器、十
弦琴、瑟、篪、竽、排箫等，共计125件吹管
乐器、弹弦乐器与打击乐器。编钟则为世界奇
迹，稀世珍宝。 

 



考古现场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bells unite to form 
a literature of a large tone system, 
valuable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the 
musical culture in the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475-221 BC).  

          先秦音乐发展的高度水平 
With the construction for two different 

pitches from a single bell and the unique 
casting technology, the bianzhong has 
established itself as the eighth wonder of 
the world. 
        世界第八大奇迹 



 The set consists of 64 bells, hung in three 
layers.  

        64枚编钟，分三层悬挂在矩型钟架上 
  The upper ones are called niuzhong上层钮钟 

 those on the two lower layers are called 
yongzhong      中下层甬钟 

 Because of the bells shape two different 
pitches, a major or minor third apart, can be 
produced on any of the bells, depending on 
the two striking locations, the frontal or the 
lateral. 12 semi-tones are found in the set, 
with a total range of 5 octaves.一钟双音，12
个半音，五个八度的音乐域 











Gourd - a type of plant. It consists of a wind-

chest and a number of bamboo pipes set in a 

circle. The sheng imitates the sound of a 

phoenix. 





















 



曾侯乙钟、磬及其附件铭文总计4567字，包括
钟本身的铭文以及钟架挂钟部位和挂钟构件上
的刻文。曾侯乙钟体、钟架和挂件共有铭文
3755字，其中钟体上的铭文有2828字。钟体铭
文铸于钟体的钲中、正鼓和左、右侧鼓。正鼓
铭文自右至左横书（中一4、5，中二3，中三
6），正面正鼓系自左至右，其余部分均自右至
左直书。 



曾侯乙墓钟铭文，内容为各诸侯国之间的乐律
理论，反映着周代乐律学的高度成就。钟铭系
专供乐工使用和参考的、为当时曾、楚国习用
而大多为传世文献失载的乐律术语。铭文的乐
律记载包括音名、律名，其中律名29个，阶名
（包括同阶异名）37个，它们的实测音响与其
铭文均相符合。铭文在说明各国律名和音名的
相对关系中，表现了内在的严密的逻辑，体现
了战国时期最基本的乐律组织形式。  



鼓部和隧部，都可发出两个相距小三度（316

音分）和大三度（386音分）的协和音程关系—

—“一钟双音”。 

“辅”表示某律上方386音分的纯律大三度，
“曾”表示某律下方的纯律大三度。 



        e宫角       b 徵角    #f 商角      #c 羽角 

        宫辅     徵辅      商辅        羽辅 

↗          ↗        ↗         ↗ 

 c宫    →  g徵   →   d商    →  a羽 

↙          ↙        ↙         ↙ 

 ba宫曾     be徵曾    bb商曾     f羽曾 



曾侯乙编钟学术研究 

 



曾侯乙编钟学术研究 

  



曾侯乙编钟学术研究 

  



曾侯乙编钟学术研究 

 



曾侯乙编钟乐舞艺术实践 

湖北省编钟音乐实践活动由湖北省博物馆延伸
到地方博物馆、音乐院校、文艺团体和旅游景
点，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  



曾侯乙编钟乐舞艺术实践 

 1、博物馆   湖北省博物馆的编钟音乐实践开始
最早。自1978年于发掘工地举行的首次编钟音
乐会后，该馆将日常演出作为文物陈列的活态
展示。创编了30余首乐曲。 

随州市博物馆于1988年3月成立了编钟乐团，
创编了40余首乐曲。 

荆州市博物馆于1992年5月组建了楚乐宫编钟
乐团，创编了30余首乐曲。 

博物馆的编钟音乐实践成为成为湖北省编钟音
乐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曾侯乙编钟乐舞艺术实践 

 2、音乐院校   武汉音乐学院自1981年11月与
湖北省博物馆合作演出之后，组织了频繁的演
出活动，形成极具活力的创编和演奏群体，学
校教师先后创编了６０余首编钟音乐作品，在
诸多重要场合举行编钟音乐会，编钟乐团蜚声
海内外。 

 2000年9月，武汉音乐学院将“编钟古乐演奏
”纳入民乐系课堂教学之中，并定期举办编钟
音乐会。武汉音乐学院成为编钟音乐创编的主
要阵地。 

在此基础上，武汉音乐学院成立武汉音乐学院
东方中乐团。 



曾侯乙编钟 
  3、旅游景点   为了丰富旅游内容，增加旅游景点的文

化内涵，黄鹤楼、宜昌三游洞、东湖磨山分别于1990年
３月、1990年5月、1993年６月组建编钟乐团，开始日
常接待演出。黄鹤楼楚乐宫编钟乐团创编了30余首乐曲
，宜昌三游洞巴楚音乐宫编钟乐团创编了２0余首乐曲
，东湖磨山楚天台编钟乐团创编了４0余首乐曲。旅游
景点成为编钟音乐服务大众的主要舞台。 

 4、文艺团体   1981年，湖北省歌舞剧院于编排了一个
七幕民族舞剧——《古墓钟声》，1983年和2003年，该
剧院先后创编了《编钟乐舞》和《钟鸣楚天》，其中，
《编钟乐舞》在国内外演出600多场。1982年，武汉市
歌舞剧院于创作大型古代歌舞诗乐《九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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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mage.youdao.com/imagesa?q=%E6%9B%BE%E4%BE%AF%E4%B9%99%E7%BC%96%E9%92%9F&thumbpos=217
http://image.youdao.com/imagesa?q=%E6%9B%BE%E4%BE%AF%E4%B9%99%E7%BC%96%E9%92%9F&thumbpos=231


编钟乐舞 

  



 



千古绝响-曾侯乙编钟之声（公元前四三三年左右） CD 
千古绝响-曾侯乙编钟之声（公元前四三三年左右） CD 
千古绝响-曾侯乙编钟之声（公元前四三三年左右） CD 
千古绝响-曾侯乙编钟之声（公元前四三三年左右） CD 
千古绝响-曾侯乙编钟之声（公元前四三三年左右） CD 
千古绝响-曾侯乙编钟之声（公元前四三三年左右） CD 
曾侯乙编钟； 编制； 套数； 件数； 礼器； 礼乐；  J609.2 纸制 
曾侯乙编钟； 30周年； 研讨会； 综述；  K875.5 纸制 
编钟； 编磬； 系列击槌； 研究； 研制； J619.4 纸制 
编钟； 演奏技法； 音色组合； J619 纸制 
东方中乐团； 华韵楚风； 编钟； 民族管弦乐； 楚风； 新文人胡琴； J605 纸制 
曾侯乙编钟； 中央音乐学院； 理论研究； 音乐考古学； 丰硕成果； 出土； 
学术交流； 湖北省； 国际学术研讨会； 学人； J609.2 纸制 
曾侯乙编钟； 国际学术研讨会； 跨世纪； 音乐学院； 音乐考古学； 开幕式； 
音乐厅； 省博物馆； 随州市； 古代音乐文化； K875.5 纸制 
曾侯乙编钟； 套数； 编列； 礼乐意义； J692 纸制 
曾侯乙编钟； 音乐学院； 省博物馆； 近二十年； 学术研讨会； 艺术价值； 
湖北随州； 市人民政府； 武汉； 出土； K875.5 纸制 
曾侯乙编钟； 复制钟； 几何结构； 调律； 曾体系； 允许误差； 基准； 一体
钟； K875.5 纸制 
曾侯乙墓； 测试； 青铜编钟； 史学工作者； 随州市； 音律； 春秋战国时期； 资料分析； 
考古工作； 实物资料； 纸制 
编钟； 编磬； 编配； 演奏； 音乐实践； 金石之声； 民族精神； K875.5 纸制 
曾侯乙； 编钟； 五音； 顺序； 道； 意涵； K875.5  纸制 
测音数据； 编钟律制； 比较分析； 可信度； J632.59 纸制 
郑荣达； 数理逻辑； 曾侯乙钟之编制； 考古学研究； 例证； K875.5 纸制 
曾侯乙编钟； 清商音乐； 音律； 形态结构； J609.2 纸制 
民族乐队；管弦乐队；交响化；曾侯乙编钟；音响特征；“点”；乐队编制；鼓
吹乐；“线”；管弦乐配器； J607 纸制 
曾侯乙编钟； 工尺谱； 谱字； 乐律学； K875.5 纸制 
鼓吹乐；编钟；音乐学院；武汉；谭军；乐系； J63 纸制 
秦始皇陵； 复原研究； 编钟； 秦王； 艺术性； 曾侯乙； 春秋战国时代； 
《史记· 秦始皇本纪》； 造型与纹饰； 错金银； J63 纸制 
无射； 大林； 纪之以三； 平之以六； 成于十二； J612.1  纸制 
曾侯乙编钟；下角；角之下角；两角对称；双角递进；三度定律； K875.5  纸制 
文物考察；双音钟；孔子；氏族社会；音乐文物；宫廷；田野作业；综合研究；内壁；民间音乐； 纸制 
材料；工艺；考古；民族；历史； J62  纸制 
曾侯乙；编钟；编磬；乐律学； 古乐器； 复制； 创作； 演奏技法； J63  纸制 
音乐形态； 同中音调； 三度音系； 反射对称； 平移对称； 旋转对称； J612 纸制 
大晟钟； 实物； 形制特点； 类型划分； 考古学研究； J63 纸制 
音乐文物； 部分地区； 文博部门； 河南省； 博物馆； 音乐考古； 龙门石窟； 
新石器时代早期； 骨笛； 郑韩故城； J69 纸制 
曾侯乙编钟； 文化区； 色彩区； 多元； 混融； 同化； 米文化； 冲要； K875.5 纸制 
曾侯乙编钟； 音乐表现； 特殊文化现象； 曾侯乙编钟； 音乐表现； 特殊文化现象； 区域文
化； 随州； 曾侯乙墓； 文化风格； 文化基础； 考古资料； 楚文化； 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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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不足 

 1、编钟艺实践的数据有待补充完善，例如演出
团体和文博、旅游系统的表演曲目还需要收集
整理； 

 2、相关创编曲谱收集不完整，有待补充，结集
出版。 

 3、数据库中编钟音乐的表演形式单一 ，复制
多，乐曲重复率高，创新少。 



展望 

 1、通过数据库深化编钟学术研究。 

 2、数据库的延伸：将学术成果音响化。 

（1）开发曾侯乙编钟铭文的乐理教材，使更多
学习者释读其乐理关系，让更多从事创作的人
了解古代双音编钟的音乐特性。 

（2）开发曾侯乙编钟音效软件，数据库中采样
编钟最佳音效，使创编者和学习者能够直接应
用。 

 3、尝试更多的乐器形制、乐队编制，加强乐曲
的选择和编配 。使古老的编钟等乐器在当代音
乐实践中焕发新的能量。  



各编钟乐队所使用编制以外乐器表 

（王友华统计）  
乐  队  名  称 乐     器 

湖北省歌舞剧院编钟乐团 筚篥  柳琴  琵琶  笛子  唢呐  抱笙          

东湖磨山编钟乐团 筝 笛子 洞箫  大锣  吊镲  牛角号  号筒        

宜昌三游洞楚塞楼巴楚音乐宫编钟乐团 笛子 洞箫 筝            

黄鹤楼楚乐宫编钟乐团 笛子 筝 洞箫  琵琶  木鱼  梆子  大钞锣 小鼓 

荆州市博物馆乐团 笛子  洞箫       

随州市博物馆乐团 小扁鼓  洞箫  筝        

湖北省博物管编钟乐团 竹笛  筝 琵琶 大钞锣 木鱼 小鼓  大鼓 吊镲    

武汉音乐学院编钟乐团（以2003年12月举
行的编钟音乐会为例） 

大堂鼓、抱笙、排笙、梆子、钞锣、小锣、铙
钹、吊镲、小钹、筝、梆笛、曲笛、唢呐、
管子、号筒 



 



 



 



郭店楚墓竹简于1993年
冬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
郭店一号楚慕，虽数经
盗扰，仍幸存有八百余
枚。共存730枚，大部分
完整，未拚合的小碎片
数量不多。郭店一号楚
墓位于纪山楚墓群郭店。 

楚简的文字是典型的楚
系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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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音樂文獻系列資料庫”擬主要包括：
“中國音樂古籍全文資料庫”、“中國音樂古
籍善本資料庫和“中國古譜資料庫”等系列。
該系列資料庫遵循中國傳統學術“即類求書，
因書究學”和“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原則展
示中國古代音樂文獻的全貌及其源流，重視吸
收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和音樂研究的綜合
成果，重視資料的整體性和原始品質，追求古
本之真與事實之真的統一。 

 



“中國音樂古籍全文資料庫”的經緯組織原則
是：縱向以“中國古代音樂史料長編”按朝代
展開音樂文獻，橫向以四部分類結構呈現，即
包括“經部·樂類”，“史部·正史音樂志、政
書音樂類”，“子部·藝術類、類書樂類”和
“集部·詞曲類”，其收書要吸纳大型叢書《續
修四庫全書》和出土音樂文獻、域外漢文音樂
文獻等的最新成果。全文資料庫具備逐字檢索
功能。 



“经部·乐类” 
    （如《乐记》《乐书》《乐律全书》《律
吕正义》《琴旨》等） 

   “史部”正史、政书音乐类 
    （如正史中16部乐志、8部律志，十通中的
音乐典章制度） 

    “子部·艺术类” 
 （如《琴史》、《松弦馆琴谱》、《溪山琴
况》等） 

   “集部·词曲类” 
（如《乐章集》、《白石道人歌曲》《顾曲
杂言》等） 
 



 “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于经；其讴歌末技、
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 

“经部·乐类”是“乐”的类属——“大乐” 

   “子部·艺术类”则是“声”的类属——“讴歌末
技，弦管繁声”的“杂艺”  

   “集部·词曲类”是“音”的类属——“乐府之余
音” 



“中國音樂古籍善本資料庫”主要根據《中國
善本書目》和《中國音樂書譜志》中提供的音
樂善本目錄，以及《續修四庫全書》、《中華
再造善本》等大型叢書列舉的音樂善本提供
PDF格式的圖文影印版式。 

 



书名 作者 影印版本 册数 

 
经 

部 

乐 

类 

乐书要录十卷(存卷五至七) 题(唐)武曌撰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日本宽政至文化间刻
佚存丛书本 

第113册 

律吕新书笺义二卷附八音考略一卷 
(宋)蔡元定撰; 

(清)罗登选笺义 

音乐研究所藏清乾隆刻本 第113册 

大乐律吕元声六卷大乐律吕考注四
卷 

(明)李文利撰; 

(明)李元校补 

浙江省图书馆藏明嘉靖十四年浙江布政
司刻本 

第113册 

雅乐发微八卷 (明)张敔撰 
国家图书馆分馆藏明嘉靖十七年孙沐刻
本 

第113册 

乐律纂要一卷 (明)季本撰 
浙江省图书馆藏明嘉靖十八年宋楫刻本 第113册 

乐典三十六卷 (明)黄佐撰 
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六年孙学古刻
本 

第113册 

乐经元义八卷 (明)刘濂撰 
浙江省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 第113册 

李氏乐书六种 

四圣图解二卷 

乐记补说二卷 

律吕新书补注一卷 

兴乐要论三卷 

古乐筌蹄九卷 

皇明青宫乐调三卷 

(明)李文察撰 

福建省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 第114册 

律吕正论四卷律吕质疑辨惑一卷 (明)朱载堉撰 
音乐研究所藏明万历刻本 第114册 

太律十二卷外篇三卷 (明)葛中选撰 音乐研究所藏明刻本 第114册 

大成乐律全书一卷 (清)孔贞瑄撰 
音乐研究所藏清康熙五十二年孔尚先刻
本 

第114册 

律吕新义四卷附录一卷 (清)江永撰 

华东师大图书馆藏清光绪崇文书局刻正
觉楼丛刻本 

第114册 

乐经或问三卷 (清)汪绂撰 
音乐研究所藏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第114册 

乐经律吕通解五卷 (清)汪绂撰 

音乐研究所藏清光绪九年婺源紫阳书院
刻本 

第115册 

乐器三事能言一卷 (清)程瑶田撰 
上海师大图书馆藏清嘉庆刻通艺录本 第115册 



 
子 

部 

艺 

术 

类 

琴操二卷补遗一卷 
 (汉)蔡邕撰(清)孙星
衍校辑 

華東師大圖書館藏清嘉慶十一年刻
平津館叢書本 

第1092册 

碣石调幽兰一卷 (南朝梁)丘明传谱 
清光緒日本東京使署古逸叢書影刻
唐寫本 

第1092册 

臞仙神奇秘谱三卷 (明)朱权辑 明洪熙刻本 第1092册 

太音大全集五卷 (明)袁均哲编 明刻本 第1092册 

重修正文对音捷要真传琴谱大全
十卷 

(明)杨表正辑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三年唐富
春刻積秀堂印本 

第1092册 

琴书大全二十二卷 (明)蒋克谦辑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八年刻本 
第1092 

-1093册 

太古正音琴经十四卷太古正音琴
谱四卷 

(明)张大命辑 

 
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及上海
圖書館藏明萬曆刻後印本 

第1093册 

西麓堂琴统二十五卷 (明)汪芝辑 華東師大圖書館藏抄本 第1094册 

万峰阁指法閟笺不分卷 (清)徐囗撰 上海圖書館藏藏稿本 第1094册 

大还阁琴谱六卷溪山琴况卷一 (清)徐囗撰 
華東師大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二年蔡
毓榮刻本 

琴学心声谐谱二卷 (清)庄臻凤撰 清康熙三年刻本 第1094册 

琴谱指法二卷 (清)徐常遇辑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七年年
希堯刻本 

第1094册 

五和斋琴谱八卷 (清)徐祺辑 清雍正二年周魯封刻本 第1094-95册 

治心齋琴學練要五卷 (清)王善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琴谱新声六卷指法一卷琴说一卷
鼓琴八则一卷 

(清)曹尚絅等辑 天津圖書館藏清乾隆九年刻本 
第1095册 

琴学内篇一卷外篇一卷 (清)曹庭楝撰 清乾隆刻本 第1095册 

琴律谱一卷 (清)陈澧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刻本 第1095册 

音调定程一卷弦徽宣秘一卷 (清)廖阗编辑 
浙江省圖書館藏清同治五年蕪湖繆
氏刻本 

第1095册 

与古斋琴谱四卷补义一卷 (清)祝凤喈撰 清咸豐五年浦城祝氏刻本 第1095册 

琴律指掌不分卷(一名琴律揭要) (清)娄启衍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四年
聽虛館刻本 

第1096册 

敦煌曲子谱一卷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唐五代寫本 第1096册 

敦煌舞谱二卷 
法國國家圖書館及英國國家圖書館
藏唐五代寫本 

第1096册 

魏氏乐谱一卷 (日)魏皓编 
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藏日本
明和五年(1768)書林芸香堂刻本 

第1096册 



 
集 

部 

词 

曲 

类 

劉知遠諸宮調十二卷(存卷一至卷三、卷十
一、卷十二) 

影印金刻本 
第1738册 

古本董解元西廂記八卷 (金)董解元撰 
明嘉靖刻本 

第1738冊 

太和正音譜二卷 (明)朱權撰 
民國九年影抄明洪武本 

第1747冊 

广辑词隐先生增定南九宫词谱二十六卷 
(明)沉麟撰; 

(清)沉自晋重定 

浙江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第1747册 

彚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不分卷 
(清)徐庆卿辑; 

(清)钮少雅订 

清抄本 
第1748册 

一笠庵北詞廣正譜十八卷附南戲北詞正謬
一卷 

(清)徐慶卿輯 (清)李玉
更定 

清青蓮書屋刻本 
第1748冊 

新编南词定律十三卷首一卷 (清)吕士雄等辑 
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
究所藏清康熙刻本 

第1751册 

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八十一卷闰一卷
目录三卷 

(清)周祥钰、邹金生等
辑 

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
究所藏民國十二年古書
流通處 影印清乾隆十一
年刻本 

第1753－
1756册 

纳书楹曲谱正集四卷续集四卷外集二卷补
遗四卷纳书楹四梦全谱八卷 

(清)叶堂撰 
清乾隆納書楹刻本 第1756－

1757册 

遏云阁曲谱不分卷 
(清)王锡纯辑; 

(清)李秀云拍正 

清刻本 
第1757册 



《四库》系列丛书中的音乐文献 

《说郛》 三种 

《丛书集成》 系列 

《古逸丛书》 

《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编辑。这是一部大型
古代戏曲作品总集。 

《善本戏曲丛刊》    台湾王秋桂主编，由台湾
学生书局从一九八五年开始刊行。 

《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佛教音乐史料汇集。
王昆吾、何剑平等编著。 

《道藏》中的音乐资料 

 



类书中的音乐史料 

《玉海》中的音乐资料 

《太平御览》中的音乐资料  

《事林广记》中的音乐资料 

《永乐大典》中的音乐资料 

《古今图书集成》的“乐律典” 清陈梦雷编撰 

 



http://jw.nju.edu.cn/xxjs/Courseware/Html/chap5/pages/5_1_2_5_2.htm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9%C5%BC%AE%B0%E6%B1%BE&in=6911&cl=2&cm=1&sc=0&lm=-1&pn=42&rn=1


中國古譜資料庫 

“中國古譜資料庫”涵蓋“中國古代樂譜長編”
以及琴譜、琵琶譜、俗曲、戲曲譜等類別的網
路結構。具體包括唐傳古樂譜《碣石調·幽蘭》、
敦煌樂譜等，宋姜白石自度曲旁譜、唱賺譜、
《玉音法事》譜，元南北曲譜，明清古琴譜、
琵琶譜、俗曲、戲曲譜和《弦索備考》、《九
宮大成南北詞宮譜》等大型集成樂譜，並附解
譯成果和藝術實踐探索，集圖、文、音、譜、
像多層信息重疊。 





“中國古代音樂文獻系列資料庫” 

“中國古代音樂文獻系列資料庫”將整合現有
音樂古籍文獻的資源，並通過链接現當代相關
音樂專業研究成果，打造成為中國古代音樂文
獻檢索與運用的綜合應用平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