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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获批教育部、国家语委 

甲骨文研究与应用专项科研项目立项 

2018 年 3 月 23 日，从国家语委科研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

实验室主任刘永革教授主持的“基于文本和图形语义融合的甲骨文辅

助考释研究”获批教育部、国家语委甲骨文研究与应用专项科研项目

立项，获批资助经费 80 万元。 

该项目由河南省甲骨文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厦门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共同

申报。课题研究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甲骨文考释模型，设计合适的

整体释读模型，以获得未解读甲骨字的（若干）考释候选，并把这

些结果提供给甲骨文专家进行验证或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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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审核通过三项校外开放课题项目 

根据《河南省省级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实施细则》第二

十三条规定，河南省甲骨文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必须积极开展对外

合作与学术交流，根据研究方向设置开放基金和开放课题。自 2017

年实验室的开放课题申请指南公布至今，经过申请学术委员会审核

讨论，其中来自中科院自动化所的张恒博士申请的《甲骨文自动识

别系统中的关键技术研究》、华南理工大学的黄双萍博士申请的

《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甲骨文检测和识别》、江西科技师范大

学的杨贞博士申请的《基于深度学习的甲骨文部首识别研究》等三

项申请项目审核通过，每个项目获得 3 万元的实验室经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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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获两项 2018年度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资助 

按照“十三五”科技发展的总体思路，结合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任务要求，省科技厅下发了《河南省二○一八年科技发展计

划》，实验室成员熊晶、焦清局两位老师的项目获批。从省科技厅

获悉，熊晶老师的《基于汉字基因本体的汉字文化大数据平台建

设》（项目编号：182102310039，资助经费为 10 万元）、焦清局老

师的《大规模网络下未知甲骨字模糊语义研究 》 （项目编号：

182102310920）获批 2018 年度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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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进行甲骨文献图书整理工作 

为加强实验室的图书资料管理，尤其是为正在建设的甲骨文献数

字化建设平台提供帮助。实验室主任刘永革教授提出了对实验室现有

的图书资料进行统计分类。2018 年 4 月 15 日起，通过近一周时间，

完成了近千本甲骨文献图书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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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和中国知网进行甲骨文献数字化技术交流 

 

2018 年 4 月 17 日，同方知网（北京）公司技术人员应邀来实验

室进行甲骨文献数字化技术交流。针对甲骨文文献进行数字化处理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双方就各个细节问题进行逐一讨论。同方知网的技

术人员将自己的一些研发经验进行分享，并就甲骨文的知识服务平台

建设给出了一些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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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成员赴北京进行甲骨文献管理项目调研 

 

2018 年 5 月 4 日，实验室成员就甲骨文献管理项目在同方知（北

京）公司进行交流。在了解该公司的背景，参观了同方知网的文献数

字化服务流程，各成员很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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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上午由刘永革教授带队，实验室成员熊晶、高峰、吴琴霞和

杜燕军老师参加了和同方知网公司的具体 13 个问题的讨论，双方在

许多方面达成了一致并期待后期的进一步的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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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和复旦大学合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合作 

进行甲骨 DNA 测试研究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精神，积极探索甲骨文“绝学”研究的新技术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实验

室和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古 DNA 分析室）达成

一致，计划合作开展殷商甲骨残片的古 DNA 研究，对考古挖掘的无

字甲骨片 DNA 序列信息进行采集，期望以分子生物学方法实现甲骨

残片个体识别，为甲骨片复原、甲骨片缀合等重大学术研究提供科学

数据支持。 

在甲骨文识别和文本整理中传统的基于文本内容、语义的甲骨文

缀合、计算机甲骨文缀合存在着缀合效率低、成功率低，完整的甲骨

卜辞少，严重影响了甲骨文语义分析的可信度，制约了甲骨学的深入

研究、甲骨字的破译，故实验室拟委托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古 DNA 分析室）对发掘的甲骨残片利用分子生物学的方

法采集 DNA 序列信息，以期建立甲骨残片的个体识别方法，开拓甲

骨学研究的新方法、拓展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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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召开课题任务和科研奖励办法讨论会 

 

  5 月 16 日下午，实验室召开了甲骨文信息处理研究相关课题任

务和科研奖励办法讨论会，会议由实验室主任刘永革教授主持，实验

室的部分成员参加了会议。刘永革教授介绍了河南省甲骨文信息处理

重点实验室的建设目标和任务，介绍了教育部甲骨文信息处理创新团

队的计划任务，强调实验室成员搞科研要有时间观念，有团队意识和

奉献精神，同时就论文、项目等科研奖励办法进行讨论。 

 

 

  



10 
 

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运富来访 

4 月 15 日下午，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一

行来实验室访问交流。在和义楼 613 会议室，实验室主任刘永革教授

对李运富教授一行表示欢迎，介绍了实验室关于甲骨文信息处理研究

的基本情况，双方分别从不同角度就文字研究尤其是古文字研究方面

进行了探讨，并表示日后要加强交流和合作，争取在更多层面形成双

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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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成员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调研 

 

4 月 4 日下午，实验室主任刘永革教授、实验室成员熊晶和高峰

老师陪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实验室特聘“殷都学者”宋镇豪研

究员一同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进行调研。在宋先

生的指导下，实验室成员和考古研究所人员进行了多方面的交流，尤

其是在科技考古方面，双方都表示要通力合作，实现甲骨文信息处理

研究和科技考古研究的资源共享和共建共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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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硬件建设基本完工 

5 月中旬，位于我校文博楼南楼的四层和五层的“河南省甲骨文

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硬件装修在学校领导和各个相关部门的紧密配

合下已经基本完工，随着五月底家具到位，新实验室即将投入使用。

新实验室主体在文博南楼四层，主要包括图书资料室、成果展示厅、

甲骨文数字化工作室、三个研究方向工作室、研究生工作室以及一个

休闲讨论室，整体装修风格以现代简约为主，建好的实验室将会为实

验室成员提供更为舒适的工作环境。 

（实验室正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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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成员讨论区） 

 

（实验室成果展示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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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图书资料室） 

 

 

（实验室研究生工作区） 

 



15 
 

（实验室成员休憩讨论区） 

 

（教师工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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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实验室主任刘永革教授赴南京进行甲骨文献 

数字化处理技术调研 

 

针对甲骨文献数字化处理过程中的难点，实验室成员进行了多次

讨论。通过多方了解，获悉南京展望有限责任公司在文献数字化方面

具有不俗业绩，行业内有一定影响力。为此，2018 年 1 月 17 日，刘

永革教授和高峰老师前往南京展望公司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和南京展

望公司的技术和研发人员交流，了解了专业的文献数字化处理过程，

双方还就甲骨文献数字化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此次讨论，不仅为实验室的甲骨文数字化研究方向提供了更多帮

助，通过了解实体公司的运营和管理也为实验室日后的科学管理带来

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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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主任刘永革去北京和宋镇豪讨论甲骨文大数据建设 

    3 月 11 日上午，实验室主任刘永革教授和实验室成员高峰老师

前往北京和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宋镇豪研究员讨论甲骨文大数据建

设问题。宋镇豪研究员作为实验室的特聘专家，对实验室的内涵建设

给予了很大帮助。2019 年是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故在甲骨文大数

据建设方面，宋先生表示整理甲骨文献的时间节点截止到 2019 年。

在甲骨文大数据建设方面，分别从甲骨文字库建设、甲骨文献的数字

化服务平台建设等给出了非常具体的描述，并表示他将全力配合实验

室进行甲骨文大数据建设，也勉励实验室成员要有信心，不可半途而

废，坚持做下去，多方考察，科学论证，争取把实验室建设为甲骨学

研究的数据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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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镇豪来安阳向校长黑建敏汇报 2019 年举办甲骨文大会的

事宜 

  为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内涵建设，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学部委

员宋镇豪研究员受邀来实验室指导工作。作为我校“殷都学者”和实

验室的外聘专家，宋先生对实验室建设给予了巨大帮助。2018 年 4 月

3 日，宋先生再次为实验室赠书，并提供了近 30G 的甲骨文献电子资

源，涉及四千余种电子版的图书资料，极大丰富了实验室的甲骨文文

献资源。 

 

4 月 4 日上午，宋先生和实验室主任刘永革教授就 2019 年举办

“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筹备工作和我校校长黑建

敏教授进行协商，黑校长提出完全支持宋先生的筹备方案，并表示学

校尽最大努力支持，同时也表示实验室要全力配合宋先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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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甲骨文数字化小组讨论 

5 月 2 日下午，甲骨文数字化小组进行讨论，主要议题是甲骨文

的文献知识服务平台建设问题。讨论会由刘永革教授主持，熊晶、高

峰、吴琴霞、杜燕军及张瑞红老师参加了讨论。结合同方知网公司的

建设方案，从甲骨文的语义层面、字库建设、文献出版和服务等方面

进行了有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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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亚洪来安阳商谈实验室工作 

 

4 月 10 日，实验室特聘我校“殷都学者”、天津大学博士生导师

韩亚洪教授特别来校就实验室建设和发展和实验室成员进行交流。韩

亚洪教授从实验室运作管理、项目申请、论文发表和实验室内涵建设

等多个层面和实验室成员进行深入交流，并就自己的一些经验和体会

和大家分享，在实验室建设的一些具体细节上谈了更多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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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成员仇利萍顺利通过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博士后面试 

2018 年 5 月 16 日上午，实验室成员仇利萍博士参加了中国社会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入站面试，并获录为项目博士后。合

作导师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甲骨文研究专家宋镇豪研究员，

拟合作项目为《120 年来甲骨文献类目汇整》。 

《120 年来甲骨文献类目汇整》，为迎接甲骨文发掘 120 周年献

礼之作。该项目拟汇集自 1899 年殷墟甲骨文发现迄至 2019 年 6 月以

前一百二十年间海内外所有公开或正式发表的关于甲骨文与商代史

之专书论文，并按甲骨发现、甲骨综论、甲骨著录、甲骨研究、专题

分论、甲骨类编、书刊评介、其他杂著、学人传记、附录共十大类进

行编纂著录。同时，为方便甲骨文研究学者的查阅，宋镇豪研究员授

权实验室独立承担该项目数据库建设，目的在于为学术界贡献一个高

容量、全方位的学术资料数据库，以期推动今后甲骨学及与甲骨文相

关的语言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 

仇利萍，实验室主要成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在《图书

馆理论与实践》、《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发表论文

数篇。出版独著《国语通释》（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1 部，参

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阶段性成果《廖平全集》1 部。主持全国高

校古委会直接资助项目 1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1 项、河南省

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 1 项、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项目 1 项。获得地厅级及以上学术表彰奖励 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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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柳长青教授来实验室讲学 

 

5 月 18 日上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柳长青教授应邀来实验室讲

学。在和义楼 514 房间，柳长青教授作了题为“西夏文数字化研究”

的学术报告。甲骨文信息处理河南省重点实验室成员、计算机与信息

工程学院部分师生聆听报告。 

报告中，柳长青教授从西夏文的背景知识谈起，分享了自己近年

来对《俄藏黑水城文献》进行数字化处理，利用数字化的西夏文字、

辞书文献建立西夏古籍字库等的经历，重点介绍了建立西夏文献数据

库和对西夏文献进行数字化整理的技术与方法，并现场演示了研发的

在线西夏文电子字典、“夏汉通”西夏文输入法、西夏文字识别测试、

西夏文数字化处理平台、西夏研究网站等软件。 

报告结束后，柳长青教授就甲骨文数字化处理等问题同现场师生

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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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7 日下午，柳长青教授参观了我校汉字文化体验馆和甲骨

文信息处理河南省重点实验室。 

柳长青，教授，中国计算机学会高级会员，中文信息专委委员。

主要从事西夏文数字化研究工作，1999 年设计制作了国内首个西夏

文字处理系统及西夏文电脑字库，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教育部留学基金项目多项，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电子出版物提名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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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甲骨文研究院揭牌 

2018 年 5 月 6 日，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研究院、中国殷商文化

学会甲骨文艺术研究院揭牌仪式暨庆祝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大美甲

骨文”国际甲骨文书法篆刻艺术大展活动仪式在文博南楼举行。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名誉会长王宇信研究员,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主

任徐义华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陈楠教授，北京工业大学杨苗

教授、中国文字博物馆副馆长、甲骨文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李俊国研究

员，殷墟博物苑原主任、甲骨文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杜久明研究员, 中

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甲骨文艺术研究院院长张坚教授，我校副校

长孙金伟教授及历史与文博学院部分师生参加仪式。 王宇信、孙金

伟共同为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研究院、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甲骨文艺术

研究院揭牌。王宇信研究员宣布庆祝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大美甲骨

文”国际甲骨文书法篆刻艺术大展活动启动。 仪式结束后，有关领

导、专家实地考察了我校汉字文化体验馆和考古文物整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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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参与汉语海外传播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期末验收 

5月 24日，我校汉语海外传播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进行期末验收。 

 

中心负责人姚远峰教授向与会专家和领导介绍了中心自成立以

来的各项工作进展，报告会后，莅临的专家肯定了汉语海外传播河南

省协同创新中心的成绩。作为协同创新中心的主要成员，甲骨文信息

处理实验室的一些工作也得到了更多专家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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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成员熊晶老师参加全国高校 Python语言与计算生

态教学研讨会 

为进一步推动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的建设，组织该课程的

教学改革试点工作，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教育部高等学

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于 2018 年 4 月 14-15 日在济南召开第二届“全国高校

Python 语言与计算生态教学研讨会”，会议由济南大学、CMOOC 联

盟山东省工作委员会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承办。 

此次会议以人工智能应用与 Python 语言教学为主题，围绕大学

程序设计及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培养课程，开展Python课程教学方案、

课程案例、Python 计算生态等教学研讨，对选修课/必修课的开设和

组织、教学实施过程经验、教学案例及 2018 年相关教学改革方向等

进行深度交流。 

实验室成员熊晶老师参加此次会议。 

 

大会中，诸位专家、学者就“新工科”背景下计算机及相关专业

办学目标、定位、模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 2018 年教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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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方向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会教师就基于 Python 语言下计算生态

教学方案、教学形式、教学实施经验以及教学效果进行了深入广泛的

讨论和交流。 

通过参加此次会议，及时了解全国计算机类专业教育的实况，准

确地把握国家计算机类专业教育发展方向，为我校进一步办好计算机

类专业明确方向，同时也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实验室后继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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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朱彦民教授来校讲学 

 

5 月 6 日，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朱彦民

教授应邀来校讲学。在逸夫图书馆一楼学术报告厅，朱彦民教授作了

题为“从甲骨文说到中国文化自信”的学术报告。包括泰国留学生在

内的师生代表 200 余人聆听了报告。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

杨相谦主持报告会。 

朱彦民教授结合自己长期从事甲骨文研究的经历和成果，系统讲

述了甲骨文的发现过程和文化价值。他认为，甲骨文是目前已知中国

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记载了殷商社会的历史和文化，是中华文化宝

库中的璀璨明珠。甲骨文以实物形态保存和呈现了我国悠久的历史文

明，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从甲骨文一脉相承发展到今天的汉字，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

了坚实的载体和重要保证，为实现国家统一和多民族融合发挥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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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朱彦民教授指出，当今的甲骨文和甲骨学研究还不能很好地适应

新时代的要求，研究内容缺乏全面系统的规划，在服务社会需求，扩

大甲骨文的认知度和影响力方面也比较薄弱，对甲骨文所蕴含的历史

和文化价值的认识还远远不够。通过加强甲骨文研究来挖掘和阐释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展现中华文明的精髓是新时代赋予我们

的新使命。他寄语现场师生要做好甲骨文的研究保护和人才培养等工

作，使“绝学”不绝，“冷门”不冷，为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注入

力量。 

报告结束后，朱彦民教授与现场师生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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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成员熊晶老师受邀参加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知识工程

与分布智能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 

5 月 18 日至 20 日，2018 年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知识工程与分布智

能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暨大数据知识工程论坛在衡阳师范学院成功

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国内 30 余所高校的

知名专家学者 50 余人参加会议。实验室成员熊晶老师受邀参加。 

 
 

5 月 18 日晚 8 点，在衡阳市西湖饭店七楼一号会议室，中国人

工智能学会知识工程与分布智能专业委员会进行换届选举，会议产生

常委会和新一届专委会领导。 

在随后进行的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知识工程与分布智能专业委员

会工作会议，专家们对白皮书的撰写和 NCIIP2019 会议进行讨论部署。 

5 月 19 日下午 3 点，举行“CAAI 人工智能走进校园”系列讲座。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知识工程与分布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深圳大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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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照教授对“CAAI 人工智能走进校园”活动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在本

次会议中，来自河北大学的翟俊海教授、北京邮电大学石川教授、深

圳大学的崔来中博士、山西大学郭虎升博士分别作题为《基于模糊积

分集成极限学习机的两类非平衡大数据分类》、《Heterogeneous 

Information Network based Recommendation》、《基于机器学习的智

能化网络技术》、《大数据时代的机器学习优化建模》的报告。中国

人工智能学会知识工程与分布智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何

青教授在会上作总结发言，他对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知识工程与分布智

能专业委员会的年度工作进行了总结，并感谢四位专家的精彩报告。 

此次会议，对实验室的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及应用发展有着极大

的推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