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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对文物元数据标准设计的总体规划，为制定文物元数据标准的框架性指导原则。 

本标准从建立文物数字化保护元数据标准规范体系的总体框架角度分析了要满足对文物实体对象

和数字对象进行描述、组织、管理、服务与保存的需要，和支持文物信息化系统中信息资源的产生、加

工、组织、发布存储与管理时，在文物数字化保护元数据标准规范体系中应建立的各类元数据标准。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89）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大学。 

本标准起草人：肖珑、张俊娥、冯英、张岩。 

本标准是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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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元数据总则 

1 范围 

本标准从文物数字化保护的应用逻辑出发，建立文物数字化保护元数据框架体系、核心标准、描述

标准、管理保存标准及应用技术规范等，满足对文物实体对象和数字对象进行描述、组织、管理、服务

与保存的需要，支持文物信息化系统中信息资源的产生、加工、组织、发布存储与管理。 

2 术语与定义 

本标准规范采用下列术语和定义。 

2.1 文物数字化保护 Digital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使用数字化技术将文物、古迹的平面与立体信息、图像与符号信息、声音与颜色信息、文字与语义

信息、材料与结构信息等等，表示成数字量，以便于存储、展现、传播和利用，便于文物虚拟修复和再

现等文物保护，便于研究与普及。 

2.2 元数据  metadata 

是关于信息资源或数据的一种结构化的数据。  

2.3 描述元数据  descriptive metadata  

对信息资源本身的内容、属性及外在特征进行描述的元数据。 

2.4 管理元数据  administrative metadata 

对信息资源实施管理的元数据。 

2.5 保存元数据  preservation metadata 

对文信息资源实施存储和长期保存时需要的元数据。 

2.6 文物核心元数据  core element set for cultural heritage 

使用频率高的、共性的、可用于不同类型的文物信息资源描述的元数据。 

2.7 文物专门元数据  element set for a certain type of cultural heritage 

用来描述某一类文物信息资源的内容、属性及外在特征的元数据。 

3 文物数字化保护元数据总体框架 

在面向数字化保护的标准规范体系和文物数字化生命周期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互操作的、可扩展的

文物数字化元数据规范体系与总体框架，包括文物数字化标准规范与元数据、文物数字化对象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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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元数据体系、文物数字化保护元数据规范类型及其关系、文物元数据信息框架。 

3.1 文物数字化保护元数据体系 

说明元数据体系中的描述元数据，管理元数据，保存元数据，服务元数据在文物信息资源从采集、

加工整理、利用、保存到处置的生命周期中的作用，以及这些元数据之间的关系。为在不同类型元数据

标准的设计中元素的交叉和复用，不同元数据之间的相互链接和调用提供基础依据。 

3.2 文物数字化保护元数据应用体系 

元数据应用体系是对元数据结构，定义规范，扩展规则，著录规则，互操作规则等进行规定，以保

持元数据结构的一致性，为信息的有效组织、元数据之间的互操作、元数据的广泛应用和共享奠定基础。 

3.3 文物元数据信息框架 

建立文物数字对象的数据模型，对数字对象的内容信息、技术处理、服务管理和文物实体信息、其

他参考信息进行定义和描述。 

文物数字对象

数字对象的
内容信息

数字对象的
技术处理

文物实体信息 参考信息

基本信息

结构信息

采集参数

加工过程

存储转换

服务展示

长期保存

数字对象的服
务管理

管理活动

服务利用

文物类别 时间信息

空间信息

相关人物

相关事件

相关文献

管理文档

与其他数字
对象的关联

文物外观

其他属性

附件与附属物

版本管理

知识产权管理

 

图1 文物元数据信息框架 

4 文物数字化保护元数据标准 

4.1 描述元数据标准 

制定对文物内容、属性、外在特征进行描述的元数据框架体系及相关应用规则，为可移动/不可移

动文物元数据规范的设计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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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描述元数据框架体系 

4.1.1 文物核心元数据标准 

根据文物资源共同特点制定、可用于不同类型文物描述的元数据通用元素的集合。 

4.1.2 文物核心元数据标准应用指南 

使用核心元素集进行文物描述的指导性原则。 

4.1.3 文物描述元数据应用规范 

核心元素集基本内容结构、扩展规则，语义定义规则等。 

4.1.4 文物专门元数据设计规范 

为可移动/不可移动文物专门元数据的设计拟定，包括设计原则、设计流程、工作规范、文档规范、

应用规则等。 

4.1.5 文物元数据元素术语词典 

对与文物元数据标准设计中有关的术语进行解释与说明。 

4.2 可移动文物专门元数据标准 

根据文物数字化技术应用特征，对馆藏文物、流散文物等可移动文物进行分类，建立可移动文物分

类体系，针对可移动文物进制定专门的描述元数据规范。 

4.2.1 可移动文物专门元数据标准 

针对可移动文物具体对象进行描述的专门元数据规范。 

4.2.2 可移动文物专门元数据著录规则 

使用可移动文物具体对象专门元数据标准进行文物描述的指导性原则。 

4.3 不可移动文物专门元数据标准 

根据文物数字化技术应用特征，对古建筑、文物史迹、石窟寺等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分类，建立不可

移动文物分类体系，针对不可移动文物制定专门的描述元数据规范。 

4.3.1 不可移动文物专门元数据标准 

针对不可移动文物具体对象进行描述的专门元数据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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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不可移动文物专门元数据著录规则 

使用不可移动文物具体对象专门元数据标准进行文物描述的指导性原则。 

4.4 文物数字化保护管理元数据标准 

建立管理元数据框架，定义文物管理元数据元素集，以支持对各类型文物及其数字资源的管理需求，

支持对数字资源建设各环节的管理需求，包含对技术信息、知识产权、版权保护、权限控制、来源、数

字化过程、服务等与数字资源管理密切相关的内容；制定文物管理元数据应用指南。 

4.4.1 文物数字化保护管理元数据框架体系 

按照各类型文物及其数字资源的管理需求，建立支持文物数字资源建设各环节中包含对技术信息、

知识产权、版权保护、权限控制、来源、数字化过程、服务等与数字资源管理密切相关的内容的管理元

数据模型，为定义文物管理元数据元素集提供基础依据。  

4.4.2 文物数字化保护管理元数据规范 

按照文物数字化保护管理元数据框架体系，定义文物管理元数据元素集。 

4.4.3 文物数字化保护管理元数据规范应用指南 

说明使用文物管理元数据元素集进行文物描述的指导性原则。 

4.5 文物数字化保护保存元数据标准 

制定文物数字化保护保存元数据规范，研制保存元数据模型，定义文物保存元数据元素集，给出文

物保存元数据应用指南。 

4.5.1 文物数字化保护保存元数据框架体系 

建立支持和记录数字资源保存的处理过程的保存元数据模型，为定义文物保存元数据元素集提供基

础依据。  

4.5.2 文物数字化保护保存元数据规范 

按照文物数字化保护保存元数据框架体系，定义文物保存元数据元素集。 

4.5.3 文物数字化保护保存元数据规范应用指南 

说明使用文物保存元数据元素集进行文物描述的指导性原则。 

4.6 文物数字化元数据应用规范 

制定与元数据输入、处理、存贮、管理、发布、检索、交换等紧密相关的文物数字化保护元数据标

识体系、元数据编码规则、元数据封装/交换规范、元数据访问协议与元数据开放机制，为文物数字化

保护元数据管理系统的实现以及互联互通提供标准依据。 

4.6.1 文物元数据 XML Schema 

对元数据元素与结构进行定义和描述的语法和规则 

4.6.2 文物元数据封装与交换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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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封装模型、方法与策略，以及元数据的交换格式、映射表以及接口标准 

4.6.3 文物元数据访问协议 

元数据检索、获取协议 

4.6.4 文物元数据开放机制 

元数据开放规则与策略 

4.6.5 元数据命名规范及命名域 

规定各文物元数据规范中术语的命名域规则。 

4.6.6 文物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规范 

规定文物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的定义方式。 

5 文物分类体系 

元数据标准体系与文物分类体系紧密相关，类型众多的文物为文物数字化及元数据标准研制的科学

性、规范性、适用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在研制文物元数据标准之前，应对文物类型及其内涵与外

延进行研究。 

基于文物数字对象和实体对象的交叉维度研究。通过研究编制《文物分类体系》，为文物数字化保

护的知识体系建设、元数据标准的分类和应用范围的确定奠定基础。 

6 文物信息资源元数据设计原则 

文物信息资源元数据设计一般遵循如下原则： 

6.1 开放性原则 

a) 应尽可能复用或嵌套标准的或业界通用的元数据格式，没有充分的合理理由不应自行创建新的

元数据格式； 

b) 应选择适用于具体的资源类型和应用需求的元数据格式； 

c) 元数据体系实行开放扩展机制，允许在核心集基础上以规范方式进行扩展。 

6.2 模块化原则 

a) 元数据应包括描述信息，即对对象资源的外部及内容特征进行揭示的数据，支持资源的查找； 

b) 元数据应包括技术信息，即关于数字对象创建、使用的技术条件的数据，从而支持所描述的数

字对象的长期保存及可能的仿真或迁移处理； 

c) 元数据应包括管理信息，即关于数字对象使用过程中的存取权限、知识产权、保存控制等的数

据，从而支持对数字对象的有效管理； 

d) 不同类型的元数据可以分别在自己的模块中形成，然后通过一定的开放结构组织在一起，以适

应元数据交换、复用和动态定制等方面的要求。 

6.3 互操作原则 

元数据建立与应用应支持互操作，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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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立一个适用的开放的元数据体系框架模型，在结构、格式、内容编码体系等方面进行规范定

义，以尽可能达到系统结构的一致性，例如元数据内容描述应使用标准的内容编码体系，包括

主题或分类词表、资源类型、语种、国别或地区、日期或时期等，从而保障内容描述方式的标

准化和描述内容的可交换； 

b) 采用 XML标记语言和“资源描述框架”（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简称 RDF）进行

开放性描述和标准化封装，并在其中通过“命名域”的方式注明元数据来源，使元数据格式在

经过这样的描述和封装之后，可以方便地被其它系统兼容； 

c) 在具体的数据级别应用上，应易于建立与其他通用元数据格式的转换机制。 

6.4 其他原则 

a) 要考虑简单性与准确性；设计的元数据标准在著录实践时应比较简单，便于掌握，尤其要考虑

到著录人员除编目员外，更多的是相关专业人员，如书画专家、古籍专家等。但过于简单可能

导致著录不够精确，会降低检索结果的准确度。因此，同时考虑简单化和准确度，需要二者兼

顾。 

b) 要考虑实用性；制定元数据标准的目的是为了向用户更充分地揭示信息资源，在结构与格式的

设计、元素的增删、语法及语义规则的制定等方面都要尽可能从用户实际需要出发，对广大用

户的使用需求，包括检索习惯、对元数据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与传统检索工具的传承关系等因

素都应当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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