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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针对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中产生的元数据制定，为文物元数据建立信息模型。制定以文物实

体为基础、面向文物数字对象的元数据信息框架，建立描述元数据、管理元数据与保存元数据之间的关

联关系。 

主要内容包括文物数字化保护元数据的信息模型，以及各类元数据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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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英、张俊娥、李峰。 

本标准是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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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元数据信息框架 

1 范围 

本标准从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的角度出发，给出了给出了以文物实体为基础、面向文物数字对象的

元数据信息框架，建立描述元数据、管理元数据与保存元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适用于文物数字化建设

中的元数据标准的信息模型制定。 

2 术语与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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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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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类目  information theme 

文物数字对象在广义层面上要描述或记录的信息。 

2.7 信息组  information group 

文物数字对象及其所属文物实体某一特定主题的信息内容。 

2.8 信息单元  information unit 

具体的一个元数据元素。 

3 文物元数据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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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数字化保护是以数字化的手段尽可能将文物的信息保存下来，达到保护的目的，是指通过采集

实体文物数字信息，构建文物数字资源，并对文物数字资源进行加工、存储、传输、交换与服务的完整

过程。 

在数字环境下，文物业务工作的对象不局限于传统的文物实体本身，而是以实体文物为基础，扩展

到对文物的数字化对象的管理、研究和服务，具体涉及到文物数字化对象的采集、数字化对象的加工、

数字化对象的管理和保存、文物的数字化展示、服务等。文物的数字化对象可能是文物实体形态的如实

展现，也可能是经过数字化修复、加工或处理后的一种呈现，文物的数字化对象可以看作是文物实体在

视觉上的替代物。文物的数字化对象主要包括二维图片、三维图像、音频、视频以及数字化文本等。 

文物数字化业务活动中所产生或涉及的信息记录和反映了描述文物及其数字对象的基本信息、管理

信息、服务展示信息，以及文物数字对象的技术采集、加工、转换、保存等信息，需要由文物元数据进

行记录和管理。 

4 文物元数据信息框架 

文物元数据的信息框架是文物数字化对象的数据结构模型，目的是将不同的元数据进行映射对应，

展示元数据之间的组织关系，以组合所有的元数据在统一的架构基础上，解决系统之间的互操作问题。 

文物元数据信息框架给出了文物数字化对象在数字生命周期中需要记录的信息，内容涵盖了描述、

管理、保存元数据，以数字对象为主，辅以文物实体的信息。采用“信息类目-信息组-信息单元”三级

模式来描述，如图1所示。 

 
图1 文物元数据信息框架 

一、信息类目 

信息类目给出了文物数字对象在广义层面上要描述或记录的信息，可以理解在广义层面所关注的文

物数字对象的内容与信息。大体分为5个类目： 

1.数字对象内容信息：主要给出数字对象所揭示的内容、结构以及与其他数字对象的关联信息。 

2.数字对象技术处理：主要给出文物在数字化采集、加工、存储、展示等环节所做的技术处理与相

关参数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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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字对象服务管理：主要给出对文物数字对象所进行的业务管理、利用情况、版本及权利管理信

息。 

4.文物实体信息：文物数字对象所对应的文物实体信息，包括文物类别、外观特征、计量、附件与

附属物、来源与现状、材质、功用、技法等信息。 

5.参考信息：主要给出与该文物相关的信息、文献等，如与文物相关的时空信息、事件、人物、研

究论著与文献、管理文档等。 

 

二、信息组 

信息组给出了文物数字对象及其所属文物实体某一特定方面的信息内容。 

5个类目下共有22个信息组，分别是： 

1.数字对象的内容信息：内容信息、结构信息、与其他数字对象的关联； 

2.数字对象的技术处理：采集参数、加工过程、存储转换、服务展示、长期保存； 

3.数字对象的服务管理：管理活动、服务利用、版本管理、知识产权管理； 

4.文物实体信息：文物分类、文物外观、其他属性、文物群属关系； 

5.参考信息：时间信息、空间信息、相关人物、相关时间、相关文献、管理文档。 

表1 文物元数据信息类目与信息组 

 
信息 

类目 
信息组名称 说明 

1  

数字对象

内容信息 

基本信息 

指该文物数字对象的基本描述信息，如所描述的内容。例：一

个瓷瓶的全景二维图像，其内容信息指的是瓷瓶的简单信息，

具体信息则在“文物实体信息”中描述；若一个二维图像是关

于瓷瓶上的图画的局部细节，则给出对该图画的描述 

2  结构信息 

对复合数字对象而言，在此给出构成复合数字对象的各数字对

象之间的顺序关系。例一幅壁画在数字化采集时分为 9 部分采

集，生成了 9 个二维图像文件。则在此说明 9 个二维图像所对

应文物实体部分的位置及顺序关系 

3  关联数字对象 

与该数字对象有关联的数字对象及其关联关系。如揭示同一文

物的不同部件或方位的数字对象或不同版本的数字对象之间的

信息 

4  

数字对象

技术处理 

采集参数 数字化采集过程中所做的技术处理及相关参数 

5  加工过程 数字化加工过程中所做的技术处理及相关参数 

6  存储转换 
文物数字对象的存储过程与相关参数，以及格式转换等处理及

参数 

7  服务展示 
基于服务展示目的，对文物数字对象所做的技术处理及相关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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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长期保存 
基于长期保存目的，对文物数字对象所做的技术处理及相关参

数 

9  

数字对象

服务管理 

管理活动 对文物数字对象所进行的管理活动的记录 

10  服务利用 对文物数字对象在服务和利用方面所做活动的记录 

11  版本管理 对数字对象的版本管理活动记录 

12  权利管理 描述文物数字对象的知识产权信息、访问权利管理信息 

13  

文物实体

信息 

文物类别 依据文物的某一属性进行归类的文物所属类别信息 

14  外观与计量 对文物外观形态、完整程度、尺寸、题识/标记等方面的描述 

15  附件与附属物 对文物附件与附属物信息的描述 

16  来源与现状 对文物来源方式与时间、现状的描述 

17  其他属性 
对文物所含其他属性信息的描述，如材质、构造、工艺技法、

内容所蕴含的主题、创作等信息 

18  

参考信息 

时间信息 与文物实体相关的时间信息，如文物年代、出土时间等 

19  空间信息 与文物实体相关的空间信息，如出土地点等 

20  相关人物 与文物相关的人物信息 

21  相关事件 与文物相关的事件信息 

22  相关文献 与文物相关的研究论著、声像资料等文献信息 

三、信息单元 

信息单元即具体一个元素，一个信息条目。 

本标准只规定文物元数据所应涵盖的信息内容，并不对具体信息单元进行定义，具体的信息单元由

相应的元数据标准制定。 

 

5 文物元数据之间的关系 

根据文物数字化保护元数据体系，文物元数据包括以下几种： 

（1）描述元数据。用来反映文物实体（如壁画、瓷器、古籍等）及其数字对象的内容、属性，以

及文物实体的外在特征等特性。如文物数字对象的名称、识别号、创建时间与创建者等；文物实体的名

称、所在位置、类别、年代、创建者、材质、功能、题材、工艺技术、管理机构等。 

（2）管理元数据。表现文物数字对象管理过程中的相关信息。管理活动贯穿数字对象采集活动、

数字资源管理活动等过程，涉及文物数字对象的采集、加工转换、利用及管理过程中的技术信息及相关

信息。如文物影像资料的格式、规格、采集时间、数字化设备、软件及其版本、采样率、压缩方法、技

术处理过程；所有权属、各环节的相关责任人、信息记录的创建时间和修改日期、权限管理信息、数字

对象利用或调用记录等。 

（3）保存元数据。记录服务于数字对象长期保存与有效利用的目的、而对数字对象进行保存管理

相关的信息，包括数字对象的来源出处、数字对象相关的技术信息与环境描述、以及权利管理信息等。 

完整的保存元数据需要包含揭示数字对象上下文或意义的描述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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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元数据的作用与所含内容，元数据与表1中的信息类目与信息组的对应如下：  

信息类目“数字对象内容信息”中的信息组“基本信息”及“关联数字对象”，信息类目“文物实

体信息”与“参考信息”，体现在文物描述元数据中。文物实体信息，如文物类别、外观与计量、附件

与附属物、其他属性等，是文物数字化的对象和基础。对文物实体的参考信息，包括时间信息、空间信

息、相关任务、相关事件、相关文献等，与文物实体密切相关，属于文物实体的附加信息，是文物描述

元数据的组成部分。 

信息类目“数字对象技术处理”和“数字对象服务管理”分别记录文物实体在数字化采集、加工、

存储转换、服务展示、利用和长期保存所做的技术处理与管理活动，体现在管理元数据和保存元数据中。

信息类目“数字对象内容信息”中的信息组“结构信息”属于管理元数据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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