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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类文物元数据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石刻以及石刻数字化保护产生的数字资源的描述元数据，以规范石刻数字化保护元数

据在功能、数据结构、格式、语义、语法等方面的一致性和整体性，为石刻领域与其他系统或数字图书

馆的互操作和数据共享提供支持。 

本规范适用于描述石刻原件及石刻数字化后的数字化资源，也适用于记录数字化过程中的部分描述

元数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下列标准文件中包含的条款通过本规范规范的引用而成为本规范规范的条款。 

CDWA List of Categories and Definitions 

<http:www.getty.edu/research/publications/electronic_publications/cdwa/definitions.pd

f>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行业标准WW/T 0020-2008文物藏品档案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行业标准WW/T 0017-2013馆藏文物登录规范》 

《博物馆藏品信息指标体系规范（试行）》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定名标准》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分类标准》 

《GB/T 4880.2-2000 eqv ISO 639-2:1998语种代码代码第2部分：3字母代码》 

《GB/T 7408-2005/ISO 8601:2000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信息交换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DCMI Metadata Terms. [DCMI-TERMS]. <http://dublincore.org/documents/dcmi-terms/> 

DCMI Namespace Policy. [DCMI-NAMESPACE] 

<http://dublincore.org/documents/dcmi-namespace/> 

中国文物分类主题词表（正在建设中）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3 术语和定义 

本规范采用下列术语和定义。 

3.1 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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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上石刻包括一切经人类凿刻过的石质文化艺术品，传统的石刻研究只是石铭刻研究。石刻包括

刻石、碑碣、摩崖、墓志、塔铭、经幢、造像、画像、法帖、建筑物附属零散铭刻等。通过砖瓦陶等方

式产生的类石刻文物，可参照石刻相关元数据著录。 

3.2 石刻数字化保护 

石刻数字化方式包括平面扫描、平面拍摄、3D扫描、3D建模、录影、录音等方式，数字化保护的记

录内容又因石刻类型、风格、用户需求有所区别。 

4 元素集说明 

在本规范中，元素名为英文，标签为中文。根据 DCMI 命名域政策[DCMI-NAMESPACE]，元素名

（name）应附加于 DCMI 命名域的 URI 后，构成统一资源标识符，作为该元素的全球性唯一标识符。 

一般而言，每一元素均为可选，且可重复。但作为石刻数字化保护元数据，石刻名称是必备的，石

刻识别号如果有也是必备的。 

本规范所有元素均为非限制性的，如果在特定的项目或应用中使用，可进行必要的扩展，并增加使

用说明。本规范中的元素描述及示例中有可能涉及扩展描述。 

本规范中的标签只是元素名的一个语义属性，在具体的应用领域，为突出资源的个性和元数据的专

指性，更好地体现该元素在具体应用中的语义，允许赋予其适合的标签，但语义上与原始定义不允许有

冲突、不允许扩大原始的语义。 

本规范定义的所有元素与顺序无关。同一元素多次出现，其排序可能是有意义的，但不能保证排序

会在任何系统中保存下来。 

建议特定项目或应用中的其他元数据规范建立与本元数据规范的映射以便数据转换，以本规范中的

元素集为核心扩展元素应遵循元数据设计规范，以保证不同类型资源对象的元数据规范间的互操作性。 

为促进全球互操作，很多元素描述建议其元素的值取自受控词表。同样，为了某些特定领域内的互

操作性，也可以开发利用其他受控词表。 

为了便于理解与使用，每一元素后增加一些示例，说明其具体用法，但元素的使用当不限于示例所

举。 

为规范元素及修饰词等术语的定义，本规范所有元素术语的定义借鉴 DCMI 术语的定义方法以及

ISO/IEC 11179 标准，按以下 15 个方面定义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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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元数据术语定义属性表 

序号 属性名 属性定义 约束 

1 标识符（Identifier） 术语的唯一标识符，以 URI 的形式给出 必备 

2 名称（Name） 赋予及术语的唯一标记 必备 

3 出处（Defined By） 一般给出定义术语(特别是给出术语“名称”与“标识符”)

的来源名称及来源的 URI。如无来源名称与 URI，也可以是

定义术语或维护术语的机构名称。或者也可以是书目引文，

指向定义该术语的文献 

必备 

4 标签（Label） 描述术语的可读标签 必备 

5 定义（Definition） 对术语概念与内涵的说明 必备 

6 注释（Comments） 关于术语或其应用的其他说明，如特殊的用法等 可选 

7 术 语 类 型 （ Type of 

Term） 

术语的类型。其值为：元素、元素修饰词和编码体系修饰词 必备 

8 限定（Refines） 在定义元素修饰词时，在此明确指出该术语修饰的元素。一

般给出所修饰元素的名称，推荐同时给出 URI 

有则必备 

9 元素修饰词（Refined 

By） 

在定义元素时，在此项中给出限定此元素的元素修饰词。一

般给出元素修饰词的名称，推荐同时给出 URI 

有则必备 

10 编 码 体 系 应 用 于

（ Encoding Scheme 

For） 

在定义编码体系修饰词时，在此给出该术语修饰的元素。一

般给出所修饰元素的名称，推荐同时给出 URI 

有则必备 

11 编 码 体 系 修 饰 词

（Encoding Scheme） 

在定义元素时，如果元素有编码体系修饰词，在此给出编码

体系修饰词，一般给出术语的名称，推荐同时给出 URI 

有则必备 

12 数据类型（Datatype） 术语允许取值的数据类型 可选 

13 版本（Version） 产生该术语的元数据规范版本 可选 

14 语言（Language） 说明术语的语言 可选 

15 频次范围（Occurrence） 术语使用的频次范围。采用区间的表示方法：[min, max]，

同时包括了对必备性和最大使用频次的定义。min=0 表示可

选；min=1 表示必备；max=10 表示最大使用频率为 10 次；

max=使表示最大使用频次没有限制 

可选 

 

为了便于广泛使用，元数据标准定义应尽量规范，上述 15 个属性固定取值如下： 

 版本：1.0 

 语言：中文 

 数据类型：字符串 

 频次范围：一般不限，为[0, ∞]，以上有特殊说明的除外。 

5 元数据元素表 

石刻数字化保护元数据元素由 22 个元素组成，部分元素包含有元素修饰词及编码体系修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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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石刻描述元数据元素表 

序

号 
元素名 元素修饰词 

编码体系修

饰词 
英文名 定义 

1 
文物类

型 

 中国文物分

类主题词表 workType 

在正式的分类架构下，依据类似

的特征如质地、功用等将文物归

类。 

国家文物局普

查分类 

 

SACHclassificat

ion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行业标准WW/T 0017-2013 馆藏

文物登录规范》和《第三次全国

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分类标

准》对文物分类。 

本地分类  localClassifica

tion 

按照本地石刻现行分类办法确

定的石刻分类名称。 

2 名称 

  
title 

经审核认定的石刻科学、准确、

规范的名称。 

原名  formerTitle  
石刻在现收藏单位《博物馆藏品

总登记账（文物）》的原有名称。 

其他名称   otherTitle  
石刻曾使用的其他名称，可以是

其他语种译名或简称、俗称等。  

首题  firstTitle 
碑文首行题刻的碑石名称，或法

帖每卷首行题刻的法帖名称。 

额题  headTitle 碑额处题刻的碑石名称。 

阴首题  
reverseSide 

Title 
碑阴文首行题刻的碑石名称。 

阴额题  
reverseSide 

HeadTitle 
碑阴额处题刻的碑石名称。 

盖题  coverTitle 墓志盖上题刻的墓志名称。 

中题  middleTitle 碑石中部题刻的碑石名称。 

尾题  endTitle 碑文结尾处题刻的碑石名称。 

3 
文 物 识

别号 

  identifier 石刻的唯一识别编号 。 

总登记号   
generalRegistra

tionNumber 

石刻在现收藏单位《博物馆藏品

总登记账（文物）》的登记号或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

动文物登记表》的不可移动文物

的编号。 

其他本地号   
otherLocalNumbe

r 

现收藏单位赋予石刻的其他本

地号，如排架号、分类号等。  

4 
所 在 位

置 

  currentLocation 石刻的当前收藏地点或石刻所

在地理位置。 

地理名称 
中国行政区

划；世界各

geographicLocat

ion 
石刻所在的地理位置名称。 



XX/T XXXXX—XXXX 

5 

国和地区名

称等 

管理机构名称  administration 石刻的管理机构名称。 

入藏日期  accession date 
石刻被纳入成为现收藏机构藏

品的日期。 

5  创作 

  creation 

以自由行文的格式描述石刻（或

其主要部件）的创作、设计、制

造等活动，包括人、机构、活动

日期和地点等。 

创作者  creator 
参与石刻创作、制造或其他相关

活动的人或机构。 

创作方式  role 
表明创作者与所描述石刻之间

的关系。 

创作时间 

公历纪年；

中国历史学

年代，中国

少数民族纪

年等 

creationDate 
和石刻创作、设计或制造相关的

时间或时间范围。 

创作地点 

中国行政区

划；中国古

代国家与地

方政权等 

creationPlace 
石刻的创作、设计或制造地点，

或石刻的原生地点。 

6 
材质  中国文物分

类主题词表 

materials 石刻所使用的主要材料。 

7 
工 艺 技

法 
 

中国文物分

类主题词表 
techniques 

对石刻的镌刻技术或方法的描

述。 

8 计量 

  measurements 
对石刻进行测量所得到的尺寸，

石刻的数量等信息。 

尺寸  dimensions 
石刻相关尺寸（高、宽、厚等）

的描述。 

数量  quantity 
单件石刻的数量或者一组石刻

包含的单件石刻的数量。 

 9 
描述 

                 
  description  

以自由行文的格式描述石刻的

相关信息，特别是其他元素未涵

盖的信息。 

10 
题识/标

记 

  
inscriptionsOrM

arks 

对附着于石刻上之部份的区别

或辨识描述等。 

铭文  inscriptions 石刻的原始铭文。 

书体  scriptForm 

在书写中具有某一共同特点或

风格，并能自成系统的文字体貌

特征。 

书写特征  characteristicO 文字书写形成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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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ritingAnd 

Engraving 

铭文行款  
lineAndCharacte

rCount 
铭文行数及各行字数。 

11 主题  

中国文物分

类 主 题 词

表，中国分

类主题词表 

subject 

用以识别、描述和解释文物本身

及其蕴含特征的术语或短语 

12 
考 古 发

掘 

  
archaeologicalI

nformation 
石刻被发掘或者发现的环境。 

出土时间  excavationDate 石刻出土或发现的具体日期。 

出土地点  excavationPlace 石刻出土或发现的地理位置。 

发掘者  excavator 
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人或单位

全称。 

13 级别   level  经审核认定的石刻级别。 

14  
现状  

 

  
currentConditio

n  

对石刻的完整、残损及缺失状况

的具体描述。 

完残程度  
levelOfComplete

ness 

单件石刻的完残程度或者成组

石刻的完缺程度。 

保护优先等级  priority 

根据石刻价值及其遭受自然病

害或人为损害程度确定的文物

保护优先等级。 

15 来源 

  source 
石刻到现藏单位之前有关来源、

获取、传承等方面的信息。 

来源单位 /个

人 
 ownerOrAgent 

石刻的来源单位名称或个人姓

名。 

来源方式  transferMode 
石刻所在收藏单位或个人获得

石刻的行为方式。 

入馆日期  entryDate 
石刻被所在收藏单位或个人接

收的日期。 

16 权限   
copyrightOrRest

rictions 

石刻复制、展出或使用上的限

制。 

17 
展览/借

展史 

  
exhibitionOrLoa

n history 

石刻被公开展示的历史记录，包

括展示、借展以及非正式展览。 

展览名称  exhibitionTitle 
由策展单位所构想的展览标题

或名称。 

策展者  curator 
策划展览的主题、内容的人或机

构。 

展览地点  venue 展览所在的机构、建筑及地址。 

展览时间  exhibitionDate 举办展览的时间段。 

备注  exhibition note 
关于石刻展览或借展的补充资

料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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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数 字 对

象 

  
relatedDigitalR

esource 

用于识别和展现石刻的图像、声

音、动画和影片等数字文件，以

及人机互动、仿真文件等。 

数字对象识别

号 
 

digitalResource

IdentificationN

umber 

数字对象的唯一识别号，可为统

一资源标识符等。 

数字对象关系

类型 
 

digitalResource

RelationType 

石刻与数字对象文件之间的关

系。可以是历史影像，保护图像，

重建图像，原声音频、修复音频

等。 

数字对象文件

格式 
 

digitalResource

Format 
数字对象的文件格式。 

数字对象文件

日期 
 

digitalResource

CreationDate 
数字对象的采集或创建日期。 

数字对象创建

者 
 

digitalResource

Creator 
数字对象的创建者。 

数字对象所属

机构 
 

digitalResource

Owner 
数字对象的所属机构。 

数字对象权限  
digitalResource

Rights 
数字对象的访问及使用权限。 

数字对象描述  
digitalResource

Description 

数字对象文件反映的文物相关

特性、属性的描述。 

数字对象链接  
digitalResource

Link 

互联网环境下数字对象的通用

URI/URL。 

19 
相 关 文

物 

  relatedWorks 
描述和石刻直接相关的一件、一

组或一系列文物名称。 

相关文物识别

号 
 

relatedWorkIden

tifier 
相关文物的识别号。 

关系类型  
relationshipTyp

e 

描述石刻和其他文物间的关系

类型。 

相关文物链接  relatedWorkLink 相关文物的 URI/URL链接。 

相关文物藏址  
relatedWorkLoca

tion 

相关文物的现藏地址,通常是机

构名称或者地理位置。 

20 
相 关 知

识 

  
relatedKnowledg

e 

与石刻相关的人物、事件、考古、

研究、术语等知识名称。 

相关知识出处  
relatedKnowledg

eSource 

引用相关知识的来源，可以是图

书、期刊、档案、网站等。 

相关知识链接  
relatedKnowledg

eLink 
相关知识的网上链接。 

个别元素 

21 纹饰 
  ornamention 石刻上镌刻的花纹和图案。 

纹饰部位  ornamentionPosi 石刻纹饰的具体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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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纹饰方式  ornamentionWay 
石刻上装饰的花纹、图案等的样

式。 

22 形制   shape 石刻的形状与构造。 

 

6 元素及其修饰词定义 

6.1 文物类型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workType 

名称：workType 

标签：文物类型 

定义：在正式的分类架构下，依据类似的特征如质地、功用等将石刻归类。 

注释：优先选用《中国文物分类主题词表》的物件类型(object work)分面下的规范词取值。 

术语类型：元素 

元素修饰词：国家文物局普查分类，本地分类 

编码体系修饰词：中国文物分类主题词表 

示例 1： 

文物类型：中国文物分类主题词表：石刻 

 

6.1.1 国家文物局普查分类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SACHclassification 

名称：SACHclassification 

标签：国家文物局普查分类 

定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行业标准 WW/T 0017-2013:馆藏文物登录规范》和《第三次

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分类标准》对文物分类。 

注释：元素出处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行业标准 WW/T 0017-2013 馆藏文物登录规范馆

藏文物基本信息登录说明》A.2。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文物类型 

示例 1： 

国家文物局普查分类：石刻 

 

6.1.2 本地分类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localClassification 

名称：localClassification 

标签：本地分类 

定义：按照本地石刻现行分类办法确定的石刻分类名称。 

注释：石刻包括刻石、碑碣、摩崖、墓志、塔铭、经幢、造像、画像、法帖、建筑物附属零散铭刻

等。通过砖瓦陶等方式产生的类石刻文物，可参照石刻相关元数据标准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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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文物类型 

示例 1： 

本地分类：经幢 

 

6.2 名称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title 

名称：title 

出处：国家文物局《博物馆藏品信息指标体系规范（试行）》指标项 A0102 

标签：名称 

定义：经审核认定的石刻科学、准确、规范的名称。 

注释：石刻定名应科学、准确、规范。 

术语类型：元素 

元素修饰词：原名、其他名称、首题、额题、阴首题、阴额题、盖题、中题、尾题 

示例 1： 

名称：游山圣会碑 

 

6.2.1 原名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formerTitle 

名称：formerTitle 

出处：国家文物局《博物馆藏品信息指标体系规范（试行）》指标项 A0101。 

标签：原名 

定义：石刻的原有名称。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名称 

示例 1： 

原名： 楞严胜会碑 

 

6.2.2 其他名称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otherTitle 

名称：otherTitle 

标签：其他名称 

定义：石刻曾使用的其他名称，可以是其他语种译名或简称、俗称等。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名称 

示例 1： 

其他名称： 大悲会置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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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首题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firstTitle 

名称：firstTitle 

标签：首题 

定义：碑文首行题刻的碑石名称，或法帖每卷首行题刻的法帖名称。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名称 

示例 1： 

首题：戊戌科題名碑 

 

6.2.4 额题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headTitle 

名称：headTitle 

标签：额题  

定义：碑额处题刻的碑石名称。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名称 

示例 1： 

额题：万古流芳 

 

6.2.5 阴首题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reverseSideTitle 

名称：reverseSideTitle 

标签：阴首题  

定义：碑阴文首行题刻的碑石名称。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名称 

示例 1： 

阴首题：故后军督同知王公夫人魏氏墓志铭 

 

6.2.6 阴额题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reverseSideHeadTitle 

名称：reverseSideHeadTitle 

标签：阴额题 

定义：碑阴额处题刻的碑石名称。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名称 

示例 1： 

阴额题：清康熙丁已友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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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 盖题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coverTitle 

名称：coverTitle 

标签：盖题 

定义：墓志盖上题刻的墓志名称。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名称 

示例 1： 

盖题：大唐故信州刺史河东薛府君墓志之铭 

 

6.2.8 中题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middleTitle 

名称：middleTitle 

标签：中题 

定义：碑石中部题刻的碑石名称。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名称 

示例 1： 

中题：创建三清殿碑记 

 

6.2.9 尾题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endTitle 

名称：endTitle 

标签：尾题 

定义：碑文结尾处题刻的碑石名称。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尾题 

示例 1： 

尾题：香界长新 

 

6.3 文物识别号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 identifier 

名称：identifier 

出处：CDWA: Repository Numbers，核心元素 

标签：文物识别号 

定义：石刻的唯一识别编号 

术语类型：元素 

元素修饰词：总登记号、其他本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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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总登记号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generalRegistrationNumber 

名称：generalRegistrationNumber 

出处：国家文物局《博物馆藏品信息指标体系规范（试行）》指标项 B0213。 

标签：总登记号 

定义：石刻在现收藏单位《博物馆藏品总登记账（文物）》上的登记号或《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

可移动文物登记表》上不可移动文物的编号。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文物识别号 

示例 1： 

总登记号：89.47.6782 

 

6.3.2 其他本地号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otherLocalNumber 

名称：otherLocalNumber 

标签：其他本地号 

定义：现收藏单位赋予石刻的其他本地号，如排架号、分类号等。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文物识别号 

示例 1： 

其他本地号：110106-0015 

6.4 所在位置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currentLocation 

名称：currentLocation 

出处：国家文物局《博物馆藏品信息指标体系规范（试行）》指标项 B0201。 

标签：所在位置 

定义：石刻的当前收藏地点或石刻所在地理位置。 

术语类型：元素 

元素修饰词：地理名称、管理机构名称、入藏日期 

示例 1： 

所在位置：北京市海淀区 

6.4.1 地理名称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geographicLocation 

名称：geographicLocation 

标签：地理名称 

定义：石刻所在的地理位置名称。 

术语类型：编码体系修饰词 

限定：所在位置 

示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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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名称：中国行政区划：北京市海淀区 

 

6.4.2 管理机构名称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administration 

名称：administration 

标签：地理名称 

定义：石刻的管理机构名称。 

术语类型：编码体系修饰词 

限定：所在位置 

示例 1： 

管理机构名称：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6.4.3 入藏日期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accessionDate 

名称：accessionDate 

标签：入藏日期 

定义：石刻被纳入成为现收藏单位藏品的日期。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所在位置 

示例 1： 

入藏日期：1980-11-14 

6.5 创作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creation 

名称：creation 

出处：CDWA : Creation 

标签：创建 

定义：以自由行文的格式，描述石刻（或其主要部件）的创作、设计、制造等活动，包括人或机构，

活动日期和地点等。 

术语类型：元素 

元素修饰词：创作者、创作方式、创作时间、创作地点 

6.5.1 创作者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creator 

名称：creator 

标签：创作者 

定义：参与石刻创作、制造或其他相关活动的人或机构。 

术语类型：编码体系修饰词 

限定：创作 

示例 1： 

创作者：弘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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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创作方式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role 

名称：role 

标签：创作方式 

定义：表明创作者与所描述石刻之间的关系。例如：撰、撰并书、编、辑、述、纂、编纂、撰集、

注、译、绘、篆刻、书、写、书额、篆额、书盖、篆盖、书并篆额、书并篆盖、摹、集字、刻、刊、

镌、造、立等。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创作 

示例 1： 

创作方式：撰並書 

 

6.5.3 创作时间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creationDate 

名称：creationDate 

标签：创作时间 

定义：和石刻创作、设计或制造相关的时间或时间范围。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创作 

示例 1： 

创作时间：中国历史学年代：唐-元 

 

6.5.4 创作地点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creationPlace 

名称：creationPlace 

标签：创作地点 

定义：石刻的创作、设计或制造地点，或石刻的原生地点。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创作 

示例 1： 

创作地点：中国行政区划：河北省平山县 

 

6.6 材质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materials 

名称：materials 

标签：材质 

出处：《馆藏文物基本信息登录说明》A.5.2 

定义：石刻所使用的主要材料。 

术语类型：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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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体系修饰词：中国文物分类主题词表 

示例 1： 

材质类别：汉白玉 

6.7 工艺技法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techniques 

名称：techniques 

标签：工艺技法 

出处：国家文物局《博物馆藏品信息指标体系规范（试行）》指标项 A08 

定义：对石刻的镌刻技术或方法的描述。 

注释：包括阴刻、阳刻、双钩刻、线刻、V 字刻、U 字凿、减地平钑、别地起凸、压地隐起等。 

术语类型：元素 

编码体系修饰词：中国文物分类主题词表 

示例 1： 

工艺技法： 阴刻 

 

6.8 计量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measurements 

名称：measurements 

出处：CDWA：Measurements，核心元素；国家文物局《博物馆藏品信息指标体系规范（试行）》

指标项 A16 

标签：计量 

定义：对石刻进行测量所得到的尺寸，石刻的数量等信息。 

术语类型：元素 

元素修饰词：尺寸、数量 

 

6.8.1 尺寸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dimensions 

名称：dimensions 

标签：尺寸 

定义：石刻相关尺寸（高、宽、厚等）的描述。 

注释：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著录，例如碑身、碑首、碑趺。 

术语类型：编码体系修饰词 

限定：计量 

示例 1： 

尺寸：碑身尺寸为高 305.1 厘米，宽 96.5 厘米，厚 26.2 厘米 

碑首高 105.6 厘米，宽凸 3.0 厘米，厚凸 3.0 厘米 

碑趺高 55.1 厘米，宽 102.2 厘米，厚 220.3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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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数量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quantity 

名称：quantity 

标签：数量 

定义：单件石刻的数量或者一组石刻包含的单件石刻的数量。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计量 

示例 1： 

数量：1 件 

 

6.9 描述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description 

名称：description 

出处：CDWA: Descriptive Note 

标签：描述 

定义：以自由行文的格式描述石刻的相关信息，特别是其他元素未涵盖的信息。 

注释：要客观描述为主，主观描述为辅。突出最关键特性。 

术语类型：元素 

元素修饰词：无 

示例 1： 

描述：易州新安府，地名，州府名。据《白带山志》，易州有九府，新安为其一。清信士，佛教术语，即男居士，

指不出家之佛教男信徒，但已接受五戒，皈依三宝。后泛指在家修行的男子。 

示例 2： 

描述：明永乐十六年（1418）八月十三日撰文。碑螭首龟趺。外罩碑楼，下为碎石海墁。额篆“御制荣国公神道

碑”，首题“御制赠推忠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荣国公谥恭靖姚广孝神道碑铭”，明成祖朱棣撰文。

碑阴无字无额。今姚广孝墓地仍存碑与塔。塔砖石结构，高约 33 米，八角九级密檐式。神道碑立于塔前，文字略

有漫漶，今在房山区崇各庄乡常乐村。 

 

6.10 题识/标记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inscriptionsMarks 

名称：inscriptonsMarks 

出处：CDWA: : Inscriptions/Marks；国家文物局《博物馆藏品信息指标体系规范（试行）》指标项

A13 

标签：题识/标记 

定义：对附着于石刻上之部份的区别或辨识描述等。 

术语类型：元素 

元素修饰词：铭文、书体、书写特征、铭文行款 

 

6.10.1 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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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inscriptions 

名称：inscriptions 

标签：铭文 

定义：石刻的原始铭文。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题识/标记 

示例 1： 

铭文：送龙子归潭柘文  潭柘龙子灵应异常其卫法也甚固岁在丁亥我将礼普贤大士于峨眉顾惟水陆间关夷莫测乃

白龙父余虽不德为佛子行……. 

 

6.10.2 书体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scriptForm 

名称：scriptForm 

标签：书体 

定义：在书写中具有某一共同特点或风格，并能自成系统的文字体貌特征。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题识/标记 

示例 1： 

书体：行书 

 

6.10.3 书体特征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 characteristicOfWritingAndEngraving 

名称：characteristicOfWritingAndEngraving 

标签：书写特征 

定义：文字书写形成的主要特征。 

注释：包括左行、右行、回文、环绕等方式。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题识/标记 

示例 1： 

书写特征：回文 

 

6.10.4 铭文行款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 lineAndCharacterCount 

名称：lineAndCharacterCount 

标签：铭文行款 

定义：铭文行数及各行字数。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题识/标记 

示例 1： 

铭文行款： 34 行，行 31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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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主题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subject 

名称：subject 

标签：主题 

定义：用以识别、描述和解释文物本身及其蕴含特征的术语或短语。 

注释：主题允许采用自由词，优先选用“中国文物分类主题词表”、“中国分类主题词表”词汇。 

术语类型：元素 

编码体系修饰词：中国文物分类主题词表，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示例 1： 

     主题：中国文物分类主题词表：北魏 

示例 2： 

主题：河南省开封市 

示例 3： 

主题：北宋 

 

6.12 考古发掘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archaeologicalInformation 

名称：archaeologicalInformation 

标签：考古发掘 

定义：石刻被发掘或者发现的环境。 

注释：以自由行文的格式，描述石刻被发掘或者发现的环境信息。 

术语类型：元素 

元素修饰词：出土时间、出土地点、发掘者 

 

6.12.1 出土时间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excavationDate 

名称：excavationDate 

标签：出土时间 

定义：石刻出土或发现的具体日期。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考古发掘 

示例 1： 

   出土时间：1956-12-03 

 

6.12.2 出土地点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excavationPlace 

名称：excavationPlace 

标签：出土地点 

定义：石刻出土或发现的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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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考古发掘 

示例 1：  

出土地点：河北省平山县 

 

6.12.3 发掘者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excavator 

名称：excavator 

标签：发掘者 

定义：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人或单位全称。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考古发掘 

示例 1：  

发掘者： 西安碑林博物馆 

 

6.13 级别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level 

名称：level 

出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行业标准 WW/T 0017-2013 馆藏文物登录规范》A9。 

标签：级别 

定义：经审核认定的石刻级别。 

术语类型：元素 

示例 1： 

级别：一级文物 

 

6.14 现状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currentCondition 

名称：currentCondition 

出处：国家文物局《博物馆藏品信息指标体系规范（试行）》指标项 A1011 

标签：现状 

定义：对石刻的完整、残损及缺失状况的具体描述。 

注释：参考国家文物局《博物馆藏品信息指标体系规范（试行）》指标项 A1011。应以规范的语言

说明单件文物的伤残部位与情况，以及成套文物的失群情况。 推荐用语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行业标准 WW/T 0017-2013 馆藏文物登录规范》。 

术语类型：元素 

元素修饰词：完残程度、保护优先等级 

示例 1： 

  现状：截止 2015 年 4 月，碑形完整，无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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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1 完残程度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levelOfCompleteness 

名称：levelOfCompleteness 

标签：完残程度 

定义：单件石刻的完残程度或者成组石刻的完缺程度。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现状 

示例 1： 

完残程度： 残缺，裂三道 

 

6.14.2 保护优先等级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priority 

名称：priority 

标签：保护优先等级 

定义：根据石刻价值及其遭受自然病害或人为损害程度确定的文物保护优先等级。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现状 

示例 1： 

保护优先等级：部分损腐，需要保护修复 

 

6.15 来源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source 

名称：source 

出处：CDWA: Ownership/Collecting History；国家文物局《博物馆藏品信息指标体系规范（试行）》

指标项 B0101 

标签：来源 

定义：石刻到现藏单位之前有关来源、获取、传承等方面信息的描述。 

术语类型：元素 

元素修饰词：来源单位/个人、来源方式、入馆日期 

示例 1： 

来源：杭州市余杭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接收程春萌，俞长铭，蔡暄民捐赠 

 

6.15.1 来源单位/个人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ownerOrAgent 

名称：ownerOrAgent 

出处：CDWA: Owner/Agent；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藏品信息指标体系规范（试行）》指标项 B0102 

标签：来源单位/个人 

定义：石刻的来源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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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来源 

示例 1： 

来源单位/个人：程春萌；俞长铭；蔡暄民 

 

6.15.2 来源方式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transferMode 

名称：transferMode 

出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行业标准 WW/T 0017-2013 馆藏文物登录规范》A.10.1。 

标签：来源方式 

定义：石刻所在收藏单位获得石刻的行为方式。 

注释：主要包括购买，接受捐赠，依法交换，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通过文物行政部门

制定保管或者调拨方式取得文物（如拨交、移交）；其他（如旧藏、考古发掘、采集、拣选）。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来源 

示例 1： 

来源方式：捐赠 

 

6.15.3 入馆日期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entryDate 

名称：entryDate 

出处：国家文物局《博物馆藏品信息指标体系规范（试行）》指标项 B0212 

标签：入馆日期 

定义：石刻被所在收藏单位接收的日期。 

注释：同《入馆凭证》记载的日期。建议采用的日期格式应符合 GB/T 7408-2005 规范，并使用

YYYY-MM-DD 的格式。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来源 

示例 1： 

入馆日期：2014-03-25 

 

6.16 权限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copyrightOrRestrictions 

名称：copyrightOrRestrictions 

出处：CDWA: Copyright/ Restrictions 

标签：权限 

定义：石刻复制、展出或使用上的限制。 

术语类型：元素 

 

6.17 展览/借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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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exhibitionOrLoanHistory 

名称：exhibitionOrLoanHistory  

出处：CDWA: Exhibition/Loan History 

标签：展览/借展史 

定义：石刻被公开展示的历史记录，包括展示、借展以及非正式展览。 

术语类型：元素 

元素修饰词：展览名称、策展者、展览地点、展览时间、备注 

 

6.17.1 展览名称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exhibitionTitle 

名称：exhibitionTitle  

出处：CDWA: Exhibition Title or Name  

标签：展览名称  

定义：由策展单位所构想的展览标题或名称。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展览/借展史 

示例 1： 

   展览名称：汉唐石刻文物精品展 

 

6.17.2 策展者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curator 

名称：curator  

标签：展览名称  

定义：策划展览的主题、内容的人或机构。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展览/借展史 

示例 1： 

   策展者：汉唐石刻博物馆 

 

6.17.3 展览地点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venue 

名称：venue  

标签：展览地点  

定义：展览场地所在的机构、建筑及其地址。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展览/借展史 

示例 1： 

   展览地点：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自强东路 58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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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4 展览时间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exhibitionDate 

名称：exhibitionDate  

出处：CDWA: Venue Date  

标签：展览时间  

定义：举办展览的时间段。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展览/借展史 

示例 1： 

展览时间：20131101-20131130 

 

6.17.5 备注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 exhibitionNote 

名称：exhibitionNote  

出处：CDWA: Remarks  

标签：备注  

定义：关于石刻展览或借展的补充资料或意見。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展览/借展史 

示例 1： 

   备注：为纪念汉唐石刻博物馆开馆而办的特展 

 

6.18 数字对象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relatedDigitalResources 

名称：relatedDigitalResources 

标签：数字对象 

定义：用于识别和展现石刻的图像、声音、动画和影片等数字文件，以及人机互动、仿真文件等。 

术语类型：元素 

元素修饰词：数字对象识别号，数字对象关系类型，数字对象文件格式，数字对象文件日期，数字

对象创建者，数字对象所属机构，数字对象权限，数字对象描述，数字对象链接。 

示例 1： 

  相关数字对象：李寿墓志及石椁的数字图片 

 

6.18.1 数字对象识别号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digitalResourceIdentificationNumber 

名称：digitalResourceIdentificationNumber 

标签：数字对象识别号 

定义：相关数字对象的唯一识别号，可为统一资源标识符等。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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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数字对象 

示例 1： 

数字对象识别号：11010221800001-58.31.123-A-1 

 

6.18.2 数字对象关系类型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digitalResourceRelationType 

名称：digitalResourceRelationType 

标签：数字对象关系类型 

定义：石刻与数字对象文件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历史影像，保护图像，重建图像，原声音频、修复

音频等。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数字对象 

示例 1： 

数字对象关系类型：保存影像 

 

6.18.3 数字对象文件格式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digitalResourceFormat 

名称：digitalResourceFormat 

标签：数字对象格式 

定义：数字对象的文件格式。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数字对象 

示例 1： 

相关数字对象：JPEG 

 

6.18.4 数字对象文件日期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digitalResourceCreationDate 

名称：digitalResourceCreationDate 

出处：CDWA: Image Date 

标签：数字对象日期 

定义：相关数字对象文件的采集或创建日期。 

注释：建议采用的日期格式应符合 GB/T 7408-2005 规范，并使用 YYYY-MM-DD 的格式。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数字对象 

示例 1： 

数字对象日期：2015-01-01 

 

6.18.5 数字对象创建者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digitalResource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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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digitalResourceCreator 

标签: 数字对象创建者 

定义: 数字数字对象的创建者。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数字对象 

示例 1： 

数字对象创建者：西安碑林博物馆 

 

6.18.6 数字对象所属机构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digitalResourceOwner 

名称：digitalResourceOwner 

标签: 数字对象所属机构 

定义: 数字对象的所属机构。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数字对象 

示例 1： 

数字对象所属机构：西安碑林博物馆 

 

6.18.7 数字对象权限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digitalResourceRights 

名称：digitalResourceRights 

标签: 数字对象权限 

定义: 数字对象的访问及使用权限。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数字对象 

示例 1： 

数字对象权限：该视频只能为教育用途，在一般视听教室放映。不能以任何媒体、电子或其他方式加以复制或重

制。其他用途的使用须获得版权所有者的书面准许。 

 

6.18.8 数字对象描述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digitalResourceDescription 

名称：digitalResourceDescription 

标签: 数字对象描述 

定义: 对数字对象的内容、用途及制作方式等的描述。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数字对象 

示例 1： 

数字对象描述：墓志在前面，石椁在正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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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9 数字对象链接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digitalResourceLink 

名称：digitalResourceLink 

标签: 数字对象链接 

定义: 互联网环境下数字对象的通用 URI/URL。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数字对象 

示例 1： 

数字对象链接： 

http://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503316480&z=0&ipn=d&word=%E6%9D%8E%E5%AF%BF%E5%

A2%93%E5%BF%97&step_word=&pn=18&spn=0&di=163553700750&pi=&rn=1&tn=baiduimagedetail&is

=&istype=2&ie=utf-8&oe=utf-8&in=&cl=2&lm=-1&st=-1&cs=1277514865%2C3591957630&os=29171265

31%2C193499756&simid=4084632551%2C611587104&adpicid=0&ln=425&fr=&fmq=1459325447644_R&

fm=result&ic=0&s=undefined&se=&sme=&tab=0&width=&height=&face=undefined&ist=&jit=&cg=&bdty

pe=0&oriquery=&objurl=http%3A%2F%2Fy2.ifengimg.com%2F1b28778edc63062f%2F2012%2F0725%2Fr

dn_500fcb5a9e994.jpg&fromurl=ippr_z2C%24qAzdH3FAzdH3Ffg_z%26e3Btujg2_z%26e3Bv54AzdH3Fsey

57rtg1w5AzdH3Fsjy57fwgqtgAzdH3F1jpwts_da8d_a0AzdH3FdcAzdH3Fdmdma8_8_z%26e3Bfip4s&gsm=0 

 

6.19 相关文物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relatedWorks 

名称：relatedWorks 

出处：CDWA: Related Works 

标签：相关文物 

定义：描述和本石刻直接相关的一件、一组或一系列文物名称。 

术语类型：元素 

元素修饰词：相关文物识别号、相关文物关系类型、相关文物链接、相关文物藏址 

 

6.19.1 相关文物识别号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relatedWorkIdentifier 

名称：relatedWorkIdentifier 

标签：相关文物识别号 

定义：相关文物的文物识别号。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相关文物 

示例 1： 

相关文物识别号：58.31.123 

 

6.19.2 相关文物关系类型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relationship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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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relationshipType 

出处：CDWA: Work Relationship Type 

标签：相关文物关系类型 

定义：描述石刻和其他文物间的关系类型。 

注释：推荐用语包括：相关（缺省）、组件、部分、模型、复制品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相关文物 

示例 1： 

相关文物关系类型：部分 

 

6.19.3 相关文物链接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relatedWorkLink 

名称： relatedWorkLink 

标签：相关文物链接 

定义：相关文物的 URI/URL 链接。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相关文物 

示例 1： 

相关文物链接：http://baike.baidu.com/museum/beijingshikeyishu#branch=519&collection=7238 

 

6.19.4 相关文物藏址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relatedWorkLocation 

名称：relatedWorkLocation 

标签：相关文物藏址 

定义：指相关文物现藏的机构名称或者地理位置。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相关文物 

示例 1： 

相关文物藏址：所在地：河北省赵县 

 

6.20 相关知识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relatedKnowledge 

名称：relatedKnowledge 

标签：相关知识 

定义：与石刻相关的人物、事件、考古、研究、术语等知识。 

术语类型：元素 

元素修饰词：相关知识出处、相关知识链接 

示例 1： 

   相关知识：李神通（577 年―630 年），本名寿，字神通，西魏、北周八柱国之一李虎之孙，隋朝海州刺史李亮

长子，唐高祖李渊堂弟，唐朝宗室、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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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 相关知识出处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relatedKnowledgeSource 

名称：relatedKnowledgeSource 

标签：相关知识出处 

定义：引用相关知识的来源，可以是图书、期刊、档案、网站等。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相关知识 

示例 1： 

相关知识出处：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 

 

6.20.2 相关知识链接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relatedKnowledgeLink 

名称：relatedKnowledgeLink 

标签：相关知识链接 

定义：相关知识的网上链接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相关知识 

示例 1： 

相关知识链接：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jchBj_l6w8TRjxhNfjrgIBO7OirW9pYa4ZsWJiMYYlVAAqwzpsdGHZzb2MAxSxJJMRT

yW4lCL2M7c9cAForCbMJvL1RoeFAIHwP2YX4Cla94wyyMlIJtOey89PAyBi_3URR23ntCNladY8iEWnBStq 

 

 

6.21 纹饰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ornamention 

名称：ornamention 

标签：纹饰 

定义：石刻上镌刻的花纹和图案。 

术语类型：元素 

元素修饰词：纹饰部位、纹饰方式 

 

6.21.1 纹饰部位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ornamentionPosition 

名称：ornamentionPosition 

标签：纹饰部位 

定义：石刻纹饰的具体部位。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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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 

纹饰部位：碑首穿 

 

6.21.2 纹饰方式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ornamentionWay 

名称：ornamentionWay 

标签：纹饰方式 

定义：石刻上装饰的花纹、图案等的样式。 

注释：包括云气、仙人、神兽、螭龙、四象、忍冬、莲籽、缠枝、回形折线、十 

二生肖、一品清廉、二龙戏珠、三龙护鼎、如日中天、吴牛喘月、福山寿海、如意祥云、八卦云、

七佛八宝、五福捧寿等。 

术语类型：元素修饰词 

限定：纹饰 

示例 1： 

纹饰方式：穿上刻蟠龙，穿左右刻日月，日中有伏鸟，月中有蟾蜍。 

 

6.22 形制 

标识符：http://www.sach.gov.cn/core/terms/shape 

名称：shape 

标签：形制 

定义：石刻的形状与构造。 

注释：对碑，包括圭首、平首、圆首、晕首、螭首、首部有穿、中部有穿、碑阳、碑阴、碑侧、龟

趺、玄武等。对墓志，包括长方形、正方形、盝顶盒式等。对经幢，包括覆莲形、须弥座、八面/

四面/六面、攒尖顶、宝珠等。 

术语类型：元素 

示例 1： 

形制： 八角五级密檐式石经幢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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