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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古籍贝叶经本体保护与数字化抢救研究进展∗

□张美芳　李冰　王亚亚　秦睿

　　摘要　古籍贝叶经具有独特的内容和文化价值,属于珍贵文化遗产.梳理国外贝叶经本体

保护和数字化抢救两方面的研究进展,发现贝叶经本体保护研究内容主要涉及贝叶经制成材料、
装帧制作工艺、病害及修复、保存与管理等;贝叶经数字化抢救研究主要聚焦于图像处理、文字识

别、文本提取和数字化平台构建等方面.其主要研究特点有:研究开始时间早、范围广,以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视角研究贝叶经保护问题,注重运用科学技术手段进行保护与修复研究,注重运用

数字化技术分析贝叶经信息资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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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叶经是以棕榈叶片为记录形式的典籍,因记载

的文字多为佛教经文,故称其为贝叶经,国外一般直

接 称 作 “棕 榈 叶 手 稿”(Palm Leaf Manuscripts,
PLMs).据现有资料记载,贝叶经肇始于南亚,其产

生时间不迟于公元前５世纪.随着印度文化向印度

尼西亚、柬埔寨、泰国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传播,这
些国家亦成为贝叶经藏品的发源地.公元７世纪中

叶松赞干布王(６３０－６９３年)时代和９世纪中叶到１３
世纪中叶,贝叶经则传入中国西藏,主要流传于西藏

藏族、云南傣族居住区.贝叶经记载的内容丰富,其
书写格式和装帧形式也别具一格,因而具有极其重要

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
国外学者长期致力于抢救和保护贝叶经的各项

工作,其中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老挝、不丹、泰国

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共同参与了“世界记忆工程”
(MemoryoftheWorldProgramme)的试点项目之

一———“棕榈叶手稿”项目,通过各国专家的交流与

合作共同探索贝叶经本体保护及数字化抢救与保存

方案,以期妥善保管贝叶经,并发表了一定数量的论

文.而我国学者对贝叶经的保护与整理研究大约始

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其中尤以«西藏自治区珍藏贝

叶经总目录»等一系列关于西藏梵文贝叶经的编撰

成果为代表.此外,在国家倡导“挖掘和保护各民族

文化,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下,为更好

地传承我国傣族贝叶文化,２００８年“傣文贝叶经刻

写技艺”列入了我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但我国对于贝叶经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文本内

容的研究上,对其本体保护和数字化抢救方面的研

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对当前国外贝叶经保护

相关研究及成果进行梳理,一方面可以对我国系统

开展贝叶经保护、修复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

参考与借鉴,另一方面以理论研究先行,在实践工作

中便于整体推进我国贝叶经抢救、保护与利用工作.

１　国外贝叶经保护与抢救研究现状

为梳理国外贝叶经保护与利用研究现状,综合考

虑文献资源的全面性、数据可操作性等因素,在 Webof
Science、EBSCO、ProQuest、Taylor & Francis、JSTOR
等５个数据库中使用“PreservationorConservation
＋PalmLeafManuscripts”“PreservationorConserＧ
vation＋TibetanManuscripts”关键词组配,进行题

名和关键词检索,年限不限,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１２
月１日.由于各数据库之间文献有一定重复,且包

含大量冗余信息,需对非学术性文章、重复文章、非
贝叶经保护相关文章进行剔除,筛选后最终获得贝

叶经保护相关研究论文９３篇.
从国外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看,开展贝叶经研

究在时间上呈现出一定规律(见表１).最早关于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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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经保护的文献可追溯到１９０８年,１９０８—１９８９年

近８０年仅有６篇文章零星出现.由此可知,１９９０
年以前,研究人员并未对贝叶经有足够的认识,仅从

日常保存与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简要梳理,且相关研

究呈零星散发的状态.而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
几乎每年都有贝叶经相关文献发表.以５年为一区

间来看,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的发文数在５篇左右,较为

稳定;２００５年开始,相关论文数量呈现翻倍上升的

趋势;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达到研究高峰,发文数为４３
篇.由此可知,自１９９０年,各国学者开始关注到贝

叶经的研究,特别是近１０余年来,国外研究人员逐

步认识到保护贝叶经对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意义和

紧迫性,其研究范围正从贝叶经本体保护扩展到数

字化抢救方面,且研究内容正在逐步深入,相关论文

数量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表１　贝叶经研究文献发表数量随时间变化表

年份 １９０８－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论文数(篇) ６ ６ ５ ４ ９ ２１ ４３

　　从地域分布来看,关注贝叶经保护研究的国家

主要有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尼泊尔、越南、老挝、
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其中印度与泰国的研究文献

最多,分别为３０篇和２１篇;法国和英国通过研究流

传到欧洲大陆的少量贝叶经以及与印度、泰国、尼泊

尔、中国西藏地区进行合作研究等方式,现已取得了

较多成果,分别有１０篇和８篇文章发表;此外,丹
麦、德国、俄罗斯、荷兰、柬埔寨、美国、缅甸、越南、斯
里兰卡、比利时、不丹、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各发表文

献１篇.
通过对检出文献的深入研读,将文献主题进行

分析与归纳,发现国外学者对于贝叶经保护方法研

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贝叶经本体保护和贝叶经数字

化抢救与利用两方面.其中,贝叶经本体保护这一

主题可以具体分为贝叶经制成材料研究、贝叶经装帧

制作工艺研究、病害及修复方法研究、保存与管理方

法研究等四个方面;贝叶经数字化抢救与利用这一主

题,具体细分为贝叶经图像处理研究、文字识别研究、
文本提取研究、数字化平台构建研究等四方面.贝叶

经保护研究主题分析详细结果如表２所示.
贝叶经本体保护各主题文献发表时间分布较均

衡.自１９０８年,不断有关于制成材料、装帧工艺、病
害及修复、保存与管理等方面的文献出现.其中,在
贝叶经数字化抢救与利用方面,１９９４年数字化平台

构建方面的文献公开发表,而后随着计算机技术及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和应用,２００８年有关学者对贝叶

经图像处理问题进行了研究.自此,图像处理、文字

识别、文本提取、数字化平台构建等贝叶经数字化抢

救与利用方面的文章集中发表.
表２　贝叶经保护研究文献主题分布

研究主题 文献频次 比例(％)

贝叶经

本体保护

制成材料研究 １２ １２．９０

装帧制作工艺研究 １０ １０．７５

病害及修复方法研究 １１ １１．８３

保存与管理方法研究 １６ １７．２０

贝叶经数字化

抢救与利用

图像处理研究 １７ １８．２８

文字识别研究 １１ １１．８３

文本提取研究 １３ １３．９８

数字化平台构建研究 １５ １６．１３

注:因某些文献同时包含多个主题,故文献比例总和不为１００％.

２　国外贝叶经本体保护研究进展

国内外学者在开展贝叶经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

方面,遵循保护为“本”,数字化为“用”的原则,以原

生性保护为基础,以数字化抢救为目标.一方面通

过保护、修复等手段实现对贝叶经本体的原生性保

护,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取贝叶经中丰富的

信息资源,实现对贝叶经内容的开发与利用.
２．１　贝叶经制成材料研究

贝叶经制成材料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贝

叶经制成材料包括棕榈叶、包经布、经板、经带、函头

标记布、经匣等.棕榈叶是制成贝叶经的最基本的

材料,萨赫(SahA)对棕榈叶种类、特性等内容进行

了梳理,指出仅有少数几种类型的棕榈叶是贝叶经

手稿的常用材料,其中最常见的是巴尔米拉棕榈

(thePalmyraPalm)和贝叶棕(theTalipotPalm)[１].
棕榈叶是一个通用术语,在许多地区人们也使用方

言用语,如斯里兰卡称棕榈叶为奥拉(Ola),泰国为

拉恩(Larn),缅甸为龙塔尔(Lontar),印度的不同地

区称作塔拉(Tala)、斯里塔拉(Sritala)或卡拉里卡

(Karalika).苏里亚万什(SuryawanshiDG)对比分

析了印度南部巴尔米拉棕榈、贝叶棕等材料的物理、
化学和光学性能,包括厚度、硬度、温湿度、溶解度、
木素含量、纤维素含量测量,以及采用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测定灰分、采用 X 射线荧光无损技术测定

铁、铜和锌等物质的含量等[２].此外,对于字迹材料

及其他制成材料的研究有:阿尔莫吉(AlmogiO)等
借助红外光谱、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技术,对墨水、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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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迹 和 纸 张 进 行 分 析 鉴 定[３];萨 尔 维 米 尼

(SalveminiF)等采用便携式显微摄影、X射线荧光

和紫外可见近红外光谱等无损检测手段,对贝叶经

重要图画区域进行实验检测,得到基底材料、颜料和

金属油墨的化学成分和构成元素等相关信息[４].

２．２　贝叶经的制作工艺研究

国外学者对贝叶经制作工艺研究较早,最早文

献发表于１９０８年.首先,在制作流程方面:蒙哥马

利(MontgomeryS)描述了泰国暹罗寺庙制作贝叶

经的过程,说明贝叶在采摘之后,需要经过修裁、刷
洗、水煮酸化、晾晒、压平、穿孔、弹线等一系列特殊

工艺处理,才能制成具有一定硬度和韧性、形制规格

大致统一的载体材料,然后用铁、骨等制成的硬笔于

其上刻画文字[５].加纳利(CanaryJR)以纪实手法

记录了西藏梵夹装手稿的刻画、上墨、印刷、装帧、保
管等工艺流程[６].埃哈德 (EhrhardK)等学者介绍

了印刷术在亚洲的起源、发展与应用,通过观察纸

张、木材以及颜料和染料,探讨藏文版画的重要性和

技术[７].萨赫则阐述了墨水及其他记录材料在字迹

颜色、排版布局等方面的特点以及对桦树叶、棕榈叶

等载体材料的鉴别方法,以期重现如孔径制作、油墨

生产和划线艺术等贝叶经制作工艺[８].其次,在装

帧形式上:萨赫对贝叶经的护经板装帧形式、表面书

写和 刻 写 这 两 种 记 录 方 式 作 了 研 究[９]. 温 特

(WinterRBJ)指出最常见的贝叶经形式是“包”,它
们通常由长１米、宽度不超过１０厘米、大小相似、略
大于两个木制夹板的平整棕榈叶片组成[１０].

２．３　贝叶经病害及修复方法研究

棕榈叶是天然有机物,气候因素、光和昆虫对棕

榈叶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不利的存储条件会增加贝

叶经的损坏风险.在贝叶经中可以看到几种类型的

病害情况,如污渍、变色、害虫破坏、真菌作用、表面

层分裂、断裂、褪色、发脆等.国外学者对贝叶经的

病害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在贝叶经修复与保护方面

做了深入研究,以期科学合理地延长其寿命.例如,
萨赫不仅对贝叶经进行了基本介绍,还重点描述了

贝叶经各种损坏情况的具体修复方法,对实践工作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１１].纳齐亚(NaziaK)介绍了修

复、加固、清洁、去污、去酸、漂白等各种保护修复措

施和步骤,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图书馆内贝叶

经的收集、使用、保存和保护提出了相关建议[１２].
夏尔玛(SharmaD)等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

术研究了奥里萨邦的几种传统草本植物提取物,并

通过观察证实了它们对贝叶经的长期影响,结果显

示,在贝叶经中存在核桃果、蒿油、肉桂油、木贼茎、
卷毛草根、根霉叶、烟叶、报章草油等不同植物提取

物;还借助傅里叶红外光谱技术,研究了在贝叶经的

颜料及书写油墨中掺入淀粉糊和果胶制作结合剂的

情况[１３].

２．４　贝叶经保存与管理方法研究

贝叶经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保护

迫在眉睫,只有将贝叶经科学合理地保存起来,有效

延长其寿命,才能为文化传承提供保障.国外研究

人员对印度、尼泊尔、中国西藏等地区保存的贝叶经

展开了广泛研究,其内容大致可分为贝叶经保存分

布调查和管理方法研究两个方面.首先,有关贝叶

经保存状况的研究有:１９６３年,泰特利(TitleyN M)
简要介绍了当时大英博物馆东方印刷书稿部保存的

一种有插图的僧伽罗贝叶经的保存状况、外观尺寸

等信息[１４].萨赫指出,现今世界各地区大多数贝叶

经保存在博物馆和图书馆(尤其是大学图书馆),也
有大量手稿存放在修道院、大庄园和社区住宅中,像
印度等国家,就有数以百万计的手稿被保存在家中,
由家庭成员和家庭牧师供奉,部分出现了破损或丢

失的现象[１５].赫曼维尼(HelmanＧWaznyA)对波兰

保存的７５部藏书的内容、保存现状、价值和藏书历史

进行了详细统计说明,并选取其中１０部做进一步的

研究分析[１６].其次,在管理方法方面,学者布迪苏万

(ButdisuwanS)对泰国玛哈沙拉堪府省的情况进行了

调查,内容涉及贝叶经手稿库(佛教寺庙)配套的人力

和其他基础设施、数字化程度以及管理过程等问题,
并总结出贝叶经手稿管理过程中的五大障碍[１７].

３　国外贝叶经数字化抢救研究进展

数字化抢救是在贝叶经数字化后,通过信息资

源共享平台的构建,推动贝叶经古籍传播,为学者和

社会广泛、方便地利用贝叶经提供途径.
３．１　图像处理研究

影印、拍摄、缩微等得到的数字图像要达到可视

化、共享、可利用等目的,必须经过一系列的图像处

理工作,增强图像内容的辨识度.“图像处理是贝叶

经手稿预处理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后续文字提取的

基础”[１８],其中,二值化图像处理占有非常重要的地

位.首先,“图像的二值化有利于图像的进一步处

理,使图像变得简单,而且数据量减小,能凸显出有

意义的目标轮廓.其次,要进行灰度图像的处理与分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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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得到二值化图像,二值化算法的适用性及改进等

方面提升了信息的应用效果”[１９].谢瑞拉(Cherala
S)在“２００８年第六届印度计算机视觉、图形和图像

处理会议”的文集中,提出了一种新的适用于贝叶经

和彩色文档图像的图像二值化方法[２０].该方法能

够有效处理贝叶经上效果失真、背景颜色不均匀、局
部斑点等现象.奇达瓦尔(ChiddarwarAS)研究得

出图像分析系统包括三个阶段:预处理、二值化和后

处理,提出基于对比度的RGB灰度等级转换技术进

行预处理,并将其他两个阶段结合在一个二级全局

二值 化 技 术 中 的 图 像 处 理 技 术[２１].克 里 希 纳

(KrishnaMP)将聚类的概念应用于具有三维特征

的贝叶经图像二值化,并以１０张贝叶经图像处理为

例,表明聚类方法相较于阈值化方法具有更高的二

值化精度,能够输出适合的图像进行识别[２２].

３．２　文字识别研究

“图像处理后,再生性信息需要进一步的加工处

理,如字符识别和知识提取”[２３].其中光学字符识

别系统是识别文字的主要方法,而字符分割又是光

学字符识别系统的关键步骤.查姆洪(Chamchong
R)提出了一种处理贝叶经连体手写体分割的组合

方法:第一步前景检测,建立前景骨架,然后利用霍

夫变换和投影剖面直方图检测路径和结点;第二步

背景检测,提取背景骨架,利用霍夫变换检测顶路径

和底路径;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较好地分割手写

体文档[２４].兰纳佛法(LannaDharma)字母表是泰

国北部过去常用的一种字母表,主要用于宗教交流.
恩凯(InkeawP)则提出了一种基于贝叶经手写体图

像的兰纳佛法手写体字符识别方法,第一步是对图

像进行二值化、增强、线分割、层次分割和字符分割

的预处理;第二步是利用基于小波变换的各种特征

提取方法将每个字符图像提取为特征向量[２５].兰

纳佛法手抄本多为旧贝叶经手抄本,目前这些文件

没有得到妥善保存.长久保存这些珍贵的文献,手
写光学字符识别是首选技术之一.此外,文本行提

取也是文档分析和光学字符识别系统的关键步骤,
查姆洪(ChamchongR)提出利用自适应局部投影技

术,将修正的局部投影、平滑直方图与递归相结合,
解决泰国古籍手写体在棕榈叶上的文本行提取问

题,改进的局部投影法考虑了元音分析和连续两行

的接触分量,对贝叶经有较好的分割效果[２６].

３．３　文本提取研究

图像处理为贝叶经的文本提取奠定了基础,提

取文本是贝叶经数字化的最终目标.在文本提取研

究方面:凯西曼(KesimanM W A)提出了一种新的

自由二值化方案,用于贝叶经图像的文本行和字符

分割,该方案由４个子任务组成:最小滤波的灰度图

像字符区域的梳理,灰度图像的平均块投影轮廓,分
割路径候选区域的选择和非线性分割路径的构

建[２７].彭戈(PengG)则用改进的基于隐马尔可夫

模型(HMM)的维特比算法(Viterbialgorithm),通
过找到所有可能的分割路径,利用路径滤波方法对

分割 后 的 文 本 块 进 行 路 径 检 测[２８]. 凯 西 曼

(KesimanM W A)还较为系统地比较了集中文本

分割方法的性能,包括自适应部分投影行分割方法、
路径规划方法、碎裂方法、碎裂方法能量函数等四种

适用于二值图像的文本行分割方法,以及可直接应

用于灰度图像的自适应局部连通映射和基于缝隙剖

分的两种文本分割方法[２９].

３．４　数字化平台构建

贝叶经作为几个世纪以来知识的储存库,数字

化是保存这些知识并为用户提供访问权限的基本保

障,是长期保存并实现其价值最重要的途径.由于

贝叶经制成材料独特的性质,其数字化面临一系列

具体挑战.国外学者对于贝叶经数字化平台的构建

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系统构建研究方面,
贝叶经的数字化成果需要数据库系统进行系统有序

的组织管理,如凯西曼展示了从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随机挑选的１００页贝叶经中构建而成的,可供科学

使用的第一个巴厘手写体贝叶经数据集(AMADI－
LontarSet),该数据集由二值化图像页面真值数据

集、词标注图像数据集和孤立字符标注图像数据集

三部分组成[３０].查蒙斯里(ChamnongsriN)提出了

一种语义方法来开发元数据概念模型,用于开发表

示贝叶经元数据的方案[３１].其二,数字化面临的挑

战或对策研究方面,梅塔(MehtaRV K)对印度一

所大学手稿图书馆中超过５０万页的贝叶经进行整

理研究,已经完成手稿编目,目前正处于数字化阶

段,重点介绍了贝叶经图书馆在数字化进程中的挑

战并对此提出了建议[３２].肖(ShawF)对不丹国家

图书馆手稿缩微项目、雕版的再制作和雕刻,以及目

前用于手稿和雕版的保护措施进行了说明[３３].其

三,数字人文视角研究方面,加纳利(CanaryJR)介
绍了目前的藏经扫描和数字化、藏文字体数字化开

发、新建藏文图书馆和文物保护等项目,展现了西藏

藏文贝叶经手稿丰富多彩的历史[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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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国外贝叶经本体保护与数字化抢救主要研究特点

４．１　保护性研究的时间较早、范围较广

贝叶经制成材料的特殊性,引起了学者对于其

长期保存的担忧.早在２０世纪初,国外学者就已关

注到贝叶经,尤其在本体保护与修复方面,研究内容

包括介绍性文献、描述性研究、科学实验研究等.借

助现代科学检测手段对贝叶经进行分析,并进行保

护与修复技术研究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点.从研究

思路可以发现,他们大都从贝叶经制成材料入手,通
过对本体现状的了解,制定保护方案,为此开展不同

层面的调查、实验分析等工作,对贝叶经本体保护进

行较为全面的研究.同时,在强调了解贝叶经保存

现状及条件的同时,国外学者无论在制度与政策、库
房保存条件、人才培养、资金、设备等宏观管理方面,
还是数字化技术、数字化信息共享平台构建、面向数

字人文研究等微观技术与措施方面,均有涉猎,研究

范围较为广泛、全面.
４．２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视角研究贝叶经保护问题

贝叶经具有较高的遗产属性和遗产价值.除内

容特殊外,其遗产属性包括装帧工艺的独特性、原材

料的稀缺性和修复人员的奇缺性.贝叶经的制成材

料、书写方式和装帧制作工艺别具一格,且记录有丰

富的内容,是多元文化因素并含的特殊现象,在人类

历史文化中独树一帜,具有极高的影响和价值,因此

一直是国外研究人员关注的重点.关于制成材料、
装帧制作工艺的研究文献共有２２篇,占检出文献的

２０．９５％,这些文献主要是依据文献资料开展贝叶

经起源发展及装帧工艺演变的研究,一方面为了

解其加工工艺、装帧特点,彰显其文化魅力,另一

方面也 为 贝 叶 经 整 体 性 保 护 研 究 奠 定 了 理 论

基础.
４．３　贝叶经保护与修复研究注重运用科学技术

历史上传承下来的馆藏贝叶经珍贵程度较高,
无论采取何种抢救、保护还是数字化措施,前提是要

保证尽量减少对贝叶经本体的损伤或影响.因此,
借助现代设备和技术开展无损检测就十分必要,如
采用便携式显微摄影、X射线荧光和紫外－可见－
近红外分光光谱等无损检测手段,借助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测定灰分、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等分

析方法,对贝叶经重要图画区域进行实验检测,最终

得到制成材料、颜料和保护物质的化学成分和构成

元素等相关信息.这些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为

我国贝叶经保护研究提供了参考.

４．４　贝叶经信息资源数字化抢救与利用成为近年

来的研究热点

在强调贝叶经保护的同时,贝叶经信息资源的

开发利用成为国外学者新的研究热点,在９３篇贝叶

经保护与数字化抢救文献中,数字化抢救文献占５６
篇,超过一半.数字化不仅是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

重要手段,而且为贝叶经所载信息的长久保存提供

了有效途径.孤本的贝叶经因受到所有权或宗教文

化的影响,国内外在利用其信息并开展研究时会受

到一定限制,而数字化则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途

径.国外在相关技术研究方面已有较多成果,主要

集中在利用二值化算法、３D技术对贝叶经进行图像

处理、文字识别、文本处理等.数字化抢救技术的应

用实现了贝叶经信息的跨时空传播与利用,尤其是

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数字化开发,大大拓展了贝叶经

研究领域和视野.

５　结语

贝叶经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记录了古人在

哲学、医学、数学、天文学等领域取得的成果,是目前

世界上最为珍贵的古籍之一.我国西藏、云南、西
安、新疆等地现存一定数量的贝叶经,贝叶经保护机

构也有不少,积累了一些管理经验,可是对贝叶经本

体的修复工作始终未能开展起来,国内学者对贝叶

经的研究也嫌范围偏窄.在贝叶经数字化抢救方

面,西藏地区保存的贝叶经尚未开展数字化抢救,云
南傣文贝叶经的数字化抢救工作也仍在探索之中.
国外学者在贝叶经保护与修复、装帧工艺传承、数字

化抢救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践成

果,其中涉及的数字化技术、识别并提取贝叶经的文

本信息、构建数字化保护平台等方法,对我国开展古

籍贝叶经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均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我们应该借鉴国外贝叶经本体保护的可行方

法,改进贝叶经的保护措施,更好地实现我国贝叶文

化的长久保护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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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ProgressAbroadontheOntologyProtectionandDigital
RescueofPalmLeafManuscripts

ZhangMeifang　LiBing　WangYaya　QinRui

Abstract:PalmleafmanuscriptsarepreciousculturalheritagebecauseoftheiruniquecontentandculＧ
turalvalue．Bydocumentingtheresearchresultsoftheprotectionofthepalmleafmanuscriptsabroad,the
researchprogressoftheresearchontheprotectionontologyanddigitalrescueandutilizationisreviewed．It
isconcludedthattheresearchontheprotectionofpalmleafmanuscriptsontologymainlyincludesfourreＧ
searchtopics,suchasmanufacturingmaterials,bindingprocess,diseaseandrepair,preservationandmanＧ
agement;theresearchonthedigitalrescueandutilizationofpalmleafmanuscriptsmainlyfocusesonimage
processing,textrecognition,andtextextraction,digitalplatformconstructionmethods,etc．Themain
characteristicsofforeignstudiesontheprotectionandrescueofancientbooksare:earlyresearchandwide
scope,researchontheprotectionfromtheperspectiveofinheritanceof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focuＧ
singontheuseof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meansforprotectionandrestorationresearch,andtheuseof
digitaltechnicaltoanalyzetheinformationresourcesofpalmleafmanuscri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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