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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元数据标准构建研究:
以盖蒂研究所元数据标准为例

∗

□张俊娥　王亚林

　　摘要　元数据在博物馆数字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有效地组织和揭示博物馆文物信息,需
要各类元数据标准作支撑.通过对盖蒂研究所发布的描述元数据标准(CDWA)、数据内容标准

(CCO)、数据值标准(AAT、ULAN、TGN、CONA)和数据交换标准(LIDO)等元数据标准的研究,分析不

同类型的元数据标准在数字博物馆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提出在我国的数字化或智慧化博物馆建设中不

仅需要首先构建适合于我国文物数字化建设的描述元数据标准和著录规范,而且也应该逐步建立各种

数据值标准和数据交换标准,为未来我国文物元数据的统一管理和数据共享打下基础.
关键词　元数据　数据结构标准　数据内容标准　数据值标准　数据交换标准

分类号　G２６４．１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９

　　元数据是数据的数据,是对信息资源的结构化

描述,用来组织、描述、发现、检索、索引、集成、浏览、
保存和管理信息资源.元数据标准为各种形态的数

字化信息单元和资源集合提供规范、普遍的描述方

法.为了特定的目标如数据结构的设计、数据值的

规范、数据内容和数据交换的有效和一致性,需要设

计和制定不同的元数据标准.
参考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UWM)斯蒂

文米勒(StevenMiller)的“元数据标准类型”(TyＧ
pologyofMetadataStandards)和曾蕾、秦健合著元

数据(Metadata)一书对元数据标准的论述,元数据

标准类型有数据结构标准(DataStructureStandＧ
ards)、数据内容标准(DataContentStandards)、数据

值标准(DataValueStandards)、数据交换(和收割)标
准(DataFormat/TechnicalInterchangeStandards)和
数据呈现标准 (DataPresentationStandards)[１][２].

博物馆的元数据标准在国外发展较早,常用的

元数据标准见表１.
盖蒂研究所隶属于美国盖蒂艺术中心,致力于视

觉艺术领域文化遗产的保存、普及与相关研究.上述

博物馆元数据标准中,盖蒂研究所参与研究并推荐使

用的描述元数据结构标准 CDWA、数据内容标准

CCO、数据值标准 AAT、ULAN、TGN、CONA和数据

交换标准LIDO是博物馆元数据标准的一个套完整

解决方案.下面对这些标准进行详细介绍和分析.

１　数据结构标准CDWA [３]

CDWA的全称是“艺术作品描述类目”(CateＧ
goriesfortheDescriptionofWorksofArt,以下简

称CDWA),是描述博物馆馆藏的元数据方案.它

诞生于１９９０年代的美国,由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
保罗盖蒂信托基金(J．PaulGettyTrust)及学院

艺术协会(CollegeArtAssociation)联合资助的艺

术信息工作组 AITF (theArtInformationTask
Force)制定,用于描述艺术品、建筑以及艺术品的

视觉或文字替代品.２０００年９月推出２．０版,２０１４
年３月的版本是最新的修订版,在保罗盖蒂信托

基金的官网发布,发布网址是 http://www．getty．
edu/research/publications/electronic_publications/

cdwa/index．html.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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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国外博物馆常用元数据标准

元数据类型 英文简称 英文全称 说明

数据结构标准

DCMES DublinCoreMetadataElementSet 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元素集

CDWA CategoriesfortheDescriptionofWorksofArt 艺术作品描述类目

VRACore VisualResourcesAssociationCoreCategories 视觉资源协会核心类目

MODS MetadataObjectDescriptionSchema 元数据对象描述标准

EAD EncodedArchivalDescription 编码档案著录标准

Reach RecordsExportforArtandCultureHeritageProject 艺术品与文化遗产数据传输项目

AMS TheARCO MetadataElementSet
欧盟博物馆藏品数字化和建立网上

虚拟展示的元数据数据集

MIDAS MonumentInventoryDataStandard
英国皇家历史古迹委员会推出的历

史遗迹元数据标准

ObjectID ObjectID 物品标识

数据内容标准
CCO CatalogingCulturalObjects 文物编目指南

DACS DescribingArchivesContentStandard 档案描述內容标准

数据值标准

AAT Art& ArchitectureThesaurus 盖蒂艺术和建筑词表

ULAN TheUnionListofArtistNames 盖蒂联盟艺术家名称表

TGN theGettyThesaurusofGeographicNames 盖蒂地理名称表

CONA theCulturalObjectsNameAuthority 文物名称规范

数据交换

(收割)标准

CDWALITE CategoriesfortheDescriptionofWorksofArt CDWA的xml交换标准

LIDO LightweightInformationDescribingObjects 轻量信息描述对象

CIMI
ConsortiumfortheComputerInterchangeofMuseum

Information　
美国博物馆信息交换联盟

１．１　CDWA 的结构

CDWA 元数据标准是针对描述艺术品的需求而

设计的,不仅要兼顾艺术品的物理形态和数字化的图

像,而且要描述时空、人物、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上下文

关系;并且强调某些专门元素中受控词汇表的使用,
如人名/团体名称规范、地名规范、通用概念规范、主
题规范等.如下图是CDWA 的“实体关系图”.

图１　CDWA的实体关系图
(图１改编自http://www．getty．edu/research/publicaＧ

tions/electronic_publications/cdwa/entity．html)

从CDWA的实体关系模型可以看出,一个“对
象/作品记录”实体与其他相关对象或作品有关联,
与规范档实体(个人/团体名称规范档、地点/位置规

范档、类属概念规范档、主题规范档)相关联,与相关

的视觉资料和相关文献资料相关联.这种关联关系

的广泛存在使得描述的元数据记录高度系统化,对
深度揭示一个对象或作品奠定了数据基础,最终方

便了研究人员对某一对象实体的利用和研究.

１．２　CDWA 的类目组成

CDWA通过表达艺术作品、建筑,其他物质文

化作品或收藏及相关图像等描述信息的概念框架,
来描述艺术数据库的内容.CDWA 定义了３１个主

类目、５０１个子类目,表２为主类目.

１．３　CDWA 的特点分析

CDWA元数据标准是针对描述艺术品的需求

而设计的,艺术品首先是具有物理形态的,也可能同

时具有数字化了的图像,此外时空、人物、历史文化

等方面的上下文关系在描述一件艺术品时也是非常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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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CDWA的主类目

１ 对象/作品 (Object/Work) １７ 背景(CONTEXT)

２ 分类 (Classification) １８ 描述附注 (DescriptiveNote)

３ 名称 (TitlesorNames) １９ 批评性响应 (CriticalResponses)

４ 创作 (Creation) ２０ 相关作品 (RelatedWorks)

５ 风格/时期/流派/运动(Styles/Periods/Groups/Movements) ２１ 现藏地点 (CurrentLocation)

６ 计量 (Measurements) ２２ 版权/限制 (Copyright/Restrictions)

７ 材质与技法(MaterialsandTechniques) ２３ 所有权/收藏历史(Ownership/CollectingHistory)

８ 题识/标记 (Inscriptions/Marks) ２４ 展览/借展史 (Exhibition/LoanHistory)

９ 状态 (State) ２５ 编目史 (CatalogingHistory)

１０ 版本 (Edition) ２６ 相关视觉文献 (RelatedVisualDocumentation)

１１ 制作手法 (Facture) ２７ 相关文本参考数据(RelatedTextualReferences)

１２ 方位/布置 (Orientation/Arrangement) ２８ 个人/团体名称规范(Person/CorporateBodyAuthority)

１３ 外观描述 (PhysicalDescription) ２９ 地名/位置规范(Place/LocationAuthority)

１４ 现况/鉴定历史(Condition/ExaminationHistory) ３０ 类属概念规范(GenericConceptAuthority)

１５ 保存/处理历史(Conservation/TreatmentHistory) ３１ 主题规范(SubjectAuthority)

１６ 主题(SubjectMatter)

重要的,CDWA 中有很多元素都反映了艺术品这些特

点.有代表性的有:方位/布置 (Orientation/ArrangeＧ
ment)、题 识/标 记 (Inscriptions/Marks)、背 景 信 息

(Context)、(Style/Periods/Groups/Movements风格/
时期/流派/运动)、评论(Criticalopinions).物理形态

方面有:计量(Measurement)、材质与技法(Materials
andTechniques)、外观描述(Physicaldescription).

在对艺术品的保存、管理方面的内容也用一些

很有特色的元素来描述,如:现况/鉴定历史(CondiＧ
tion/ExaminationHistory)、保存/处理历史(ConＧ
servation/TreatmentHistory)、所 有 权/收 藏 历 史

(Ownership/Collecting History)、展 览/借 展 史

(Exhibition/LoanHistory).
此外,CDWA 比较强调专门元素中受控词汇表

的使用.在新版的类目定义中,增加了人名/团体规

范、地点/方位规范、通用概念规范、主题规范这四个

规范类目.

CDWA 用于满足学术研究者等人员的记录、保
存、检索艺术信息的需求.它确定了能够兼容各种信

息系统的内容描述框架,有利于保持数据的完整性,
也便于长期保存和迁移数据.同时CDWA 还制定了

与其他元数据标准(DublinCore、MARC、VRA等)的
映射表,为实现数据的交换和共享奠定了基础.

２　数据内容标准CCO[４]

CCO 的全称是 “文物编 目 指 南”(Cataloging
CulturalObjects:A GuidetoDescribingCultural
WorksandTheirImages,以下简称 CCO).CCO
是一个对文化作品及它们的可视替代品进行描述的

编目标准.CCO主要针对艺术和建筑,包括但不限

于绘画、雕塑、印刷品、手稿、照片、建筑作品、设施以

及其他可视媒介.CCO 同样覆盖了一些其他类型

的文化作品,包括考古遗址、史前古器物以及物质文

化范畴的有用物品.CCO项目由 VRA成员的编辑

团队,以及来自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的专家顾问

委员会构想和开发.在２００１年１２月正式启动.主

要资金由数字图书馆联盟和盖蒂资助计划提供,目
标是为描述和检索文物及其图像的信息、提供内容

标准即编目规则,CCO 的官网地址是 http://cco．
vrafoundation．org/.

２．１　CCO 的内容组成

CCO包括三部分内容、“一般准则”、“元素及编

目规则”和“规范文档”.
第一部分“一般准则”说明了CCO描述的对象:

作品的实体对象和数字对象、实体对象和数字对象

的定义及其之间的关系、最简记录、记录类型、相关

作品、数据库设计及关系、规范和受控词汇表等,以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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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在应用CCO时的十大主要原则.
第二部分“元素及编目规则”,列举了编目描述

的９大类信息及每一类所包含元素的描述和定义,
说明元素的编目规则,包括大写、缩写、语法、术语,
针对不同编目对象的应用规则以及数据的展现形

式,包括显示、索引以及例子.其中有１１个元素强

烈推荐为必备元素(Required),１４个元素值为受控

词汇,取值来自受控词汇表,或者来自简单的取

值表.
表３　CCO编目必备元素

９大类信息 必备元素 是否受控

对 象 命 名 信 息

(ObjectNaming)

文物类别(WorkType) 受控

名称(Title)

责 任 者 信 息

(CreatorInformaＧ

tion)

显示的责任者(CreatorDisplay)

责任者(Creator) 受控

责任方式(Role) 受控

物 理 特 征

(PhysicalCharacＧ

teristics)

计量(Measurements)

材 质 和 技 法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风格和年代(StyＧ
listic, Cultural,
andChronological
Information)

年代(Date)

所在位置

(Locationand

Geography)

当前位置(CurrentLocation

Display)

主题(Subject)

级别(Class)

描述(Description)

显 示 信 息 (View

Information)

显示的描述信息(ViewDescription)

显示类型(ViewType) 受控

　　第三部分“规范文档”包括个人和团体名称规

范、地理位置规范、概念规范以及主题规范.CCO
所采用的规范主要来自盖蒂词汇表的艺术与建筑词

典(AAT)、艺术家名字联合目录(ULAN)、盖蒂地

名词典(TGN)及美国国会图书馆规范词表等.

２．２　CCO 的十大原则

在使用CCO作为编目著录规则时,需要遵守以

下十大原则:
(１)无论是单个物件、一个由几个部分组成的作

品,还是一个组合件或作品集合,都要建立每个作品

记录的逻辑重点,明确区分是实体记录还是图像

记录.
(２)要包含所有CCO的必备元素.
(３)在对CCO进行本地化,制定本地规则时,要

遵循CCO规则,以便有效地检索,重新使用和交换

信息.
(４)要使用受控词汇,如盖蒂词汇和国会图书馆

规范档.
(５)要使用标准发布的受控词汇以及用本地术

语和名称建立的本地规范档.尽可能地将本地规范

作为叙词表使用.
(６)编目元数据标准使用已建立的元数据标准,

如CDWA、VRA、DC等.
(７)要了解编目、分类、索引和显示是不同但相

关的功能.
(８)在作品和它的影像之间、作品集合和作品之

间、一个作品集合的不同作品之间以及同一作品的

不同影像之间建立关系.
(９)遵守大小写、标点符号和语法的规定.避免

使用缩写词,但必要时可使用缩写的标准代码和列

表(例如ISO标准中的国家缩写).
(１０)对于英文信息系统和用户,尽可能使用英

文数据值.

２．３　CCO 的特点分析

CCO是为博物馆和可视资源收藏、档案、以艺

术和建筑收藏为主的图书馆设计的.CCO 专注于

描述性编目的数据内容标准.CCO 的重点是描述

性元数据和规范控制———它倾向于描述一个文化作

品,数据被用来为作品和作品的图片生成目录.不

包含管理性元数据和技术元数据.

CCO是一个数据内容标准.它与２１世纪图书

馆采用的编目标准“资源描述和检索”(Resource
DescriptionandAccess,RDA)一样:

(１)都是编目标准,与采用格式无关;
(２)与其他元数据格式兼容;
(３)重编目员的判断而不是盲目坚持规则;
(４)从英文语言发展而来,但致力于适应于世界

范围;
(５)重视文物实体之间的关系;
(６)重视规范的重要性;
(７)CCO与 RDA 的不同点在于两者对“作品”

的定义不同,CCO的描述对象是唯一的物品.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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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数据值标准———Getty词表[５]

艺术和建筑类词表(TheArt& Architecture
Thesaurus,以下简称 AAT)、盖蒂地理名称表(The
GettyThesaurusofGeographicNames,以下简称

TGN)、盖蒂联盟艺术家名称表(TheUnionListof
ArtistNames,ULAN,以下简称 ULAN)和文物名

称规范(TheCulturalObjectsNameAuthority,以
下简称CONA)提供有关文物名称、艺术家、概念和

在艺术、建筑和物质文化领域具有重要性的地方的

名称和相关信息,是用来提高获取艺术、建筑和物

质文化信息的结构化的词汇表.它们可以被用作文

物编目的数据值标准,编目员和编制索引者可把它

们作为一个控制词表或规范来使用.还可以作为一

个数据库检索系统的检索助手,因为这些词汇表本

身是一个包括不同概念链接和路径的语义网络,所
以这些关联能够使检索更有效率.也因为提供丰富

的关联知识,它们也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工具.
这４个规范词表总称盖蒂词汇(GettyVocabuＧ

lary),始建于８０年代中期,是为了满足艺术博物馆、
视觉资源、档案和艺术图书馆等单位的需求而建立

的,是对艺术、建筑和物质文化等编制索引和相关资

源检索的规范词表.盖蒂词汇由美国盖蒂研究所

(GettyResearchInstitute,GRI)的盖蒂词汇项目组

(GettyVocabularyProgram)编制、维护和发布.词

汇的增长依赖于用户群体,由有资格的艺术类图书

馆、博物馆和专家批量增加或单条编制在线提交.
盖蒂词汇的官网地址是http://www．getty．edu/reＧ
search/tools/vocabularies/.

３．１　构建原则

Getty词表在构建之初就确立了以下原则:
(１)遵循ISO和美国国家标准(NISO)的叙词表

结构标准而构建;
(２)词表结构支持多语言,所有术语词汇都采用

Unicode编码,变音代码与 Unicode做映射;
(３)收录词汇包括编目需要的术语和有关视觉

艺术和建筑的检索信息;
(４)各个词表的术语中,有一个被标记为首选的

规范词.可能有多个规范词,用不同的文种表达.
(５)各词表由专门的学术顾问团队来审批和更

新,顾问团队由艺术和建筑史学家、建筑师、策展人

员、视觉资源编目者、档案馆、博物馆人员和叙词表

构建专家组成.

(６)收录的词汇取自从古到今的全球范围;

３．２　结构

Getty词表都是层级化的术语表,包含等级关

系、等同关系和相关关系.表４是 AAT 的分面和

层级[６][７].
表４　AAT的分面和层级

１ 面(Facets) 层级(Hierarchy)

２
相关概念分面(AssoＧ

ciatedConceptsFacet)
相关概念(AssociatedConcepts)

３

物 理 属 性 分 面

(Physical Attributes

Facet)

属 性 和 特 性 (Attributes and

Properties),条 件 和 效 果 (Conditions

andEffects)、设 计 元 素 (DesignEleＧ

ments)、颜色(Color)

４

风 格 和 时 代 分 面

(Styles and Periods

Facet)

风格和时代(StylesandPeriods)

５
代 理 分 面 (Agents

Facet)

人(People)、机构(Organizations)和团

体(LivingOrganisms)

６
活 动 分 面 (Activities

Facet)

学科(Disciplines)、功能(Functions),

事 件 (Events)、身 体 和 心 理 活 动

(PhysicalandMentalActivities)、过程

和技术(ProcessesandTechniques)

７
材 料 分 面 (Materials

Facet)
材料(Materials)

８
对 象 分 面 (Objects

Facet)

对象分类和系统(ObjectGroupingsand

Systems)、对象类型(ObjectGenres)、

组件(Components)

９
品牌名称分面(Brand

NamesFacet)
品牌名称(BrandNames)

ULAN目前有５个分面(Facets)名称:个人艺

术 家 (Persons,Artists)、法 人 团 体 (Corporate
Bodies)、非艺术家 (NonＧArtists)、身份不明 的 人

(Unidentified Named People)、不 知 名 的 人

(UnknownPeoplebyCulture).除了法人团体,其
他通常都没有分支元素.

TGN目前有两个分面(Facets)的地理名称:世
界地 名 和 外 星 地 名 (Worldand Extraterrestrial
Places).在世界地名分面,有层级关系,地名在层

次结构中的排列一般反映了当前的政治上的和实际

上的地理名称,也包括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国家和

帝国.

CONA最上层的主要分面(facets)有建筑物(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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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tWork)和可移动作品(MovableWork),另外

还有概念性作品 (ConceptualWorks)、视 觉 作 品

(Visual Surrogates)、未 名 作 品 (Unidentified
NamedWorks).CONA可能存在多个更广泛的上

下文关系,使得 CONA 多层次化.除了等级关系

(例如,一个印刷品和它的卷期之间)之外,CONA
具有等同关系(例如在等效标题/名称之间)和关联

关系(例如,草图和最终作品之间).

３．３　特点分析

(１)多层次的结构化把不同级别、多种形式的术

语关联起来.

GETTY词表虽然显示为一个词表,实际上是

一个关联的数据库.每个记录有一个唯一的数字标

识,通过这个标识把与每一个记录相关的所有术语

词汇、相关及上一级词汇、数据源和附注都关联起

来.任何术语都可以包括复数形式、单数形式、自然

语序、倒装语序、拼音形式、科学写法和普通写法等

各种形式的说法、各种语源的同义词.在这些术语

中,有一个被标记为首选的规范词.可能会有多个

规范词,用不同的文种表达.
(２)提供了内容全面的规范档.

AAT已被完全翻译为西班牙语和荷兰语.德

语和葡萄牙语的翻译也正在进行中,而且在增加法

语词汇和意大利语词汇.中国台湾的“台湾数字学

习和 数 字 档 案 项 目 ”(Taiwan EＧLearning and
DigitalArchivesProgram)已经把约８０００多个术语

翻译为汉语,推出了 AATＧTaiwan,目的是将台湾的

数字典藏与数字学习科技计划多年来累积的数量庞

大的数字藏品与国际分享[６].

ULAN词汇提供了艺术家规范术语,专注于其

中的文化信息.包括艺术家专有名称或非常用称

谓、传记、相关的个人或团体.适用于公司、工作室、
博物馆、图书馆特藏部、赞助人、捐助者、安保部门和

其他群体共同参与创作、收集、维护有关的信息.艺

术家可能是单独的个人或一起工作的团体.ULAN
的艺术家通常是视觉艺术的创作者、概念产生者或

生产者,但 ULAN 并不侧重于演员、舞者或其他的

表演艺术家[８].

TGN词汇提供了地名规范术语,专注于其中的

文化信息.适用于公司、工作室、博物馆、图书馆特

藏部、赞助人、捐助者、安保部门和其他群体共同参

与创作、收集、维护有关的信息.TGN 包括名称和

与地名相关的信息,地名包括行政实体(例如城市、
国家)和地理特征地名(例如山脉、河流),当前和历

史的地名也包含在内.TGN 发展的领域包括更新

行政区划的层次结构;添加新发现考古遗址、新增世

界遗产名称和其他历史遗迹,特别专注于亚洲、前哥

伦布时期、中东和其他地方;建立历史上的国家和帝

国的层次结构[９].

CONA所包含的是文物名称的规范档,文物包

括建筑和可移动文物,如绘画、雕塑、版画、素描、手
稿、照片、纺织品、陶瓷、家具、其他视觉媒体(如壁画

和建筑的雕塑,行为艺术和考古文物),及各种由博

物馆收藏和物质文化领域的文物部件.CONA 主

要针对已经编目的艺术品,如在学术文献中的艺术

品、博物馆收藏中的艺术品、其他视觉资源收藏中的

艺术品、档案馆和图书馆收藏的艺术品以及在艺术、
建筑或考古的编制索引项目中的艺术品.每个COＧ
NA记录对应一件艺术品或一座建筑物[１０].

(３)使用灵活,用户广泛.
盖蒂词汇的主要用户包括博物馆、艺术图书馆,

档案馆,视觉资源编目员、收藏家、考古项目、有关艺

术的编目、艺术和艺术史领域的研究者,以及处理这

些用户需求的信息专家.此外,还有相当多的学生

用户和公众用户.
编目员和索引编制者通常以两种方式使用盖蒂

词汇:一种方式是通过数据许可文件把他们集成到

一个收藏管理系统中,另外一种是通过盖蒂网站使

用在线数据库,网站上的数据库可以支持有限的研

究和编目工作.广泛使用盖蒂词汇的机构应向盖蒂

词汇项目组获取许可,采用集成方式来使用.

４　数据交换标准———LIDO[１１][１２]

轻量信息描述对象(LightweightInformation
DescribingObjects,以下简称 LIDO)是在国际博物

馆界的合作努力下,为向门户和其他聚合资源知识

库贡献 文 化 遗 产 内 容 而 提 出 的 共 同 解 决 方 案.

LIDO是用来作为聚合博物馆数据的格式,可利用

这种格式转换和发送各博物馆的文物数据信息到一

个整合文物元数据的机构.LIDO 的官方网址是

http://www．lido－schema．org.

４．１　LIDO 的设计原则

LIDOXML架构(和规范)的设计使其可以:
(１)对文物进行适当描述;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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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允许一个机构决定其向特定门户提供的元

数据记录的丰富程度(即在不同场景中可能不同);
(３)允许一个机构在传递文物实体的元数据时

链接到相关的数字对象;
(４)在LIDO 的记录中要包括回连到实体记录

的链接;
(５)允许传送包含用于正确显示和检索单个文

物的所有信息的元数据记录;
(６)通过提供引用受控词汇和规范文件,使所提

供的实体(即谁、什么、何时和在哪里)被识别;
(７)提供用于检索和显示的元数据,即具有显示

和索引元素;
(８)支持多种语言记录,无论是结构元素级别还

是单个文本元素级别(或两者);
(９)能够区分文物实体标识符和描述文物的网

页标识符及它的在线数字对象的标识符.

４．２　LIDO 的结构

LIDO是由一套封装的元数据组成的结构数

据.此元数据设计的重点是从国际文献工作委员会

的概念参考模型(ConceptualReferenceModel)引

入了“事件”概念.例如,对象的创建、收藏和使用被

定义为“事件”,相关的实体包括时间、地点、人物.
这样,这些“事件”就可以用一致的方式来表现.

为了满足不同门户的需要,LIDO 用“数据集”
来组织信息.LIDO 定义了１４组信息,其中只有３
组是必备的.这利于最大限度地保存不同来源信息

的完整性.可以由机构决定哪些数据提供给门户,
或者在网上发布.

LIDO允许一个机构提供为检索和获取而优化

的索引信息和为门户的用户在线提供信息而优化的

显示信息.LIDO 的结构化元素包含“数据元素”,
可以容纳服务环境下已被收割的信息和发送给用户

的信息.LIDO 允许记录关于数据的来源信息(例
如来自某书)和受控术语(例如术语在某词典中的识

别码).

LIDO记录的信息,从概念上可以分成７个领

域,其中４组为描述性信息,３组为管理性信息.见

表５.

４．３　LIDO 的特点分析

LIDO作为专门为博物馆设计的一个国际收割

标准,有如下特点:
(１)LIDO是一个 XML规范,用于把一个机构

的文物对象和其他资源的信息提交到门户,聚合资

源库和其他类似的数据库;
(２)LIDO是作为一个元数据传输机制被使用,

包括一个机构自己的在线收藏数据库,以及汇集来

自许多机构外部门户网站的资源信息;但 LIDO 不

是一个完整开发的数据交换格式,即不应该用于机

构之间的点到点的信息交换,特别是不用于从一个

收集管理系统迁移到另一个收集管理系统.
表５　LIDO的描述性信息

信息领域(InformationArea) 说明

对象的类别信息

(ObjectClassification)
关于对象类型的信息

对象的识别信息

(ObjectIdentification)

关于对象的基本信息,尤其指物理

特征等

事件(Event)
对象参与的事件,包括创造、发现、

修改、使用等

对象的相关信息

(ObjectRelation)
主题信息以及其他相关的对象等

表６　LIDO的管理性信息

信息领域(InformationArea) 说明

权限信息(RightsWork)
与实体资源与它的数字对象相关

的使用权限信息

记录信息(Record) 关于编目记录的基本信息

资源信息(Resource)
提供 给 服 务 环 境 的 数 字 资 源 的

信息

(３)LIDO 旨在囊括关于文物(如艺术、历史和

科技)的全面描述性信息.但不是用于完整编目的

格式.
(４)LIDO 支持多语种门户环境.它为每个元

素提供了语言属性,可用于多语种资源,支持多语言

环境.

LIDO 作为一个对象描述元数据的收割集,允
许所在机构将他们的元数据以标准的方式提供给其

他门户.所以目前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应

用,例如 AthenaPlus是欧盟竞争力和创新框架计

划的一个项目,它始于２０１３年并于２０１５年结束.
该联盟由来自２１个欧盟国家的４０个成员组成.AＧ
thenaPlus提供平台将成员单位提交的元数据转化

为LIDO中间标准,然后再传输给欧洲的数字图书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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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LIDO在欧洲、美国的文物项目和博物馆中应

用较为广泛.

５　我国博物馆的元数据标准现状

相比国外博物馆以艺术品和建筑雕塑为主的藏

品,我国博物馆的藏品更具复杂多样性.我国博物

馆元数据的设计始于对国外主流文物元数据标准的

研究,但大都进行了本地化,或简化,或扩展,或改

造,因此基本上每个文博机构采用的元数据都有区

别.业内公认的当属国家文物局第一次和第三次文

物普查推出的相关规范文件.
从公开发表的论文及调研来看,我国尚未形成

完整的博物馆元数据内容、结构、取值、交换、发布体

系.现有的博物馆元数据标准多为内容标准,个别

数据结构标准、专门领域有数据取值标准.数据交

换(和收割)和数据呈现,虽然在一些项目中有所应

用,但未见形成通用标准.
(１)数据内容标准.

２０１３年国家文物局编撰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

文物普查工作手册»的第三章“可移动文物普查登录

内容”,规定了馆藏可移动文物登录的四部分内容,
包括馆藏文物的基本信息、管理信息、影像信息、收
藏单位情况等,并给出各项著录的详细规则.它可

以称为博物馆元数据的一个数据内容标准.各文博

单位内部使用的元数据标准多为内容标准[１３].
(２)数据结构标准.

２００１年国家文物局发布的«博物馆藏品信息指

标体系规范»可以称得上是博物馆的一个数据结构

标准.该规范将博物馆元数据分为“藏品信息”“藏
品管理工作”“藏品文档信息、研究论著信息与声像

资料信息”三个指标群,其下又分３３个指标群、１３９
个指标项,每个指标群或项都有一个独立的指标

代码[１４].
(３)数据值标准.

１９９２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科威主持编

写的«中国考古主题词表»,收词量１２４４９条,是我国

文物界较早的一个数据取值标准.但更多的数据取

值是在元数据内容标准中规定,尚未形成专门的取

值标准.有些则直接参考其他国家标准,比如«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中国各民族名称代

码»等[１５].
(４)数据交换(和收割)标准和数据呈现标准.

在文物普查工作中,数据收割采用统一的数据

格式,但并未形成标准,所以这两类标准在我国文物

界都未形成通用标准.

６　结语

我国在博物馆元数据的标准体系制定及利用方

面,同国外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虽然近几年在

数字博物馆建设方面取得长足进步,积累了可观的

元数据及数字资源,但标准不统一,大都处于分散

的、无组织状态,文物机构间缺乏数据交换与数字化

资源共享.在缺乏大数据检索需求的前提下,目前

已在使用的博物馆元数据的设计颗粒度不够精细,
不利于检索利用和数据挖掘.同时,数据取值标准

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充分重视,文物元数据标准的统

一与推广已经成为文物数字资源共享和信息交换的

瓶颈.
针对当前文物数字化保护在元数据体系和规范

方面的实际需要,从文物数字化保护的应用逻辑出

发,应立足国内已有基础特别是国家相关科技计划

项目的技术积累,在对国内外文物相关元数据标准

及元数据管理的现状与应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的基

础上,逐步建立我国的文物元数据标准体系,研制文

物描述元数据标准、管理和保存元数据标准;以应用

为导向,研究编制文物元数据标准的著录细则、实施

指南;研究元数据应用规范、元数据封装与交换标

准、访问协议等.
在建立文物的描述元数据标准的同时,要建立

各种规范档,使文物描述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

一规范化的描述.应用统一的元数据标准和取值规

范来描述艺术作品及相关文献,可以使文物管理机

构在统一标准的背景下利用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于

艺术研究,并且通过特定字段将具有类似特征的作

品联系起来.例如,具有同样印鉴的作品、具有同样

风格的作品、同一主题的作品、特定尺寸的作品、被
同一收藏家收藏过的作品等.

科技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文物数字化保

护元数据标准研究”旨在建立我国文物元数据的各

类标准规范,为文博单位开展文物元数据的制定和

著录工作提供规范化、标准化的指导性文件,同时促

进未来文物元数据的统一管理和数据共享.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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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ConstructionofMetadataStandardsRecommendedbyGettyResearchInstitute

ZhangJune　WangYalin

Abstract:Metadataplaysavitalroleinthedigitizationofthemuseum,itisnecessarytoeffectivelyorＧ
ganizeandrevealtheinformationofthemuseumartifacts,anditneedsallkindsofmetadatastandardsas
thebasicsupport．CDWA(DataStructureStandard),CCO(DataContentStandard)、AAT,ULAN,TGN,

CONA(DataValueStandards)andLIDO(DataFormat/TechnicalInterchangeStandard),whicharepubＧ
lishedbytheGettyResearchInstitute,hadbeenreviewedandtheroleofdifferenttypesofmetadatastandＧ
ardsintheconstructionofdigitalmuseumshadbeenanalyzed．Accordingtothecurrentsituationofcultural
heritageMetadatainChina,itisproposedthatintheprocessofChinasdigitalorintelligentmuseumconＧ
struction,notonlydescriptionmetadatastandardsshouldbefirstlybuilt,butalsoDataValueStandards
anddataInterchangeStandardsshouldbeestablishedgraduallyasthefoundationofunifiedmetadatamanＧ
agementanddatasharingofculturalheritageinChinainthefuture．

Keywords:Metadata;DataStructureStandard;DataContentStandard;DataValueStandard;DataInＧ
terchange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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