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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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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藏品二维影像数据采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美术馆藏品二维影像数据的采集方式、采集要求、采集内容、采集工作流程和数据

的保存和使用。

本标准适用于美术馆藏品的二维影像数据采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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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T 1398-2017 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

GB/T 25058-2010 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实施指南

WH/T 80-2019 美术馆藏品登记著录规范

3 采集方式

3.1 直接采集

指采用数字照相机、非接触式专业数字扫描仪，对藏品进行拍摄、扫描，获取二维影像数据的采

集方式。

3.2 间接采集

3.2.1 拍摄或扫描

指采用数字照相机、胶片扫描仪、平面扫描仪，对藏品的负片、反转片、正片、相片等银盐影像

资料进行拍摄、扫描，获取二维影像数据的采集方式。

3.2.2 剪裁、抓帧和截屏

指使用专业软件，对藏品既有的图像、影像或其他格式的文件进行剪裁、抓帧、截屏等操作，形

成符合要求的二维影像数据的采集方式。

4 采集要求

4.1 影像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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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影像还原要求

应能全面、准确、清晰反映藏品原貌，客观表达原作主题，要求如下：

a）完整记录藏品完整面貌、造型、结构；

b）图像清晰，色彩准确，影调丰富，反差适中，物体透视无畸变；

c）准确、清晰记录题名、款识、印鉴等标识性内容，以及伤残、破损等对于保护及管理工作具有

意义的部位。

4.1.2 影像数据格式和数据量要求

4.1.2.1 资源数据

选择所用设备最大影像尺寸、无压缩文件格式进行拍摄或扫描；获得最大尺寸、最优质量的原始

数据； 数据以 TIFF 格式、300 像素/英寸、Adobe RGB 色彩模式、8 位或 16 位色深存储。

4.1.2.2 交换数据

在资源数据基础上，使用专用计算机工具压缩生成，供美术馆各种应用的数据；数据采用 TIFF

格式或 JPEG 格式、300 像素/英寸、Adobe RGB 色彩模式、8位色深。

4.1.2.3 预览数据

在资源数据基础上，使用专用计算机工具压缩生成，供美术馆网上展示、管理信息系统检索等使

用的缩略数据。

4.2 采集设施设备要求

4.2.1 场地

影像数据采集场地的工作室，环境可优于但不宜低于下列要求：

a）位置。靠近美术馆藏品库房，通道平坦，房门宽度适当，便于藏品取送；温湿度与藏品库房相

近。

b）空间。高度，满足大型藏品拍摄需要；面积，满足合理划分藏品采集等候区、采集工作区等，

采集工作区应具有足够面积，满足设备合理、安全安装或摆放，并易于操作。

c）应不透光、防尘。

d）地面。应采用非燃或阻燃材料，做防滑处理，平坦无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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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墙面。应为不燃材料，墙面应做防火、防潮、防渗漏和防灰尘材料处理。

f）供电。供电负荷应大于设备、照明全部开启时的用电总负荷；宜安装交流配电箱；移动用电宜

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移动电缆盘；墙面预埋安装的电源插座其电源不应与照明电源同一回路；用电设

备应尽量直接连接墙面插座，单个接线板不应连接多个用电设备，禁止采用接线板再连接线板方式为

设备供电。

g）辅助用具。推车等运输工具应运行平稳，减震性能良好；工作台等操作平台应平整、稳固、边

缘圆滑。

h）安防。安全防护、消防设施与藏品库房标准相一致，并保持灵敏、有效。工作室内应标注消防

疏散通道并保持畅通。

i）监控。与美术馆监控系统相连接，保持监控设备完好，监控无死角，保证数据采集过程全程监

控。

j）警示。在适宜位置，安置警示标识，提示禁止吸烟、禁止使用明火、禁止进食饮水、访客免入、

随手关门、离开锁门等内容。

4.2.2 灯光

影像数据采集所用灯光，应能有效记录被摄藏品的造型、色彩和材质；灯光设备和布光环境可优

于但不宜低于下列要求：

a）灯具功率稳定，色温准确，显色指数在 95﹪以上；

b）灯具数量和型号应能满足拍摄平面藏品、立体藏品基本布光需要；

c）灯具导轨或灯架应牢固、稳定。

4.2.3 数字照相机

性能参数可优于但不宜低于下列要求：

a）机身。装配全画幅、2000 万以上有效像素图像传感器的 35mm 数字单反机身；

b）镜头。使用中焦距镜头；

c）配件。应配备大型三脚架或大型立柱式相机架、拍摄台（桌）、翻拍架等。

4.2.4 扫描仪

4.2.4.1 平面扫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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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扫描方式，采集二维影像数据所用的非接触式大型平面扫描仪，性能参数可优于但不宜低于下

列要求：

a）实时智能自动对焦；无红外线及紫外线的同步冷光光源；

b）线型传感器有效像素不小于 14400 像素/英寸；支持 Adobe RGB 色彩模式，16 位色深，分辨率

不低于 600 像素/英寸；

c）支持彩页、黑白、灰度三种扫描模式和色彩管理系统；图像系统可获取超过 GB 级别的影像文

件。

4.2.4.2 胶片扫描仪

扫描负片、反转片等银盐影像资料采集二维影像数据，宜使用胶片数字扫描仪；其分辨率应当达

到 4800 像素/英寸以上。

4.2.5 非线性编辑工具

从视频、数字电影、流媒体中，采用抓帧、截屏方式采集二维影像数据，宜使用非线性编辑工具；

非线性编辑工具输出的二维影像数据，可参照 4.1.2.1 对资源数据的要求。

4.3 直接采集要求

4.3.1 平面藏品拍摄

需满足以下要求：

a）照相机安装于大型三脚架或大型立柱式相机架上；保持藏品平面、镜头平面、相机成像平面三

者平行；

b）镜头垂直对准藏品平面的中心，确保藏品影像端正、无变形并基本充满画面；

c）布光均匀；

d）至少拍摄一幅全形影像；藏品较长、较大，应分段、分部拍摄，相邻拍摄画面的重叠部分不宜

小于所拍摄画面的 1／4；

e）藏品旁应摆放标准色卡、灰度卡、藏品编号标签。

4.3.2 平面藏品扫描

需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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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依照所用设备操作手册实施扫描；

b）使用计算机设备进行监控、调整；

c）数据质量符合 4.1.2.1 资源数据要求。

4.3.3 立体藏品拍摄

需满足以下要求：

a）照相机安装于大型三脚架或大型立柱式相机架上；

b）选取准确展现藏品主题、造型或结构特征、工艺特色的角度；

c）布光应能准确表现藏品造型、细节和材质；

d）拍摄中小型立体藏品应使用背景纸；拍摄大型立体藏品，应设法构成单一或者简洁背景；

e）藏品旁宜摆放标准色卡、灰度卡、藏品编号标签。

4.3.4 互动装置艺术藏品拍摄

以数字照相机拍摄方式记录装置基本运行过程。

4.4 间接采集要求

4.4.1 拍摄或扫描要求

对藏品的负片、反转片、正片、相片等银盐影像资料进行拍摄、扫描，应当符合 4.3.1 平面藏品

拍摄、4.3.2 平面藏品扫描的相关要求；

拍摄宜将照相机安装于翻拍架；扫描负片、反转片宜使用胶片扫描仪或电分机；

避免负片、反转片表面划伤。

4.4.2 剪裁、抓帧和截屏要求

4.4.2.1 图片剪裁

使用计算机图片处理软件，对既有二维影像进行裁剪，裁掉画面中空白部分或干扰性内容，使藏

品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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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2 视频抓帧

使用非线性编辑软件，从视频、数字电影类藏品的连续画面中，选取若干帧能够准确、完整反映

藏品面貌、主题的画面；

4.4.2.3 流媒体截屏

使用计算机相关软件工具，在连续播放的流媒体视频中，选取能够准确、完整反映藏品面貌、主

题的画面。

4.5 采集人员要求

需满足以下要求：

a）具有一定美术馆业务知识，对美术藏品有一定的了解；

b）熟悉美术馆管理工作流程，了解美术馆管理制度；

c）具备摄影技能，熟练操作摄影、扫描器材及计算机图像处理、非线性编辑软件等软件；

d）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胜任藏品二维影像数据采集的能力。

5 采集内容

5.1 基本要求

藏品二维影像数据的采集，应能满足美术馆展陈、教育、交流及内部管理等工作的需要。

5.2 平面藏品采集内容

5.2.1 单件平面藏品

需满足以下要求：

a）采集全形影像一幅；

b）配框藏品，其画框具有重要意义，带框、不带框和带框背面各采集一幅；

c）中式装裱藏品，采集画心；其装裱具有重要意义，则画心和全形（完整装裱）各采集一幅。

5.2.2 成套平面藏品

成套平面藏品应按原作状态拍摄组合影像；并逐一采集每件单体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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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局部影像

下列情形，应采集藏品局部影像：

——题识、印鉴、署名等标识性内容；

——伤残、破损部位；

——特殊装裱形式；

——其他特殊信息。

5.3 立体藏品

5.3.1 单件立体藏品

选取能够展现藏品主题、造型或结构特征、工艺特色的角度拍摄全形影像一幅；可再从其它侧面、

以正视角度进行拍摄。

5.3.2 成套立体藏品

应拍摄一张或多张组合影像，该影像应能准确表现每一单体藏品在群组中的位置及其组合（组装）

关系；并逐一单独拍摄每件单体藏品。

5.3.3 局部影像

下列情形，应拍摄藏品局部影像：

——伤残、破损部位；

——铭刻、题识等标识性内容；

——其他特殊信息。

5.4 互动装置艺术类藏品

参考本标准 5.3 的规定；拍摄多幅影像，记录装置运行的基本过程，应能表现藏品原貌、主题；

亦可采用主流格式拍摄制作录像、流媒体等音像资料，完整记录并反映互动装置的展示、交互过

程。

5.5 影片、视频、动画等类藏品

按内容段落，截取代表性画面，应能表现藏品原貌、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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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采集流程

6.1 采集前的准备

美术馆藏品二维影像数据采集，应符合服务于美术馆展陈、教育、交流及内部管理等工作的目的；

拟采集的藏品清单、采集内容、采集方式和实施时间，应按照美术馆管理制度办理报批手续；

采集前应依据安全制度检查采集场地，检查采集设备状态。

6.2 藏品的提用和归库

应按照美术馆管理管理制度，办理藏品提用审批程序；

藏品保管人员依据批准的藏品清单办理出库，并负责把藏品运送至采集场地；采集完毕后，藏品

保管人员应即刻运送藏品回库房、办理归库；

藏品保管人员应对本次采集事项作记录。

6.3 采集的实施和操作

数据采集在藏品保管人员监看、配合下进行；藏品保管人员在确保藏品安全的前提下，按照影像

采集人员的要求摆放或者移动藏品；

影像采集人员应当依据批准的藏品清单，核对藏品的名称、登记号、编码；

采集过程中，影像采集人员应当同步填写藏品影像数据采集登记表（参见《美术馆藏品登记著录》

标准），并且确保影像资料与藏品总登记账信息建立正确的关联；

采集实施和操作应当谨慎、规范，确保藏品安全。

6.4 影像数据的整理

拍摄、扫描后，当日将影像数据上传至美术馆数据存储系统，填写藏品影像登记表（参见《美术

馆藏品登记著录规范》），并做备份存储；

利用相关计算机软件对影像文件进行整理、遴选、修图、重命名、格式转换、压缩等操作；

应核对影像文件与拍摄（扫描）记录表的对应关系，核对影像文件与藏品总登记账信息的关联；

二维影像数据整理后，应分别形成资源数据、交换数据、预览数据。

7 影像数据保管和使用

7.1 影像数据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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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数据应存储于美术馆数据存储系统，禁止个人留存。

7.2 影像数据备份

美术馆应当建立二维影像数据备份机制。拥有 1000 件以下藏品的美术馆数据备份应采用不低于二

级等级保护的要求；拥有 1000 件以上藏品的美术馆数据备份宜采用不低于三级等级保护的要求。

7.3 影像数据使用

应按照美术馆管理制度进行审批；根据实际需求，分别提供相应的资源数据、交换数据、预览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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