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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声像档案数字化抢救与利用案例研究

针对不同类型载体声像档案数字化播放设备不齐全、技术方法不同、参数

设计难以确定、信息修复无法开展、数字化及存储管理系统建设无参考案例等

问题，课题组通过系统的研究，从数字化抢救技术、路径和方法等方面提出了

解决方案。基于此，课题组拟通过典型案例：辽宁省档案馆录音录像带档案数

字化抢救、李景汉先生口述录音档案、傅筑夫教授录像档案数字化抢救，分析

验证理论方案的可行性，给全国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声像档案数字化抢救及

长期保存提供借鉴。

6.1辽宁省档案馆录音录像带档案数字化抢救实践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声像档案数量大、种类多，为解决声像档案长期保存

与利用问题，他们从收集声像档案播放设备、建立数字化抢救利用平台、改善

声像档案保管条件等方面入手，构建了一套的抢救模式。

6.1.1模拟声像档案播放设备的收集

辽宁省档案馆声像档案载体种类繁多。有U-MATIC（“四三”）录像带、

VHS（“大二一”）录像带、BETA（“小二一”）录像带、DV带、开盘录音

带、大小卡带、唱片等。各种载体共计2000余盘。由于“年代久远”、保管条件

有限、管理不到位等，部分磁带质量下降，录像带粘连、发霉等，部分图像抖

动，有些甚至无法播放。自2009年开始，辽宁省档案馆对馆藏声像档案进行摸

底调查统计，基本情况见表6-1。

表 6-2列出了至 2009年以来，辽宁省档案馆收集的各类型声像档案播放设

备。有些播放设备可以正常使用，大多数处于不能正常工作状态。

为保存和存放声像档案，辽宁省档案馆专门建设防磁档案库，面积近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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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设有 7排档案装具柜。防磁档案库的建设参考了《电子计算机场地通

用规范》（GB/T 2887—2000）、《高性能屏蔽室屏蔽效能的测量》（GB 12190

—1990）、《电磁屏蔽室工程及验收规范》（SJ 31470—2002）等标准与要求。

库房的性能指标达到以下要求：磁场：14kHz时大于等于 75dB，150kHz时大于

等于 100dB；电场：200kHz至 50MHz时大于等于 110dB；微波：1GHz到 10GHz

大于等于 100dB。库房配有密码库房门、防静电地板，防紫外线灯、视频监控，

完全能够满足磁带、磁盘等磁性载体档案的安全保管要求。

表 6- 1 辽宁省档案馆声像档案调查情况表

序号 类 别 数 量

1 大二一录像带 6

2 小二一录像带 13

3 大四分之三录像带 131

4 小四分之三录像带 27

5 DV带 60分钟 8

6 电影胶片 35mm 356

7 缩微胶片 35mm\16mm

8 幻灯片 14

9 MD盘 74分钟 2

10 录音卡带 450

11 小卡带 SONY mc60 1

12 开盘录音带 212

13 唱片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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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 各类型声像档案播放设备表

分类 序号 设备名称型号 档案载体格式 数量（台）

录像机

1 VHS录像机 VHS录像带（大二一） 7

2 S-VHS录像机 S-VHS录像带 5

3 BETAMAX 录像机 BETA带（小二一） 4

5 HI 8录像机 HI 8录像带（8mm） 1

6 U-MATIC录像机 U-MATIC 3/4（高质、低质）录像带 2

7 DVCAM 录像机 DVCAM、MINI DV录像带 2

8 Sony HDV录像机 DV、HDV、DVCAM 录像带 1

9 JVC HDV录像机 DV、JVC HDV、DVCAM 录像带 1

10 DVCPRO 录像机 DVCPRO 25、50、100录像带 1

11 蓝光录像机 XDCAM 蓝光录像带 2

12 MPEG IMX 编辑录像

机

数字 Betacam、Betacam、Betacam SP、
Betacam SX、MPEG IMX录像带

1

录音机

13 开盘录音机 开盘录音带 3

14 普通卡座录音机 标准录音带 5

15 数字磁带录音机 数字录音带 1

16 小录音卡座 Sony mc 60小卡带 2

17 MD录音机 MD １

唱片机 18 唱片机 唱片 1

电影放

映机
19 35mm放映机 35mm电影胶片 2

蓝光播

放机
20 DVD 蓝光播放机 DVD，CD，蓝光光盘 2

幻灯片

放映机
21 幻灯片放映机 幻灯片 1

读卡器

22 P2卡读卡器 P2卡 １

23 SXS卡读卡器 SXS卡 １

24 蓝光光驱 蓝光光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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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声像档案数字化平台建设

声像档案数字化工作是一项综合、科学、严谨的系统性工程，不仅仅是将

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的简单任务，必须具备专业的团队，专门的场地和特

定的设备等条件，还需要对传统的载体进行修复等技术保护，对数字化的音视

频档案进行科学管理和高效利用，让馆藏的宝贵声像资料发挥更大作用。为此，

辽宁省档案馆专门建设了声像档案处理室，建设了声像档案数字化平台。声像

档案处理室面积约 160平方米，房间密封好、经过防尘处理，配有中央空调，

专业防磁柜、视频监控等设备设施，适合声像档案的数字化工作。业务用房划

分成两个区域：一是声像档案数字化与视频编辑区，二是音视频档案资料及其

它视频资料审查、观看区域（视听室）。数字化平台建设见图 6-1，具体包括采

集转换平台、数据备份平台、专用数字化传输网络和音视频采集处理软件系统。

图 6- 1 模拟声像档案数字化平台建设

（1）采集转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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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数字化过程中的档案安全，保证数字化质量，工作室配备了专业、

优质、齐全的数字化采集转换设备。重点收集采购了一批全新的 U-matic、

BETAMAX、VHS、S-VHS、DV录像机、JVC双卡带录音机等设备；配备大洋

高性能 E7800非线性编辑服务器，采集档案内容，处理数字化文件；配备了调

音台、VHS与 DV自动、手动倒带机、监听耳机等数字化辅助设备。

（2）数据备份平台

档案安全，历来都是档案工作永恒的话题，数字化数据安全是开展档案数

字化工作的核心与重点。我馆十分重视数据安全，针对声像档案文件数量小（相

对于纸质档案），单个文件与整体文件容量大的特点，选择了“物理磁带+小型

可移动磁盘磁阵列+国际档案级光盘”的多套异质的组合模式，为数据安全提供

了多重保险。

（3）专用数字化传输存储网络

为加强档案保密工作，保护档案信息安全，方便数字化工作开展，特别为

声像档案搭建了专用的千兆以太网数字化工作、存储网络。该网络为局域网，

物理隔离不与互联网等其它网络连接，专用于声像档案数字化工作，采用华为

高性能万兆核心交换机、六类屏蔽双绞线，IPSAN磁盘阵列与核心交换机直接

连接，具有较高的数据传输效率与较安全的传输环境。

数据存储设备选择品牌磁盘阵列，配合 RAID 技术，既能满足快速、频繁

访问及大容量存储等需要，经验实用同时兼顾数据安全。

辽宁省档案馆传统盒式录音录像带档案数字化主要设备见下表。

表 6- 3 传统盒式录音录像带档案数字化平台主要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说明 数量（台）

1 各类型盒式录像机 播放各类型录像带 23

2 各类型盒式录音机 播放各类型录音带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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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线性采集服务器
对录音录像带进行采集、编辑、

导出
3

4 调音台 调整调节声音效果 2

5 监听音箱与耳机 监听检查数字化效果 2

6 磁盘阵列 存储数字化成果 1

7 物理磁带库 备份数字化成果 1

8 小型移动磁盘阵列 备份数字化成果 1

（4）音视频采集处理软件系统

音视频采编系统包括硬件设备和软件系统两部分，辽宁省档案馆采编设备

采用大洋非编 E7800系列服务器 2台，EDIUS服务器１台；编辑软件选用大洋

非线性编辑软件和 EDIUS软件。

大洋非编 E7800系统采用大洋 4U工业机箱，保证系统散热性及可维护性；

采用大洋 Redbridge（红桥）数字视音频接口板卡，拥有齐全的模拟及数字视音

频接口。采用M-JPEG的压缩格式，单通道传输速率可达 15MB/s，双通道 30MB/s。

支持无损压缩，压缩比可以达到 1.6:1，板卡可提供专业、优质的音视频采集质

量。

大洋非编采集编辑系统功能强大、操作简单、功能齐全、设置丰富，支持

标准与格式多，完全能够胜任高标清录音录像带音视频档案采集、编辑处理等

工作。该软件可支持五层画面实时混合，其中两路视频层可实时叠加带 ALPHA

通道的图文层，并同时应用三路数字视频实时 DVE通道，提供缩放、运动、色

度校正等效果。可任意调整多层视频的回放速度，二维特技实时处理，可以实

时抠像，而不需切换台，可随时观看自定义特技预演效果，并可存储随时调用。

音频符合 AES/EBU及 S/PDIF数字标准，提供平衡、非平衡音频输入输出和复

合、YUV信号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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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US软件也是一款专业非线性视频编辑软件，包括 Xplode for EDIUS和

EDIUS FX、Canopus实时二维和三维视频效果引擎。Canopus Edius非线性编辑

软件专为广播和后期制作环境而设计，拥有完善的基于文件工作流程，提供了

实时、多轨道、多格式混编、合成、色键、字幕和时间线输出。支持 Infinity、

JPEG 2000、DVCPRO、P2、VariCam、Ikegami GigaFlash、MXF、XDCAM和

XDCAM EX视频素材，同时支持所有 DV、HDV摄像机和录像机。

非线编采集、编辑系统能够精准采集档案内容，通过后期的编辑处理，修

复受损档案，为精确采集还原声像档案原貌，提供了专业的平台保障。

6.1.3数字化过程及特点

数字化前期，先确定数字化对象，依据辽宁省档案馆声像档案的数字化原

则，首先确定数字化对象，对待数字化录音录像带的数量、类型、内容、保管

情况、磁带自身情况等进行全面的检查，以便下一步制定数字化方案。

制定数字化方案。针对确定数字化的档案类型与特点及前期的检查结果，

研究制定出具体可行、详细的数字化方案，具体内容应包括:场地安排、人员组

织、平台设备选型准备、技术方案制定、磁带的前期处理与技术保护措施等内

容。

载体清洁修复。档案出库后首先应在温湿度符合要求的场所存放48小时后，

再进行下一步处理。对声像档案载体进行去灰尘、倒带，去潮等处理，发现有

损坏的档案，影响档案安全与数字化质量的，必须进行相应修复。

录音、录像带通过对应录音、录像机播放还原成音视频模拟信号，音频信

号通过调音台调节后，由大洋非编采集卡实时采集，转换为数字信号存储于磁

盘中。视频信号则直接由大洋非编采集卡采集到非编内，最后通过大洋非线编

软件对音视频档案信息进行必要处理后，导出指定格式视频文件后存储于磁盘

中。

为保证音视频数字文件安全，每日数字化数据都应及时上传至磁盘阵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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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并定期对数字化最终成果进行磁带、磁盘及光盘备份。

数字化过程具有如下特点：

（1）数据采集质量高

数字化采集平台各设备均选择高性能、“新”设备。特别是录音机、录像

机设备选择了从未使用过的“新”设备，磁头均处于良好工作状态，保证了音

视频档案的还原质量。同时为使音频质量更加优异，弥补录音录像带录制不佳

及保管不善等因素造成的音频质量“先天不足”，特别增加了调音台设备，该

设备将播放设备输出的音频信号，进行音色调整和音量调节，达到“最佳”效

果后输送给采集设备。另外，大洋品牌非编配以专业虹桥采集板卡，可以采集

到更高质量的视频信号，为录音录像带档案品质的还原，提供了性能保障。

（2）数据安全性高

数据安全是档案的生命，十分的重要，数据在线存储选择了品牌 IP SAN磁

盘阵列。磁盘阵列存储速度快，适合大容量音视频文件的存储，通过 RAID 5

技术保护阵列数据安全。

同时，为加强数字化数据的安全，采用了多套异质备份的方式，进行定期

脱机备份。脱机备份设备包括物理磁带库与小型可移动磁盘阵列、光盘。物理

磁带库具有备份单位成本低，容量大，成熟稳定的特点，适合大容量数据备份，

方便异地保管；小型可移动磁盘阵列具有成本低，备份与恢复速度快，直观方

便，操作简单的特点，不失方便可靠的备份方式之一；光盘具有寿命长，备份

使用灵活方便的特点。三种备份方式的组合，为数据的安全及恢复提供了更好、

更周全的安全保障。

6.1.4 数字化进展

2009年开始，辽宁省档案馆便开始录音录像带档案的数字化研究与平台筹

建工作，至 2013年新馆开馆时，数字化采集转换平台建设工作全部完成，能够

开展多种载体类型的录音录像带档案的数字化工作。数字化开展流程见图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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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采集技术参数见表 6-4，视频采集技术参数见表 6-5：

图6- 2 录音录像档案数字化流程图

表 6- 4 录音带数字化采集技术参数

文件格式 WAV 格式

采样率 不低于 44.1kHz

量化位数 24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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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道 以原始轨道数记录

表 6- 5 录像带数字化采集技术参数

文件格式 MPEG-2

视频编码格式 H.264 或 MPEG-2 IBP MP@ML

制式 与档案原件相同

帧率 与档案原件相同

画面宽高比 与档案原件相同

视频分辨率 标清为 720×576，高清不低于 1920×1080

视频采集率 4:2:2

视频量化位数 不低于 8bit

视频码率 标清不低于 8Mbps，高清不低于 16Mbps

音频编码格式 PCM

音频采集率 不低于 44.1kHz

音频量化位数 24bit

声道 以原始轨道数记录

截至 2016年 1月 20日，数字化完成量见下表：

表 6- 6 辽宁省档案馆录音录像带档案数字化进展情况表

序号 内容 载体类型 盘数 时间（分钟）

1 省人大常委会档案 3/4 录像带 2 85

VHS 录像带 71 5054

MINI DV 带 267 14103

盒式录音带 120 5200

小计 460 24442

2 评剧名家名段资料 VHS 录像带 40 4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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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式录音带 54 3180

小计 94 7640

总计 554 32082

6.1.5数字化成果发布管理

辽宁省档案馆数字化声像档案资源多为名人传记、政务活动、评剧名家名

段、老电影、老歌曲等，其保存和利用价值大。为此，在开发馆藏档案综合管

理系统时，专门增加了音视频档案管理和发布系统，部署在利用平台，对外提

供检索利用。

音视频档案管理系统功能分为 8个模块，每个模块的功能如下：

筛选（挑选）整理模块：主要的功能是为管理系统提供内容的筛选、审核、

整理、迁移。

转码/处理模块：该模块主要根据“筛选整理模块”提供的任务信息，对

指定的资料集进行转码/处理，可根据任务请求情况进行任务分配，将源音视频

文件转成目标格式。该模块可根据任务中描述的入点出点信息，实现资料片段

的剪辑合并，并对转码/处理完成的视频文件进行质量审核。

著录/编目模块：对音视频库中的资料进行编目和分类。可排定编目计划

并分配编目任务，对系统中的文件进行一次编目，二次编目等，还可对编目的

描述信息进行审核修改。

检索浏览模块：可实现系统中音视频资料的发布并提供检索浏览，包括浏

览器方式的检索和流媒体浏览。该模块可提供多种方式的检索浏览机制。

音视频存储模块：作为资料归档、检索和调用的存储中心，为各种业务数

据提供安全可靠的集中保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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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视频发布模块：根据不同的利用要求（比如权限控制、发布范围控制）

按条件生成发布信息包（DIP），同时完成文件格式转换、打包和导出操作。音

视频档案发布到利用系统前，为防止篡改对音视频进行加标签处理，通过对用

户组的权限设置及对档案的密级限制，可以很有效地对档案进行利用和管理。

后台管理模块：实现整个音视频管理系统的管理功能，它的主要功能包括：

权限管理、业务流程管理、业务流程定制、业务流程监控等。

目前，辽宁省档案局（馆）音视频管理系统已经正式上线运行，系统内发

布老电影 51部，老歌曲 18首，地方戏 14部，东北二人转 15部，评剧名家名

段 7640分钟。

辽宁省档案馆声像档案抢救与保护实践在全国档案系统起到示范作用。其

抢救模式为：收购各类声像档案播放设备→利用设备呈现信息→数字化→简单

修复→建立独立声像档案管理系统，编目、整理、发布。此模式完成了模拟声

像档案数字化，实现了存储与利用。需要不断完善之处是，一是如何进一步收

集不同类型的声像档案播放设备，扩大收藏，在此基础上建立声像档案设备博

物馆，一方面将设备作为遗产保管，另一方面向全国馆藏声像档案的单位提供

利用，发挥设备的应有功能；二是目前的编目系统遵循档案领域的规定，与专

业化媒资声像编目系统还有较大的差异，如果今后从国家层面建立国家声像资

源统一管理平台，目前辽宁省的声像档案管理系统还不能实现共享信息的功能；

三是声像档案修复手段还较为简单，修复后的信息质量呈现效果还有待提高。

6.2李景汉先生录音档案数字化抢救

李景汉先生，生于 1895年，中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调查专家，北京人。

一生致力于社会学研究、社会调查方法研究，为我国社会学的发展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1953年起，分别任中央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经济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前身）教授，1984年应聘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顾

问。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在李景汉先生从事社会研究和教学 60周年及 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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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辰座谈会上对李老进行学术思想采访，并将其转化为录音档案。1986年，李

老逝世。李景汉先生的逝世无疑是巨大的社会损失，1985年抢救回来的口述录

音资料竟成了临别赠言，价值巨大。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在

整理李老资料欲撰写《李景汉先生传》时发现了这几盘珍贵的口述录音档案，

然而录制时间距今已有 32年，超过了磁带的预期保管寿命，而且放音设备缺失，

已无法读取。于是，李老 1985年的口述录音档案数字化抢救成了迫在眉睫的问

题。

6.2.1录音档案及放音设备预处理

李景汉先生口述档案是采用日本索尼和 TDK 录音带录制的，共录制有 17

盘。见图 6-3。

图 6- 3 李景汉先生口述录音档案原件

李景汉先生口述录音档案在自然条件下保存，没有使用专门的声像档案防

磁设备保管，没有在合适的温湿度范围内进行保管，一部分档案用橡皮绳子捆

绑，其他的存放在硬纸板盒内，图 3-2 左上为捆绑录音带的橡皮绳留下的糟朽

印迹，橡皮绳子已经断裂。档案规格为 10cm×6cm 塑料制长方盒，磁带宽度

3.81mm，磁带表面有 4个磁道，分为 A/B两个播放面，磁带厚 9-18 微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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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时间每面约 30分钟，磁带运行速度为 4.76cm/s。录音带上除了“李先生传（一）

（二）……，李先生 90大寿（1）（2）”以外，没有其他更详细的著录信息，

因档案从录制至今未进行过转录利用，当年录制人员或退休或调离，无法了解

其讲述的具体内容。在此背景下，选择对这 17盒录音带进行数字化抢救。

选用的实验设备有：熊猫（PANDA）F-536 型录音机、调音台、模拟数字

转换器、DEll台式专用电脑、大洋非线性编辑系统、普通光盘、档案级光盘、

移动硬盘和连接线缆等。

数字化采集过程参照国家档案局发行的《录音录像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征

求意见稿）》和北京市档案局起草的《档案数字化规范》系列标准第五部分：

录音档案数字化加工（2013年 4月 1日起实施），并参照《国家图书馆音频数

据加工标准和操作指南》进行参数设定。（数字化抢救项目进行时，《录音录

像档案数字化规范》还未最终确定发布。）

著录过程集中参照了档案行业标准《档案著录规则（DA/T 18—1999）》和

《数字声像档案著录规则》和《录音录像类元数据方案（征求意见稿）》。（数

字化抢救项目进行时，《录音录像类元数据方案》还未最终确定发布。）

首先对档案进行外观检查、登记，登记标识号、出处、件数、时间等基本

信息。并填写《档案基本信息登记单》（见表 6-7）。

表 6- 7 档案基本信息登记单

项目名称：

李景汉先生口述录音档案数字化抢救

项目性质（选择）：

□唱片□钢丝录音带录音带□录像带□其他

项目概述
（项目工作内容和实施计划简介）口述录音档案的数字化抢救，分档案预

处理、档案采集、档案修复、档案著录、存储几个步骤进行。

标识符（档号） 名称 出处 件数 外观

SX001-SX017 李景汉先生口述档案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17 完好

加工部门 加工时间 负责人签字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20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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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相关附件：

第二步，打开录音带，对录音带进行详细检查，检查其是否有灰尘、断裂、

松散、发霉、粘连、氧化物脱落、边缘磨损或变形等。若存在问题先进行修复

处理并记录，填写《档案修复情况登记单》（表 6-8）。

表 6- 8 档案修复情况登记单

项目名称：

李景汉先生口述录音档案数字化抢救

项目性质（选择 A）：

A.模拟磁带 B.数字磁带 C.光盘 D.其他（ ）

磁带灰尘、污点 有 □无
修复情况：用软刷子扫除磁带上的灰尘，用四氯

化碳进行去污

磁带断裂 □有 无 修复情况：

磁带发霉、粘连、氧化

物脱落
有 □无

修复情况：用磁带清洁机清洗磁带，并用“烘烤”、
来回重绕的方式处理粘连部分

磁带边缘磨损、变形 有 □无
修复情况：原则上可以选择磁头较窄的播放器，

但会对放音音质产生影响，且没有合适的播放

器，所以未做处理

醋酸基质受热引起的

变脆、变形等
□有 无 修复情况：重新卷绕

第三步，放音设备选取。根据录音带型号选择熊猫（PANDA）F-536型录

音机。选择后首先查看其设备说明书，了解设备的各项电、声性能，特别是频

率响应、失真度、带速、输入电平、输出功率（电压）等主要指标，按照说明

书熟悉各旋钮、按键、插孔的用途及使用方法，以免放音过程中出现中断、忙

乱或按错键的现象。其次对录音机磁头消磁，录音机的磁头在使用中会沾上高

速运行磁带上脱落的磁粉，容易出现机械故障，故要提前进行消磁清洗。磁头

清洗的方法是用棉签沾无水酒精或CCl4清洗液，顺着磁带运动的方向来回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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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录音档案信息采集

口述录音档案信息采集时首先将播放器的输出端（Line out）通过音频连接

线和音频卡与装有音频软件的计算机相连。连接好后，插上电源，放入磁带，

打开音频软件，设置通道、量化、采样率、电平标准等参数。本次采用的编辑

软件是大洋非线性编辑软件。先点开软件的采集功能，采用的采样率为 48kHz，

量化位为 16位，立体声，采集参数设置如表 6-9。然后按下放音设备的“播放”

按钮开始播放录音带。

表 6- 9 音频档案数字化采集参数设定

主要技术参数 常见或主流描述

采样频率（kHz） 48

量化位（位） 16

通道数 16位立体声

在采集过程中要注意以下两点：首先，因李景汉先生受访时已 90岁高龄，

说话声音较弱，停顿休息时间较长，尤其在录音带刚开始以及快结束的部分有

较长一段空白及噪音，这些在采集过程中需要耐心，且要全部采集。采集所需

时间至少与录音带录制时间一致或更多（出现卡带或停顿现象），每盘带子约 1

个小时，不能快进。第二点是当录音带一面录制完成后，需暂停采集，换面后

再进行录制，录音带换面过程应尽可能快，以减少采集过程中的停顿时间。这

部分停顿在数字化采集过程中会形成空白，编辑时需要通过切割删除。每盘磁

带在采集过程中都需填写《档案采集质量控制单》（表 6-10），掌握整体进程

和全部问题，以便进行修复、编辑、利用、开发。

表 6- 10 档案采集过程质量控制单

档案名称

采样点
0分钟 是否失真，速度情况、音量情况、是否有噪音

15分钟 是否失真，速度情况、音量情况、是否有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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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钟 是否失真，速度情况、音量情况、是否有噪音

45分钟 是否失真，速度情况、音量情况、是否有噪音

60分钟 是否失真，速度情况、音量情况、是否有噪音

6.2.3录音档案数字化信息修复

将口述录音档案转为数字格式后发现，因录制是在家中和办公室，无专业

的录音棚，没有专业的录制人员和设备，仅是李景汉先生对着录音设备讲话。

录制时李景汉先生声音较弱，并夹杂了采访人员及其他无关人员的说话声、咳

嗽声、关门声等，声音有严重缺陷，清晰可懂度极差，得到的音频文件品质不

太理想。需要对数字音频档案进行编辑加工，即进行修正、恢复，去除档案中

对长期保存不利的因素。

为保证修旧如旧，修复过程征询了李景汉教授同事的意见，对其中一盒磁

带先进行试验，以确保在人耳听力范围内声音不失真。在修复调整过程中请相

关人员鉴别，以尽量保持声音原貌。其次，在保证录制内容能听清听懂的状态

下，不对音色、音高作过多调整，坚持最小程度干预原则，并保留一份未作修

复处理的版本以防操作失误。

在数字信息修复过程中，采用大洋非线性编辑软件，主要进行了以下修复：

（1）噪声处理：口述录音档案中夹杂了很多噪声，如咔哒声、爆裂音、破

音、嗡嗡声以及多余的背景噪声。当噪声出现在声音空白处时，切割或剪切掉

不会破坏声音的整体性，不会影响内容。大洋非线性编辑软件能快速有效地去

除录音中残留的持久性噪音，还原声音的清晰度。首先选中声音的一小段本底

噪声，长度约 1-5秒，这部分噪声不含任何有含义的内容。然后放大声音波形，

寻找噪声规律，对噪声进行试点去除，试点成功后选择“捕捉噪声样本”进行

整体消除。在消除过程中采取保守谨慎的做法，若发现音色改变及时撤销原先

操作。通过图 6-4、图 6-5的对比，可以发现噪声消除后，两段声音之间的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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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了细细的直线。

图 6- 4 噪声消除前波形

图 6- 5 噪声消除后波形

（2）音量调节：因为采集到计算机的声音文件音量偏弱，用声音编辑软件

对波形振幅进行提升，通过多次调整，选择最佳放大倍数。

（3）高低音均衡调节：使用软件的图形均衡器，对数字化后的声音进行高

低音均衡调节，使整个声音文件听起来逼真立体。

（4）空白切割与连接：在录音档案出现长段空白时进行切割，在不影响档

案整体性、不损坏档案内容和真实性的情况下将有声音的波形前后相连。

6.2.4录音档案数字化信息著录、存储

李景汉先生口述录音档案没有相关著录信息，只有简单的标签：李先生传

（一）、李先生传（二）……依次编号。通过数字化读出每盘录音带中记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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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根据录音内容对档案进行重新著录，此次数字化抢救后的信息交由个人

选择脱机式的私人保管方式，所以著录内容以段落式著录为主，著录元数据包

括以下内容：档号、文件号、讲话者、讲话日期、讲话内容、时长、制作日期、

保管期限、备注等。如：李景汉（一）[关于李景汉先生对北京人力车夫现状调

查的采访]:RW-SX1311-1985-0001(全宗号为 RW，档号为 SX1311，讲话时间为

1985，文件号为 0001)/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副本 .—内部：永

久.—59:46:006.—录音磁带.—一盒：3/4 英寸.—数字格式.—20170428.—XXX

XXX（转录人员）。

数字化后将口述录音档案分别存储在普通光盘、档案级光盘和移动硬盘中，

并保存两种格式，以保证异地异质保存。用于长期保存的数字信息存贮格式采

用.wav格式，刻录在档案级光盘中，以确保声音无压缩，保持原音质不变；其

缺点是占用存储空间较大。用于开发、利用、查询的录音档案则用.mp3格式存

储在普通光盘或移动硬盘中。刻录存储在光盘中的口述档案还需要进一步打印

光盘封面标签，在上述著录元素的基础上著录光盘号、存储格式等，最后将录

音磁带和光盘保存在库房中。

6.3傅筑夫教授录像档案数字化抢救及声像档案管理系统的使用

傅筑夫教授（1902—1985﹚，河北省永年县人，九三学社中央顾问委员，

天津市劳动模范。北京经济学院一级教授，国家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我国当

代著名经济史学家。1929年执教，历任河北大学经济系、安徽大学经济系、中

央大学经济系、重庆大学经济系、东北大学法商学院、南开大学经济系、北京

经济学院（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他在

中国古代经济史领域中作出了杰出贡献。1978年，调入北京经济学院，为完成

全国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他不顾已近 80的高龄，

在身患严重心脏病的情况下，以其高深的学术造诣、忘我的劳动态度，在短短

四年内就写完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前五卷（200余万字）并由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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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及《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25万字，教育部定为高校教材）。这是我

国经济史学领域的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的长篇巨著，集中反映

了他对中国经济史的独特见解，自成体系，立一家之言，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

广泛重视。傅筑夫教授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与教学 50余年，矢志追求真理、努

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有高度的爱国热忱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治学严

谨、研究成果丰硕，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经济专业人才。1984年，为纪念他执教

55周年，北京经济学院召开庆祝大会，会上傅筑夫教授为全校教师作了精彩发

言。学校对活动全程进行了视频拍摄，录像带交档案馆保管，在一段时间内，

这批录像带成了学校档案馆的“镇馆之宝”。1985年，傅老去世，在追悼会上校

领导对傅老的一生进行了追忆，追悼会也形成了几盘录像档案。但是随着技术

的发展、设备的更新，学校档案馆原有录像机老化，报废淘汰后，现今已无法

读出档案内容，无法深入了解傅老的思想、贡献。在学校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将一批档案馆保存的 1980年以来形成的有关名师教育教学、科研、国际交流、

学生活动等内容的录像带进行数字化抢救并用系统集中统一管理，档案载体种

类包含了 U-matic、Betamax、VHS、Betacam、8mm等类型，傅筑夫教授的相

关档案包含在内。

6.3.1录像档案信息采集

数字化对象：大二分之一 VHS录像带档案。数量：5盘。录像带著录内容

有：1.傅筑夫教授执教 55周年庆祝大会（1盒）；2.傅筑夫教授教学（2盘）；

3.傅筑夫教授去世（2盘）。

数字化读取设备：中国华录集团提供的东芝放像机，VHS录像带的读取设

备较通用，适用设备目前存世数量较多，部分性能良好。

其他硬件准备：主要包括装有视频采集软件的电脑、监视器、A/V连接电

缆（三头分别为白色、红色和 S端子）、视频采集卡、非线性编辑卡（1394卡）、

光盘刻录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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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档案进行外观检查、登记，登记档号、出处、件数、时间等基本信

息。并填写《档案基本信息登记单》。

第二步，打开录像带，对录像带进行详细检查。检查其是否有灰尘、断裂、

松散、发霉、粘连、磁粉脱落、边缘磨损或变形等，若存在问题先进行修复处

理并记录，填写《档案修复情况登记单》。

第三步，录像档案数字化，数字化采集参数设置见表 6-11。

表 6- 11 录像档案数字化采集参数

制式 根据录像档案的实际情况设置为 PAL制式

帧率 25帧/秒

画面宽高比 4:3

视频分辨率 720×576

视频采样格式 4:2:2

音频采样率 44.1kHz

声道 以立体声采集

音频电平标准（输入信号） -30db-0db

视频码率 8M/S

文件格式 MPEG-2格式

6.3.2录像档案数字化信息修复

傅筑夫教授的录像档案数字化后发现存在很多问题：由于档案是 1984、1985

年由学校宣传部工作人员拍摄形成的，当时拍摄设备的性能、拍摄人员的技术

以及拍摄环境与专业拍摄要求比相去甚远。在 30余年的档案管理过程中也未采

用防磁档案柜保管，没有严格按照 DA/T 15—1995《磁性载体档案管理与保护

规范》进行管理，转录的视频存在画面模糊、抖晃、有雪花症状、分辨率较低、

声音嘶哑、失真、断断续续等现象，已不能满足现在的利用需求，更不能实现

未来的长久保存和利用。所以在对视频档案进行数字化转录之后，异质异地保

管了多份以MPEG-2格式存储的副本，对其中一个副本进行修复和处理。将副

本档案信息导入装有修复软件的计算机工作平台，处理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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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视频画面抖动、黑屏等问题，在不影响内容读取的基础上进行删

除和拼接。

（2）对于色彩偏色、灰暗等问题，利用视频编辑软件 Adobe Premiere Pro

进行色彩饱和度、亮度、对比度处理，以获得较为清晰的视频图像。

（3）对于视频中的雪花点、划痕类小条纹损伤，根据斑块大小进行分类，

根据类别选择区域修复或帧修复，根据视频斑块修复算法进行修复。

6.3.3录像档案数字化信息上载、著录、存储

录像档案数字化后需上载至声像档案管理系统，经过审核进入音视频数据

库，然后进行著录、存储。著录内容可根据系统设置要求填写，也可自行增加

著录项，系统提供了 40个详细的著录项，存储格式按目的选择，见图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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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6 系统著录信息

6.3.4录像档案信息检索

视频档案数字化信息录入系统后，检索利用的流程如图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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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7 首经贸声像档案管理系统检索利用流程图

用户可通过检索页面或者随着导航树检索定位到需要的声像档案，可以在

线预览相关档案资源，如果需要下载利用，对于公开的资源可直接下载，对于

受限的资源可从页面发起资源下载请求。档案系统管理员负责后台审核，审核

通过后提供资源，用户即可通过页面或者专业音视频下载导出页面下载。系统

所有资源存储在磁盘阵列中。

检索一般可以可分为以下几种：

（1）文本或关键字段查询

系统提供档号、事由、年度、归档部门等字段的检索，满足任一条件均可，

这样可以确保搜索速度更快。同时支持自定义检索（如图 6-8）、模糊检索、高

级检索等功能，提供缩略图来预览内容，如果想在线浏览直接点击缩略图即可。

如在搜索框事由下搜索“傅筑夫”，即可搜索出相关视频 5 卷，点开可以查询到

所需内容（如图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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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8 自定义检索项

图 6- 9 文本检索出现的画面截图

（2）“关键帧”的检索

视频档案最常见的利用方式为在线浏览和下载利用，视频检索中设置了可

基于关键帧的检索，与用“关键字”对文本检索一样，综合利用颜色、纹理、形

状特征、逻辑特征和客观属性等，通过搜索引擎检索到目标关键帧，用户根据

利用需求在线浏览或者提交下载申请就可以在线浏览或者下载利用。

（3）声音检索

对于声音的检索，涉及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包括音频信号处理和音频特

征提取。音频人工或自动化标引的理想状态是视频档案利用系统能实现根据声

音来查询所需音频的功能。

目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音视频管理系统中对于“关键帧”的检索和声音检索

两项功能的设置还未开发设计完善，留待后续继续开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声像档案管理系统运行后，声像档案数字信息上传至系

统，通过系统进行著录、管理、存储、利用、统计，提高了档案信息的利用频

率，最大程度地发挥档案的价值、保护档案原件。并留有接口与档案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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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自动化系统挂接，可实现文件档案一体化管理，提升档案管理水平，推进

档案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但目前系统仍存在一些缺点：元数据项目不够规范，

在声像档案检索中的 “关键帧”检索和声音检索还有待继续开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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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声像档案保管现状调查问卷

尊敬的老师：

您好！

为了全面了解全国声像档案（唱片、录音带、录像带档案）的保管与数字

化抢救、存储与利用的情况，《声像档案抢救‘复杂性障碍’及信息保护机制与对

策研究》的课题组设计此问卷，开展全国范围内的信息调查。我们将非常感谢

您参加此次调查活动，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支持与回复。谢谢！

联系邮箱地址为：rdmeifang@126.com

第一部分

1.本馆中所藏模拟音频档案的载体种类有（ ）（可多选）

A、蜡筒 B、唱片 C、钢丝录音带 D、开盘录音带 E、盒式录音带

F、卡式录音带 G、其他

2.本馆中所藏模拟视频档案的载体种类有（ ）（可多选）

A、VHS型录像带 B、Beta 型录像带 C、V2000 型录像带 D、8mm录

像带 E、其他

3.本馆中声像档案的数量（盒或盘）（ ）

A、100以下 B、100-500 C、500-1000 D、1000以上 E、3000以上

4.本馆中形成时间最早的声像档案（ ）

A、1950年及之前 B、1950-1980 C、1980-2000 D、2000-2017

5.本馆中形成时间最晚的声像档案（ ）

A、1950年及之前 B、1950-1980 C、1980-2000 D、2000-2017

6.声像档案保管专用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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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有独立的盘或盒 B、有防磁柜 C、没有单独空间

7.馆藏声像档案是否定期检查 （ ）

A、是 B、否

8.馆藏声像档案多久检查一次（ ）

A、3年 B、5年 C、偶尔 D、不查

9.馆藏声像档案定期检查哪些内容（ ）

A、声音检查 B、影像检查 C、外观检查 D、其他

10.馆藏有无声像档案相应的读取设备（ ）

A、有 B、无

11.馆藏声像档案是否做过数据迁移备份（ ）

A、是 B、否

12.在声像档案使用或迁移备份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

A、档案信息部分缺失，无法读出 B、档案信息全部丢失，无法读出

C、原有播放设备陈旧，信息无法读取或复制 D、无读取设备

第二部分

13.是否已经对所藏的声像档案进行数字化 （ ）

A、是 B、否

14.如果已经进行数字化，目前已经数字化的档案占所有声像档案的比重

（ ）

A、20%以下 B、20%-50% C、50%-80% D、100%

15.在数字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哪些（ ）（可多选）

A、原有信息内容损坏 B、原有读取设备陈旧，信息无法读取 C、数字

化格式难以确定 D、数字化参数无法确定 E、数字化信息质量 F、其他

16.声像档案载体保存现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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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完好 B、标注不明 C、粘连 D、发霉 E、氧化或锈蚀 F、包装

盒不完整 G、磁粉脱落或镀层脱落 H、脱盘芯 I、缠绕变形 J、钢丝

带打结 K、磁带断裂 L其他问题

17.音频档案播放时声音情况（ ）

A、复印效应 B、杂音或噪音 C、完全不能播放 D、部分不能播放 E、

变音或变调 F、声音抖动 G、大量不用存档信息

18.视频档案播放时信息情况（ ）

A、颜色部分失真或偏色 B、杂音或噪音 C、完全不能播放 D、部分不

能播放 E、变音或变调 F、声音或画面抖动 G、大量雪花，清晰度差 H、

马赛克 I、物体边缘有干扰纹 J、画面线条出现断层、画面停顿，大量不用

存档信息

19.音频档案数字化连接电脑所用系统（ ）

A、Unix操作系统 B、Windows操作系统

20.视频档案数字化连接电脑所用系统（ ）

A、Unix操作系统 B、Windows操作系统

21.数字化后的音频文件编辑修复（ ）

A、无修复 B、利用软件修复

22.数字化后的视频文件编辑修复（ ）

A、无修复 B、利用软件修复

23.利用软件修复数字化后的音频档案（无修复不填）（ ）

A、AdobeAudition2.0 B、GoldWave5.08 C、NGWaveAudioEditor

D 、 AllEditor E 、 TotalRecorderEditor F 、 ADStreamRecorder

G、AudioRecorderPro H、WaveCN I、Audacity J、Wavosaur K、其他

24.利用软件修复数字化后的视频档案（无修复不填）（ ）

A、音影大师 B、MacromediaDirector C、Premire D、Aftereffects E、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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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音频档案数字化后的存储格式（ ）

A、CD格式 B、wav格式 C、MP3格式 D、APE格式 E、WMA格式 F、其

他

26.视频档案数字化后存储格式（ ）

A、AVI B、3GP C、ASF D、RM E、FLV F、MKV G、MOV H、MPEG I、其

他

27.声像档案数字化过程中其他常见问题（ ）

A、电压问题 B、音频线的选择 C、音频采集卡输出口的匹配性问题 D、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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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成果
1.标准

1.1《电子存档 第 1 部分：为保存电子信息针对信息系统设计和运行的规范》

（GB/T 33716.1—2017）

1.2《电子文档管理 词汇 第 1部分：电子文档成像》（GB/T 20225.1—2017）

1.3《模拟声像档案信息采集流程操作手册》（档案行业标准草案）

1.4《盒式录音带档案修复办法》（档案行业标准草案）

1.5《盒式录像带档案修复办法》（档案行业标准草案）

2.研究报告

针对项目研究中的突出问题，聚焦于主要声像档案保护的主要障碍，完成以

下三份报告。

2.1《面向国家声像记忆的声像档案保存与利用现状的研究》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针对声像档案播放设备的收集、载体的复杂

和信息的抢救等问题，解决遗产传承的主要障碍，为国家全面开展濒危声像档案

抢救与保护提供策略。研究报告从声像档案抢救保护障碍分析及数字化抢救方法

的研究入手，从技术方法上解决声像档案的长期保存问题，最大程度消除保存隐

患，从声像档案保存设备获取、保管状况改善、保管水平提高、制度保障等方面

提出声像档案抢救性保护的策略。为解决声像档案利用的限制与障碍，本研究通

过构建声像档案信息共享平台，为数字人文研究提供素材、工具、手段和途径。

项目内容相互关联，内容是整体抢救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抢救策略和整体抢

救方案，为全面开展声像档案抢救性保护提供基础和参考。该报告旨在为声像档

案的收、藏、管、用全流程提供解决方案。 国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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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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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基于数字化工作流程开展我国声像档案抢救保护方法研究》

该报告聚焦于声像档案抢救中的突出问题，针对保护中的普遍问题，基于声

像档案保护理论和功能需求分析，研究了声像档案信息采集、信息修复等核心内

容，设计了声像档案管理总体架构、网络架构、模块、技术检测等。该系统在著

录、元数据构建、存储格式、长期保存方式等方面突出声像档案的特点，便于信

息的共享与利用。平台以数字化技术为核心，以标准规范和实验检测为依据，整

合声像档案播放、信息采集、压缩编码、编辑、数据存储等工作，可进行盒式录

音带、录像带、唱片、开盘式录音带等类型的数字化转化工作，同时可以借助软

件开展数字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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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论文

3.1《模拟声像档案抢救与保护主要障碍研究》档案学通讯 2017.3（CSSCI）

3.2《面向音视频档案保存于利用的分类编目研究》档案学通讯 2018.1（CSSCI）

3.3《数字修复技术在破损照片档案抢救中的应用研究档案学研究》档案学研究

2017.4（CSSCI）

3.4《模拟音视频档案数字化质量控制研究》档案学研究 2018.1（CSSCI）

3.5《基于 OAIS的音视频数据库分层元数据模型》图书馆杂志 2019.1（CSSCI）

3.6《面向数字人文的声像档案信息资源组织利用的研究》档案学研究 2019.4

（CSSCI）

3.7《模拟音视频档案数字化采集》（数字与缩微 2019.2）

3.8《声像档案抢救性保护的风险识别与评估》（待发表）

国
家
档
案
局
官
网
 

ww
w.
sa
ac
.g
ov
.c
n


	6.1辽宁省档案馆录音录像带档案数字化抢救实践
	6.1.1模拟声像档案播放设备的收集
	6.1.2声像档案数字化平台建设
	6.1.3数字化过程及特点
	6.1.4 数字化进展
	6.1.5数字化成果发布管理

	6.2李景汉先生录音档案数字化抢救
	6.2.1录音档案及放音设备预处理
	6.2.2录音档案信息采集
	6.2.3录音档案数字化信息修复
	6.2.4录音档案数字化信息著录、存储

	6.3傅筑夫教授录像档案数字化抢救及声像档案管理系统的使用
	6.3.1录像档案信息采集
	6.3.2录像档案数字化信息修复
	6.3.3录像档案数字化信息上载、著录、存储
	6.3.4录像档案信息检索

	附录1：声像档案保管现状调查问卷
	参考文献
	主要研究成果
	1.1《电子存档 第1部分：为保存电子信息针对信息系统设计和运行的规范》（GB/T 33716.1—
	1.2《电子文档管理 词汇 第1部分：电子文档成像》（GB/T 20225.1—2017）
	1.3《模拟声像档案信息采集流程操作手册》（档案行业标准草案）
	1.4《盒式录音带档案修复办法》（档案行业标准草案）
	1.5《盒式录像带档案修复办法》（档案行业标准草案）
	2.研究报告
	2.1《面向国家声像记忆的声像档案保存与利用现状的研究》
	2.2《基于数字化工作流程开展我国声像档案抢救保护方法研究》

	3.论文
	3.1《模拟声像档案抢救与保护主要障碍研究》档案学通讯 2017.3（CSSCI）
	3.2《面向音视频档案保存于利用的分类编目研究》档案学通讯 2018.1（CSSCI）   
	3.3《数字修复技术在破损照片档案抢救中的应用研究档案学研究》档案学研究 2017.4（CSSCI）
	3.4《模拟音视频档案数字化质量控制研究》档案学研究 2018.1（CSSCI）
	3.5《基于OAIS的音视频数据库分层元数据模型》图书馆杂志 2019.1（CSSCI）
	3.6《面向数字人文的声像档案信息资源组织利用的研究》档案学研究 2019.4（CSSCI）
	3.7《模拟音视频档案数字化采集》（数字与缩微 2019.2）  
	3.8《声像档案抢救性保护的风险识别与评估》（待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