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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is rich and colorful, among which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in China is the 

most selected in UNESCO list. Although China is rich in non-legacy resources, such as traditional skills, arts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however, the living environment is not optimistic for folk traditional cultur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in many aspects. The digital technology protecting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is based on the respect for its true form to construct a digital teaching platform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production, learning and research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strengthen the digital protection 

project for th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 provide a new way of thinking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y relying on the modern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eans. This dissertation is focused on the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of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i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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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目前为止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名录项目最

多的国家。虽然我国有着非常丰富的非遗资源，无论是在传统技艺方面、传统美术方面还是传统医药

方面都颇具特色，但是在诸多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面临的生存环境却不容乐观。数字技术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在尊重其本真的基础形态之上，构建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学-研数字教学平

台，加强建设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依托现代数字媒体技术，借助科技手段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全新思路，因此本文正是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中的相关应用展开

研究。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院校；保护与传承 

1.引言 

受全球经济信息化的影响，非遗文化创意的保护和

传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非遗创意行业技术传承后

继无人，传统技艺逐渐被现代社会信息化所蚕食。在当

今数字信息时代，非遗文化的扶贫不仅是传统技艺的传

承和品牌推广同样也是对传统思想观念的扶贫。非遗文

化将不只是单方面的输入或是输出，更多的是生活、经

济、科学研究一体化的融合发展。推广和发展非遗文化

不能只靠政府的政策支持，更多的是要对社会资源的全

方位整合。以高校产、学、研相关课程的建设作为非遗

文化创意产业推广孵化器，同时以市场经济为辅助树立

符合现代价值观的非遗文化品牌，借助互联网的信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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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建立良性的非遗文化生态圈，使非遗文化创意的传承

具备现代文化的发展活性，增加市场经济竞争力。 

2.发展现状及研究背景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最珍贵文化资源和民

族财富，是中华文明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所沉淀下来的

最重要的文化精髓，是中华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

体现，是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文化活力以及文化创新的

精神源泉。 

中国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舞台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因此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不仅是建设中

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手段，更是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丰富国际文化种类，实现人类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

式。同样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问题，由于受到社会经济

发展转型期的影响，民间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正逐渐呈

现出恶化趋势。从而迫使传统文化、传统技艺等受到空

前的冲击与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言传身授等传统的传

承方式正在慢慢消失，面临着人才稀缺、人才断层等难

题，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正面临非常严峻

的挑战。 

近年来文化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高

度重视，相继出台了多种有效的保护方案和扶持政策，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也相应出台相关课题研究，为非物质

文化的复兴与再次崛起提供了相对完善的发展平台。

2011 年，我国出台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法》，对非遗数字化保护提出了明确要求，这在法

律层面上为数字化保护的进行提供了有力支持。在这种

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工程也日渐成

熟，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变成数字文化产品，为

我国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先进的科学技术支

撑与坚实有效的实施途径。提高非物质文化元素的可视

性、交互性、创新性，增加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参与

度和购买欲，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消费市场，尤其是我

国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行业。尤其是民间剪纸、

泥塑、传统柳编、面人制作、核雕技艺、针织、织染、

刺绣，皮影戏等相关产业，更是亟需实现数字化应用与

保护。 

3.构建高校非遗产学研数字教学平台 

在高校课堂受众群体具有相对较高的文化素质，非

遗文化走进高校课堂不仅能传播非遗文化，同时也对非

遗文化“产学研”的发展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高

校学者对非遗文化的推广应承担起相应的学术责任，非

遗文化不能只靠国家政策活着，所有一厢情愿的硬性政

策保护，只能减缓它消逝和残缺的速度，却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文化流失的问题。必须形成完整的相关产业链和

文化学术环境才能够发展和延续下去。同时高校的学术

研究带动非遗文化走入教学课堂，传统技艺的传承是延

续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高职院校艺术设计类学生动手

能力强,可以通过“非遗进校园”系列课程建设,分批次

聘请传承人进课堂教学,采用双师(教师+传承人)分段

式教学模式,通过课堂启发和促进年轻群体了解传统文

化，建立文化自信。推广非遗文化精神的同时，也能够

为这一行业培养潜在的从业人群。 

原中国民间剪纸研究会会长、现中央美术学院非物

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乔晓光认为:文化是要不断发

展的，一个民族文化的创造力是建立在民族文化基因发

展基础上的,其实现主要靠青年群体的共同参与,把文

化遗产引入大学并提升为大学的学科、科研及课程建设

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文化传承非常重要的举措。因此，

各区域性高校将成为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也是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第一条战略防线。特别是区

域性的地方大学，其周边有着无比丰富的民族文化资

源，可以通过学生、教师和本地传承人的共同协作，通

过基础理论学习、相关科研调查论证、数字化平台以及

交互式虚拟体验实验室建设等相关途径在大学校园构

建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系统。通过非遗课堂教学结

合现场调研、非遗校园文化氛围营造、非遗校园新媒体

传播平台建设、产学研合作等几个纬度共同构建非遗保

护与传承的生态系统，实现区域性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传承以及创新。 

4.建设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 

截至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已

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浙江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对敦煌艺术的数字化保护持续了十几年；再如北京大学

的故宫数字化工程，以及南京大学的三峡文化数字化工

程等，都为我国运用数字媒体技术来保护与继承非物质

文化遗产提供了有效的方法与宝贵的经验。我国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工程虽然发展较晚，但由于得

到了各级政府的强力支持，实质性的成果也如雨后春笋

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2003 年，清华大学、北京体育大学以及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共同为 2008 年的虚拟奥林匹克博物馆进行了深

入的研究，给我国乃至全世界的青少年都提供了学习中

国传统体育文化的虚拟空间。还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在新闻媒体研究中心的实验室中，建立了朱仙镇木

版年画等无形遗产的数字化工程，效果非常可观；浙江

大学的国家实验室开启了民间表演艺术的数字化开发

与保护项目，以及云南斑铜工艺品的数字化设计工程

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此外，浙江大学的现代

工业研究所实施的楚文化编钟乐舞数字化保护工程也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参与的文化部“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是目前全国 54 所较

有影响力的高校之一，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

修研习培训计划，国家级数字平台建设及应用为齐鲁非

物质文化传承人的保护、传承、创新提供了学习、交流

平台，目前已为社会培训多批次非遗传承人，成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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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多种技术手段加强非遗数字化保护 

5.1.优化非遗数据库 

非遗数据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核心

组成部分，各级数据库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存储、

管理、访问、信息发布和共享提供了技术支持。因此，

国家及地方各级始终把非遗数据库的建设作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重点工作。如国家建有非遗普查

数据库、非遗专题资源数据库、非遗项目资源数据库、

科研库和公众库等众多数据库，各省、地区、市亦建有

大量非遗数据库，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作

提供强大的信息平台。 

优化非遗宣传措施通过数字化形式将非遗进行归

纳整理，然后通过多个平台对非文化物质遗产进行展

示、传播。数字化技术既可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又

能通过数字化技术将这种活形态形象展示、展演、展览。

形象生动的数字文化，让更多的人可以掌握非物质文化

遗产内涵，给人更多视觉传达效果，目的是为了让更多

的人掌握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产业化相结合数字化

技术是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新形式，数字化既能

将传统文化进行形象转变，更具有规模性、独特性。利

用新兴媒体进行传播和传承，促进新媒体与非遗的结

合，更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深入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源容易形成产业链，利用现代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行数字化处理，结合软件、动漫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以更好的通过媒体进行传播，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搭建传播平台，与现代文化艺术相结合，创造出新型艺

术。既有利于非遗的传承，又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社会

效益。 

5.2.建设虚拟现实、增强现实非遗博物馆、体
验馆 

从技术角度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就是运用

数字资源采集、存储、处理、展示、传播等技术将非遗

资源转换、再现、复原成可共享、可再生的数字形态。

以数字化的展示、利用和传播为导向，借助数字化非遗

展览馆、博物馆、体验馆、数据库、网站、新媒体平台

等来实现。通过当前行业内最前沿的三维建模、全息成

像、创意游戏、增强现实、语音识别、头戴式立体显示、

体感互动、移动终端封装等技术，使用户深入体验到新

媒体的交互乐趣，再借助互联网技术与高端的硬件设备

作为载体，使其在知识体系和业务流程方面能够无缝对

接。 

通过数字化平台，应用场景建模、特效渲染等动画

技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处理、再现。再现的虚

拟存档将储存在平台的数据库，并作为数字博物馆的展

品在平台上进行展示、传播。非遗数字化产品开发形态

从单一媒体、单向展示向多媒体、交互性方向发展。这

种方式能打破物理上的限制，方便大众传播，同时还能

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实意义，使文化资源的利用达

到最大化。 

5.3.建立数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推广平
台 

时代的发展让各种各样的科技，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出现在我们生活中，以前只能想象的事情，在现在科技

的快速发展下，变成了现实。而虚拟现实技术无疑是其

中的佼佼者，它是目前较新的一项技术，等待开发的空

间还是很广的，而增强现实技术的特质确是决定了它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能否大放异彩。这项技术在目

前可以用多种方式，使用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增

强现实给显示叠加了一层虚拟维度，通过数字采集，复

原再现，展示传播等手段，给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增

添了更多的可能，让文化遗传焕发新的生命力。 

6.结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承载传统文化的最好载体，也是

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保持“我们自己的”文化竞争力

有效措施之一。如何更好地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文总结如下：一、通过数字化技术对非物质文化进行

有效地保护、开发，以及如何更好地通过先进的数字化

技术及互联网技术，来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的

“我们自己的”文化交流工作，从而实现“我们自己的”

文化的跨国界交流与传播，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

化领域研究工作的重要方向。不仅要提升对非遗保护的

技术水平，还要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特点，确保

与数字化技术充分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发挥出现代技术

的作用。二、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大学校园的活性传

承体系，使非遗传习融入大学教育生态系统，从而保持

持久生命力，也可以弘扬优秀中华文明，增强学生对本

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认知，理性对待外来文化，培养具备

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大学生。对于非遗保护总体来说，

不能是为了保护而保护，重点还是要推动非遗文化的传

承与发展，拓展其发展空间，通过在数字化等现代技术

支持下，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现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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