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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MI 工作草案 。
此文档描述了都柏林核心元数据记录的抽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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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文档详细说明了DCMI元数据描述的抽象模型[DCMI]，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个参考模型
以便对各类专门DC编码规则进行比较。一个好的参考模型应该独立于任何特定的编码语法，
并能对需编码的对象的属性描述有更深入的理解，从而有助于不同编码语法之间更好地映射
和翻译。

2. DCMI 抽象模型
被 DCMI 元数据所描述的资源如下：
•
•
•
•

•
•

•

每个资源(resource)具有零个或多个属性/值对(property/value pairs) ；
每个属性/值对(property/value pairs)由一个属性(property)和一个值(value)
组成；
每个值本身是一个资源(即：用来描述资源(resource)，与属性相关的物理或概念实
体。)；
每个资源(resource)可以是一个或多个类(classes)中的成员；（注：作为属性
(property)值(value)的资源所在的类(class)常被称为编码体系词表(vocabulary
encoding scheme)）；
每个属性(property)和类(class)均具有其被声明的语义；
每个类(class)通过限定（子类）关系与一个或多个其它类(class)相关(当两个类共
享部分语义(semantics)时，所有属于子类(sub-class)的资源(resource)同时也是
另一个相关类(class)的成员；
每个属性(property)只能与一个其它属性(property)通过限定关系（子属性）相关
（当两种属性共享部分语义(semantics)时，子属性(sub-property)的有效值(value)
也是相关属性(property)的有效值(value)）。

DCMI 元数据描述的抽象模型如下：
•

•

•
•
•
•

一条描述(description)是由一个或多个陈述(statements)（该陈述仅与一个且唯一
一个资源(resource)有关），以及零个或一个资源的 URI(resource URI)组成（URI
用来标识所描述的资源(resource)）；
每个陈述(statements)由一个属性 URI(property URI)（这里的 URI 用于标识一个属
性(property)）
，零个或一个值 URI(value URI)（这里的 URI 用于标识属性(property)
的值(value)），零个或一个编码体系 URI(encoding scheme URI)（这里的 URI 标识
值(value)的类(class)），零个或多个值的表述(value representations)组成；
每个属性(property)都是被描述资源(resource)的一项特性；
每个属性 URI(property URI)可以在多个陈述(statements)中重复；
值的表述(value representation)可以是字串值(value string)、复合值(rich
value)或相关描述(related description)等形式；
每个字串值(value string)都是一个简单的、人类可读的字符串，用以表示属性的
值(value of the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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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每个字串值(value string)可以有相应的编码体系 URI( encoding scheme URI)，
用来标识一个语法编码体系(syntax encoding scheme)；
每个字串值(value string)可以有相应的字串值语种(value string language)，它
是一个 ISO 语种标记（例如，en-GB）；
每个复合值(rich value)是一些标记文本、图像、视频、音频等，或者它们的组合，
表示作为属性(property)值(value)的资源(resource)；
每条相关描述(related description)都是一个用来描述属性(property)值(value)的资
源(resource)。

上文中用斜体显示的术语，会在下面的“术语”一节中定义。关于模型的许多方面需要
注意：
•
•
•

一条“相关描述”描述一个相关的资源，因此并非是“描述”的一部分，例如，当
一个人是所描述资源的创建者时，一条相关描述可以提供关于这个“人”的元数据。
在某些语境中，语法编码体系也可以认为是某种“数据类型”
在 DCMI 元数据描述中，所描述资源的类通常由 DC 类型属性的值来描述。

上述 DCMI 资源和描述的抽象模型可以由 UML（统一建模语言）表示如下：

图 1 DCMI 资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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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DCMI 描述模型
不熟悉 UML 类图的读者应该注意：尾部带箭头的直线意思是“是” （例如，
“词表编
码体系是一个类”），以钻石形状开始的线段的意思是“包含”或“有”
（例如，
“一个陈述包
含一个属性 URI”）。其他关系也有适当的标记。在抽象模型的文本描述中，白色方框中的类
没有明确地被提到，但在附录 A 中有相应讨论。注意这里采用 UML 进行建模，并不意味着
可以依靠它来进行 DCMI 元数据应用软件的开发。

3. 记录和描述
上文所述的抽象模型表明：一条描述中的每个属性必须是所描述资源的一个特性。这就
是通常所说的“1:1 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一条元数据描述仅描述一个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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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实世界中的元数据应用倾向基于松散聚合的描述集，其中所描述的资源总是以
某种方式相互关联，这样的描述集往往指的是元数据记录。例如：一条元数据记录可以由关
于一幅画的描述和关于其画家的描述共同组成。此外，一条记录也将包含关于该记录自身的
描述（有时被称为“管理性元数据”或者“元元数据”），此类情况是非常多见的。
本文档将一条 DCMI 元数据记录作如下定义：
•

一条 DCMI 元数据记录是一条或多条描述的集合，这些描述是关于一个或多个相关资
源的，这些资源根据某个 DCMI 置标指南实例化（这些置标指南有：XHTML meta tags,
XML, RDF/XML, 等等） [DCMI-ENCODINGS]。

4. 值
一个 DCMI 元数据值是物理的或者概念的实体，当描述一个资源时，这个实体就成为
该资源的属性。例如：DC. Creator 属性的值是一个“人”
、组织、或服务——一个物理实体。
DC. Date 属性的值是一个时间点——一个概念实体。DC. Coverage 属性的值可以是一个地区
或国家的地理区域——一个物理实体。DC. Subject 属性的值可以是一个概念——一个概念
实体，或者一个物理对象或人——一个物理实体。每个这样的实体都是一个资源。
值可以用 URI 值来标识；可以用一个或者多个字串值和/或复合值来表示；可以有一些
“相关描述”——但值是一个资源。

5. 向上兼容原则
将一条修饰 DC 记录解析为一条简单 DC 记录的过程通常指的就是“向上兼容”。向上
兼容的处理可以分成两类：属性向上兼容和值向上兼容。而且，每种方式都可以用“预设
（informed）”和“非预设（uninformed）”两种方法之一来实现。
“预设”方式指软件在运行
向上兼容的算法时，有关特定应用的 DCMI 元素属性关系和值的规则已经嵌入此软件，
“非
预设”方式指系统没有预先建立有关属性关系和值的规则。
如上所述，向上兼容的具体做法可以大致由下表所示：
元素（属性）向上兼容

值向上兼容

Uninformed

忽略任何不属于 DC 元数据
元素集的属性。

使用 URI 值（如果存在）或
字串值作为新字串值。

Informed

递归地解决子属性关系，
直到
DC 元数据元素集 15 个属性
中的一个。否则就忽略。

用相关描述或字串值的知识
来构造新的字串值。

并且在所有情况下，向上兼容算法都应该：
•
•

忽略任何相关描述和复合值
忽略任何编码体系 URI.

注 意 软 件 应 该 使 用 以 RDF schema
[DC-RDFS] 和 DC XML 命 名 空 间
[DC-NAMESPACES]表示的 DCMI 术语声明，以便自动解析子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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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置标指南
具体的置标指南（HTML meta tags, XML, RDF/XML 等）无需包括上述抽象模型的所有
内容。然而，DCMI 的置标指南应该包括 DCMI 抽象模型并且说明该模型的哪些部分置标哪
些部分不置标。置标指南尤其应该做出规定：一条有复合值和相关描述的陈述是嵌入记录中，
还是在另一条记录中单独进行置标并用 URI 链接。

文末的附录 B、C、D 比较了抽象模型采用 RDF/XML, XML 和 XHTML 置标的不
同之处（译文略）。

7. 术语
本文档用到以下术语：
资源（resource）
资源是任何可以标识的东西。常见的例子有电子文档，图像，服务（例如，“洛杉矶今
天的天气预报”），还有其他资源的集合。并非所有的资源都是网上可检索的；例如，人，机
构，还有图书馆里装订成册的书都可以被认为是资源。
资源 URI（resource URI）
一个资源 URI 是用于标识单个资源的 URI
属性（property）
属性是用来描述资源某个特定的方面、特征、特性或者关系。
属性 URI（property URI）
一个属性 URI 是用于标识单个属性的 URI。
元素（element）
在 DCMI 中，元素通常被用作“属性”的同义字。然而，应该注意的是元素这个词
也往往用于指 XML 文档中的一个结构化的标记组件。
元素限定（element refinement）
元素限定是指资源的一个属性，与一个特定 DCMI“属性”有同样的意思，但是相对
来说具有更窄的语义。由于元素限定和元素一样也是资源的属性，所以元素限定可以独立于
它所限定的属性用在元数据记录中。在 DCMI 的实际操作中，元素限定只能有一个 DCMI
父属性。
描述（description）
一条描述由一条或多条陈述组成，这些陈述是关于一个资源的，且只能是关于一个资
源的。
陈述（statement）
一条陈述由一个属性 URI（这里的 URI 用于标识一个属性），零个或一个值 URI（这
里的 URI 用于标识属性的值），零个或一个编码体系 URI（这里的 URI 标识值的类）
，零个
或多个值的表述组成。
记录（record）
一条记录是一条或多条描述的集合，这些描述是关于一个或多个相关资源的，根据某
种DCMI的置标指南（XHTML meta tags, XML, RDF/XML等）[DCMI-ENCODINGS]实例化。
值（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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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值是物理的或概念的实体，当它用于描述一个资源时，就成了某个属性的值。
值 URI（value URI）
一个值 URI 是用于标识属性值的 URI。
值的表示（value representation）
一个值的表示代表该值，例如是该值的表示形式。
字串值（value string）
一个字串值是用来表示元素或元素修饰值的简单字符串。一般来说，字串值不包含任
何标记文本。
字串值语种（value string language）
字串值语种说明了字串值所用的语种。
编码体系词表（vocabulary encoding scheme ）
一个编码体系词表是一个“类”，表示属性值取自于某个受控词表（或概念空间），如
国会图书馆主题词表
编码体系语法（syntax encoding scheme）
一个编码体系语法表示字串值使用某种格式符号的格式，如“2000-01-01”是日期的
标准表示。
编码体系（encoding scheme）
编码体系是编码体系词表和编码体系语法的通称。
编码体系 URI（encoding scheme URI）
编码体系 URI 是指标识一个编码体系的 URI。对于 DCMI 推荐的所有编码体系，URI
由编码体系的名称和 DCTerms 的命名空间 URI 连接而成。
标记文本（marked-up text）
标记文本是一个字符串。该字符串包括 HTML, XML 或其他标记文本（例如 TeX），
还有那些表示元素或者元素修饰词的值的字符串。
复合值（rich value）
一些标记文本，图像，视频和一些音频等（或者这些的组合）。它们都表示属性的值。
相关描述（related description）
一条相关描述是一条资源的描述，用于描述所描述资源的相关资源。
修饰词（qualifier）
修饰词目前具体指元素修饰词和编码体系的通称。
结构化值（structured value）
结构化值可以是下列其中之一：
• 一个包含机器可解析的组件的字串值，并且该字串值有一个相关的语法编码体

系，该编码体系说明了这些组件是怎样在该字符串内置标的。
• 一些标记文本。
• 一条相关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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