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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 ― 英语词汇表 Chinese - English Glossary 
(July 5, 01)

中文
Chinese

汉语拼音
Pinyin

英文
English 

英文字面意思
Literal Meaning

注释
Comments

保存 b2oc{n preserve conserve + keep 参照： 保护、保护工作。

保护 b2oh] i.  conservation/

conserve

ii. protection/protect

iii. preserve

conserve + protect ‘保护’是个广义的概念，其内容包括看管、保养、

技术性的干预和管理等。

参照： 保存、保护工作。

保护程序 b2oh] ch5ngx] conservation process conserve +  process/ 

procedure

‘保护程序’ 可以解释为按照指定的步骤完成第二章

所列的内容，其概念亦包括顺序与过程， 因此在第5条

中可译为  ‘sequential process’。
参照： 程序。

保护措施 b2oh] 

cu-sh%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conserve + measures ‘保护措施’指技术性和管理方面的所有行为，因此

亦可译为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譬如，第19条、第24条）。

参照： 处理、干预、工程、技术措施。

保护单位 b2oh] d`nw7i offi cially protected

site/entity

conserve + unit 参照： 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工作 b2oh] g8ngzu- i.   conservation 

practice

ii. conservation

conserve + work 在《准则》中，‘保护工作’指所有的保护与管理行

为。

参照： 保护程序。 

保护规划 b2oh] gu%hu3 i.   conservation master 

plan 

ii. master plan

conservation + plan 

+ draw

‘保护规划’指文物古迹综合性的规划，包括保护与

管理等。

参照： 方案、规划、专项设计。

保护手段 b2oh] 

sh0udu3n

means of conservation conservation + 

means

参考《准则》第20条。

保护性建筑 b2oh]x*ng 

ji3nzh]

protective structure conservation + type 

+ building

参照：保护、构筑物、建筑、结构。

保养 b2oy2ng maintenance conservation + 

support

包括日常维护。

参照： 监测。

不安全因素 b] `nqu1n 

y%ns]

threat not + safe + element   参照： 残损、破坏、损害、损坏、损伤、隐患、引起

灾害、影响安全、灾害、造成重大安全事故。

部分 b]fen i.  part

ii. component

iii. element

part/section 参照： 构件、结构。

残损 c1ns}n damage incomplete + 

damage

参照：破坏、损害、损坏、损伤、有损。

城乡建设规划 ch5ngxi`ng 

ji3nsh7 gu%hu3

urban or rural

development plan

city + village + 

development + plan

参照：方案、规划、保护规划、专项设计。 

程序 ch5ngx] i.  process 

ii. procedure

procedure +  

sequence

在《准则》第5条和第9条中，‘程序’是‘保护程

序’的简称，因此可译为  ‘conservation process’。
参照： 保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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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Chinese

汉语拼音
Pinyin

英文
English 

英文字面意思
Literal Meaning

注释
Comments

重建 ch9ngji3n reconstruction again + build ‘重建’是指以现存遗物及档案资料为依据，重新

建造建筑物恢复其原状；其含义与‘再建’、‘复

建’不同。‘再建’、‘复建’均为一种不允许的干

预手段，因此没有列入《准则》。

处理 ch}l& i.  treatment

ii. intervention

attend to/fi x up ‘处理’的含义比较笼统，可译为 ‘intervention’ 或  

‘treatment’  等（参考《准则》第21条）。

参照： 措施、干预、工程、活动、技术措施、

修缮、整治、治理。

措施 cu-sh% i.  measure

ii. intervention

suitable action 参照：  保护措施、处理、干预、工程、活动、

技术措施。

当代 d`ngd3i contemporary now + generation 参照：古、近代、现代。

方案 f`ng’3n plan plan 在保护中，方案 一般是指概念性的计划，包括某些特

定建议的可行性。方案必须在获准之后，相关的专项

设计才能呈送审批。

参照：保护规划、规划、专项设计。

防护加固 f1ngh] ji`g] physical protection

and strengthening

prevent + protect +

reinforce/strengthen

‘防护加固’的概念包括诸如加固、灌浆、稳定、加

强、保护性建筑及防洪等概念。

防灾 f1ngz`i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preparedness

prevent + disaster 参照： 预防灾害。

风景名胜区 f4ngj&ng 

m^ngsh7ng q[

scenic area scenery + famous 

+ area

已列入政府保护的范围。

复查 f]ch1 investigation  of

selected places

again + examine 文物调查过程中的第二个步骤为‘复查’，即对选定

的文物古迹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

参照： 文物调查、普查、重点调查。

附属文物 f]sh} w5nw] i.  heritage component

ii.  contents or 

components

attached + culture + 

property

在《准则》第1条与第32条中，‘附属文物’是指与

文物点相关的陪衬陈设物，譬如，实物、陈设物、壁

画、雕塑、碑刻及装饰品。

干预 g`ny] intervention intervene ‘干预’包括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各种处理工作。仅在

《准则》 第32条中可译成  ‘impact’。
参照： 处理、措施、工程、活动、技术措施、

修缮、整治、治理。

工程 g8ngch5ng intervention engineering/project ‘工程’是指保护干预措施，而且需要批准之后才

能够实施。但在《准则》第18条中，‘基础设施工

程’中的‘工程’应译为  ‘major  development project’。
参照： 处理、措施、干预、活动、技术措施、

修缮、整治、治理。

构件 g-uji3n component structure + piece ‘构件’通常指建筑结构中的一部分，如装饰品等非

建筑结构性的部分，不属构件。

参照： 部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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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Chinese

汉语拼音
Pinyin

英文
English 

英文字面意思
Literal Meaning

注释
Comments

构筑物 g-uzh]w] protective structure fabricate + build +

thing

‘构筑物’指功能性的建筑或防护棚，主要用于保护

石窟、墓葬及古遗址。由于其含义包括防护功能，因

此可译为 ‘protective structure’。
参照： 保护性建筑、建筑、结构。

古 g} ancient ancient 在‘古遗址’或‘古墓葬’的英文译文中可省略 

‘ancient’。
参照：当代、近代、现代。

古迹 g}j% heritage site ancient + remains 参照：文物、文物古迹。

古建筑 g} ji3nzh]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ancient + building 在《准则》第1条中，‘古建筑’是指用中国传统的建

筑材料（如木﹑砖﹑瓦）﹑形式及技术，而且在清代

结束以前所建造的不论是皇家还是民间的建筑物。

古墓葬 g} m]z3ng tomb ancient + tomb

古(文化)遗址 g} (w5nhu3)

y^zh&

archaeological site

and/or ruin

ancient + culture +  

site/ruin

参照： 遗址。

管理 gu2nl& management administer +  

manage/put in order

参照： 保护工作。

管理条件 gu2nl& ti1oji3n management context management +  

condition

参考《准则》阐述 第8.4条。

规划 gu%hu3 i.  plan

ii.   conservation master 

plan/master plan

plan + draw 参照：保护规划、方案、专项设计。

行业规则 h1ngy7 gu%z5 professional

guidelines 

industry + standards 参照：专业规则、准则。

合理利用 h5l& l*y-ng rational use rational + use 国务院1982年颁布和2002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提到‘合理利用’的概念。

痕迹 h5nj% vestiges and traces mark/trace + 

vestige/remains

参照：遗迹、依据、证据。

环境 hu1nj*ng setting environment 参照： 人文环境/景观、自然环境/景观、

历史景观。

活动 hu9d-ng measure activity/act 仅在《准则》第27条中，‘活动’才可译为 

‘activities’。
参照：  保护措施、处理、措施、干预、工程、

技术措施。

纪念地 j*ni3nd* commemorative place commemorate +  

place

参考注释： 纪念建筑。

纪念建筑 j*ni3n ji3nzh] commemorative

building

commemorate + 

building

‘纪念建筑’与‘纪念地’的区别在于‘纪念地’上

建筑物已不再存在。

参照： 纪念地。

技术措施 j*sh] cu-sh% technical measures technical + measures ‘技术措施’通常译为  ‘technical measures’，但仅在
《准则》第21条中才可译为  ‘technical intervention’。
参照： 保护措施、处理、措施、干预、工程、

活动、修缮、整治、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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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Chinese

汉语拼音
Pinyin

英文
English 

英文字面意思
Literal Meaning

注释
Comments

价值 ji3zh^ i.  signifi cance

ii. values

value 《准则》第3条所列的三种价值，即历史价值、艺术价

值及科学价值，来自1982年颁布和2002年修正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监测 ji`nc7 monitoring supervise + measure 参照： 保养。

建设控制

地带

ji3nsh7 

k-ngzh* d*d3i

buffer zone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 

control + zone

文物保护范围外的建设，需要批准并且控制其规模、

高度、颜色及景观。

参照：‘四有’。

建筑 ji3nzh] i. architecture

ii. building

iii. structure

building/architecture 参照：保护性建筑、构筑物、结构。

结构 ji5g-u i.  structure

ii. element

join + fabricate  参照：  保护性建筑、部分、构件、构筑物、

建筑。

解体 ji6t& disassembly take apart 解体修复是修复木质建筑的传统方法之一。也称

为‘落架’大修。

参照：全部解体修复

近代 j*nd3i modern recent + period 仅在《准则》第31条中，‘近代’才可译为  ‘later’。
参照：当代、古、现代。

尽可能减少

干预

j&nk6n5ng 

ji2nsh2o g`ny]

minimal intervention as much as possible 

+ reduce 

+ intervention

参照：尽量少加干预。

尽量少加

干预

j&nli3ng sh2o 

ji` g`ny]

minimal intervention as much as possible 

+ small + add + 

intervention

参照：尽可能减少干预。

历史景观 l*sh& j&nggu`n historic landscape history + landscape 历史景观与文化景观的不同点在于前者特别着重于遗

址的历史价值。文化景观则包含较广泛的意义与内

容。

参照：人文环境、人文景观、自然环境、自然景 观。

历史文化街区

（村镇）

l*sh& w5nhu3 

ji4q[ 

(c[nzh4n)

historic precinct 

(villages or towns)

history + culture 

+ zone  (village + 

town)

‘历史文化街区’与下列的‘历史文化名城’均归国

家建设部与国家文化部下属的国家文物局共同管理。

参照： 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文化

名城

l*sh& w5nhu3 

m^ngch5ng

historically and

culturally famous cities

history + culture + 

famous + city

参照： 历史文化街区（村镇）。

利用功能 l*y-ng 

g8ngn5ng

appropriate use use + function 在《准则》第13条中，‘利用功能表示‘恰当、合适

使用’, 因此可译为  ‘appropriate’。
参照： 合理利用。

评价 p^ngji3 evaluation appraisal/evaluation 参照： 评估。

评估 p^ngg[ assessment assessment/

evaluation

参考《准则》第5、第11条：‘评估价值’；

参考《准则》第11条：‘评估保存状态’及‘评估管

理条件’。

参照：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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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Chinese

汉语拼音
Pinyin

英文
English 

英文字面意思
Literal Meaning

注释
Comments

破坏 p-hu3i deterioration destruction/damage 仅 在《准则》第24条中，‘破坏’才可译为  

‘adversely affect’。
参照： 残损、损害、损坏、损伤、有损。

普查 p}ch1 survey and inventory  general examination ‘文物调查’是由三个步骤组成的，‘普查’指文物

调查工作中的第一个步骤，主要工作为调查、记录尚

未登记的文物点。

参照： 文物调查、复查、重点调查。 

迁移保护 qi`ny^ b2oh] relocation move + place + 

conservation

参照： 易地保护。

抢救性发掘 qi2ngji]x*ng 

f`ju5

rescue excavation rush to save + 

excavation

其含义是指在建设项目中遇到文物遗存时所采取的紧

急处理的行为。

全部解体修复 qu1nb] 

ji6t&xi[f]

restoration through

complete disassembly

complete + 

dismantle + restore

亦称为‘落架’大修。

参照：解体、修复。

人文环境/

景观
r5nw5n 

hu1nj*ng/

j&nggu`n

cultural landscape humanistic + setting/

landscape

参照：历史景观、自然环境、自然景观。

社会效益 sh7hu* xi3oy* benefi t of society social + benefi t 在 《准则》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两

种不同的概念；‘社会效益’的概念不包括‘经济

效益’的含义（参考《准则》阐述第4部分‘经济效

益’与第8.2部分‘社会效益’的解释）。

石刻 sh^k7 stone carvings,

sculpture,

inscriptions, stele, 

and petroglyphs

stone + carving ‘石刻’的含义包括雕塑、雕刻、石碑、碣及岩画

等。

石窟寺 sh^k[s* cave temple rock + cave + 

temple

‘石窟寺’主要是指佛教的石窟寺庙，常译为  

‘grotto’。

实物遗存 sh^w] y^c{n physical remains physical + property 

+ leave behind + 

exist/survive

参照：现存实物、原物、原有实物。 

四有: 

有保护范围

有标志说明

有记录

档案

有专门机构 

或专人负责

管理

s*y0u:

 

y0u b2oh] 

f3nw6i

y0u bi`ozh*   

shu8m^ng

y0u j*l]

d3ng’3n

y0u zhu1nm5n

j%g-u h]o

zhu1nr5n 

f]z5 gu2nl& 

four legal prerequisites:

demarcation of the

boundaries

erection of an

offi cial plaque

declaring a site a

protected entity

creation of an

archive for records

designation of an

organization or

person dedicated to

management

four + have

have + conservation 

+ area

have + sign + 

explain

have + record + 

archive

have + dedicated + 

organ + person

‘四有’最早列入1961年《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

1963年《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时办法》以及

1982年颁布和2002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四有’的由来可以追溯到清朝中叶（18世

纪）。文物保护单位所设立的标志说明包括文物古迹

的名称、保护级别以及确定为保护单位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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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Chinese

汉语拼音
Pinyin

英文
English 

英文字面意思
Literal Meaning

注释
Comments

损害 s}nh3i adversely affect injure + damage 在《准则》第34条中，‘损害’可译为 ‘adversely 
affected’，但在第4条谈到‘损害文物古迹的价值’
时，‘损害’则应译为  ‘diminished’。 
参照：残损、破坏、损坏、损伤、有损。

损坏 s}nhu3i damage damage 参照：残损、破坏、损害、损伤、有损。

损伤 s}nsh`ng damage and/or 

deterioration

damage + injure 参照： 残损、破坏、损害、损坏、有损。 

外力 w3il* natural processes

and human actions

external force 参照： 自然力和人为

危害 w4ih3i dangers danger + damage 指自然力和人为对文物所造成的威胁与损坏。

文物 w5nw] i.  heritage site

ii. site

culture + property ‘文物’是指实质文物，包括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

文物。但在《准则》中，这主要是指不可移动文物中

的文物古迹与建筑物，包括相关的文物与构件，第26 

条提到考古发掘过程中所发现的文物除外。第1条所提

到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定义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1982年颁布和2002年修正）确定的。(参

考2002年修正的保护法第3条)。

参照： 附属文物、古迹、文物古迹。

文物保护单位

 
w5nw] b2oh] 

d`nw7i

offi cially protected

site/entity

culture + property +   

conserve + unit

参照： 保护单位。

文物调查 w5nw] 

di3och1

identifi cation and

investigation 

culture + property + 

investigation

‘文物调查’分为‘普查’、‘复查’、‘重点调

查’三个阶段。

参照：复查、普查、重点调查。

文物古迹 w5nw] g}j% heritage site culture + property +

ancient + remains 

文物、古迹及文物古迹过去常译为  ‘cultural relics’，但
在《准则》中，则译为  ‘heritage site’  或  ‘site’（1982、
2002年文物保护法翻译仍然保留 ‘cultural relics’）。 
参照：附属文物、古迹、文物。

现存实物 xi3nc{n sh^w] physical remains present + exist/ 

survive + physical +  

property

‘现存实物’仅在《准则》第32条中才能译为  

‘existing fabric’。
参照：实物遗存、原物、原有实物。

现代 xi3nd3i contemporary present + generation 参照： 当代、古、近代。

现状 xi3nzhu3ng existing condition present + condition ‘现状’通常可译为  ‘present condition’。
参照：现状修整、原状。

现状修整 xi3nzhu3ng 

xi[zh6ng

minor restoration present + condition 

+ repair  + put in 

order/ fi x

在《准则》中，‘现状修整’的概念是指通过清除无

价值的近代添加物而不增添新构件等手段，把文物古

迹恢复到某个历史时期的做法。

参照：修复、重点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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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 xi[f] restoration repair + recover/turn 

back

‘修复’在《威尼斯宪章》等文件中，通常译为 

‘restoration’，但在《准则》有两种不同的修复，即‘现
状修整’和‘重点修复’。

参照：全部解体修复、现状修整、重点修复。

修缮 xi[sh3n treatment repair 同维修。

参照： 处理、干预、工程、技术措施、整治、治理。

已不存在建筑 y& b] c{nz3i 

ji3nzh]

building that no

longer survives 

already + not + exist 

+ building

其概念为原来建造在地基上的木质建筑物已不再存

在，只有平台或基址遗存下来。

易地保护 y*d* b2oh] i.  relocation

ii.  conserve at another 

location

another + place + 

conservation

 

在《准则》第32条中，‘易地保护’之所以属于‘重

点修复’是因为解体的复杂性与‘重点修复’相

似。在《准则》第35条中可译为  ‘conserved at another 
location’。
参照： 迁移保护。

遗迹 y^j% vestiges and traces leave behind +

vestige/remains

参照：痕迹、依据、证据。

依据

 

y%j] evidence/basis basis + evidence 在《准则》第21条中，‘依据’如果与进行修复有

关，可译为  ‘guide’。
参照：痕迹、遗迹、证据。

遗址 y^zh& archaeological site

and/or ruin

site/ruin 参照： 古文化遗址、古遗址。

引起灾害 y&nq& z`ih3i hazardous cause + calamity/

disaster

参照：影响安全、灾害、造成重大安全事故。

隐患 y&nhu3n potential problem/

threat

hidden + affl iction 仅在《准则》第32条中才能译为  ‘problems revealed’。
参照： 不安全因素、残损、破坏、损坏、损伤、

灾害。

影响安全 y&ngxi2ng 

`nqu1n 

hazardous/harm affect + safety 在《准则》第24条、第34条中，‘影响安全’分别译

为  ‘potentially hazardous’ 和  ‘harm’。
参照：引起灾害、灾害、造成重大安全事故。

有损 y0us}n adversely affect have + injure 参照：  残损、破坏、损害、损坏、损伤。

预防性措施 y]f1ngx*ng 

cu-sh%

preventive measure prevent + measure

预防灾害 y]f1ng z`ih3i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preparedness

prevent + disaster 参照： 防灾。

原有实物

（原物）

yu1ny0u sh^w]

(yu1nw])

original fabric original + have + 

physical + 

substance/property

参照：实物遗存、现存实物。

原址 yu1nzh& in situ original + place

原状 yu1nzhu3ng historic condition original /previous + 

condition

列入1982 和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原状’通常译为  ‘original state’  或 ‘original 
condition’，是文物保护行业常用的词汇。在《准则》
中，其概念是指建筑物在某一段历史时期的状态；在

确定文物古迹为保护单位时，建筑物的价值评估结果

则成为确定建筑物原状的依据。.

参照： 现状、现状修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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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 z`ih3i i. disaster

ii. threat

disaster + harm 参照： 不安全因素、残损、破坏、损坏、损伤、

隐患、引起灾害、影响安全、造成重大安全  

事故。

造成重大

安全事故
z3och5ng   

zh-ngd3 

`nqu1n sh*g]

hazardous cause + major +

safety + accident

参照： 不安全因素、隐患、引起灾害、影响安全、

灾害。

展陈 zh2nch5n i.  interpretation

ii. exhibition

exhibit + display 在《准则》中，‘展陈’的概念包括‘展示、陈列及

解释’，因此可译为  ‘interpretation’。

真实（性） zh4nsh^

(x*ng)

authenticity true + fact/real + 

(character/essence)

仅在《准则》第7条中谈到文献时，‘真实’才可译为 

‘verifiable’。

证据 zh7ngj] evidence evidence 参照： 痕迹、遗迹、依据。

整治 zh6ngzh* treatment put in order + treat 治理、处理、与整治均泛指各种保护措施，包括文物

及其周边环境。

参照： 处理、措施、干预、工程、活动、技术措施、

修缮、整治、治理。

指导原则 zh&d2o yu1nz5 guidelines guiding + principles 参照：行业规则、专业规则、准则。

治理 zh*l& treatment treat + put in order 参照： 处理、措施、干预、工程、活动、技术措施、

修缮、整治。 

重点调查 zh-ngdi2n 

di3och1

detailed investigation major/focus + 

investigation

‘重点调查’是文物调查的第3个步骤，是在文物古

迹现场进行的；该步骤要求对文物进行任何干预前都

要进行深入调查并收集大量的信息以用于保护和研究

的目的。

参照： 复查、普查、文物调查。

重点修复 zh-ngdi2n 

xi[f]

major restoration major/focus + repair 

+ recover/turn back

‘重点修复’与‘现状修整’的区别在于‘重点修

复’的手段亦包括解体修复和增补新的构建。

参照：现状修整、修复。

主观设计 zh}gu`n sh7j* conjectural

reconstruction

subjective + design ‘主观设计’的概念来自《威尼斯宪章》第9条，

即‘一旦出现臆测，必须立即予以停止’。

专项规划 zhu`nxi3ng 

gu%hu3

specifi c plan specifi c + item + 

plan

在《准则》中，‘专项规划’是保护规划的一部分，

是指文物古迹特定范围或特定部分的详细计划。

参照：保护规划、方案、规划、专项设计。

专项设计 zhu`nxi3ng 

sh7j*

action plan specifi c + item + 

design

在《准则》中，‘专项设计’是指某项专业范围内具

体的方案或执行计划。

参照：保护规划、方案、规划、专项规划。

专业规则 zhu`ny7 gu%z5 standards of practice professional +  

norms

共同遵守的行规。

参照：行业规则、指导原则、准则。

准则 zh}nz5 i.  principles

ii. guidelines

follow + norms 参照：行业规则、指导原则、准则。 

自然环境/

景观
z*r1n hu1nj*ng/ 

j&nggu`n

natural landscape natural + setting/

landscape

参照：历史景观、人文环境、自然景观。

自然力和人为 z*r1nl* h5 

r5nw5i

natural processes

and human actions

natural + force + 

man-made

参照： 外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