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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颖岚



姓  名 张颖岚 性  别 男

身份证件 [居民身份证]6****************5

民  族 汉族

出生年月 1970-11 政治面貌 中共

文化程度 研究生 学  位 博士

出生地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党政职务 无

最高学历所学专业 考古学 现从事专业 考古学其他学科

最高学历毕业学校 西北大学 最高学历毕业时间 2008-07

工作单位 浙江大学

参加工作时间 1995-08 工作单位邮编 310058

家庭住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港湾家园

家庭住址邮编 310058 联系电话 0571-88273384

手 机 138****5219 E-mail zyinglan@zju.edu.cn

国外留学情况

（1）2005年3—9月，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获“美国亚洲文化协会”福特基

金资助，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进行学术交流访问（纽约总领事馆留学

回国人员证明：[05]纽教文证字1007号）；

（2）2014年2—6月，获得以色列奥尔布莱特考古研究院邀请和资助， 赴耶路撒冷开

展为期四个月的客座研究。

一、担任职务、荣誉称号

学术职务：

1. 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领队资格”（2003年，证书号：2602033）；

2.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2012—2017）；

3. 教育部第一届“文物保护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2011—2015）；

4. 科学技术部“文物保护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主任（2009—2012）；

5. 《秦俑秦文化丛书》、《博物馆学研究丛书》、《秦文化论丛》副主编（2007—2008）；

6. 《考古陕西》副主编（2013—2018）；

7. 《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第二主编（2015—2020）；

8. 陕西省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2015—2016）；

9. 西安市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2015—2016）；

10. 陕西省考古学会理事（2015—2016）；

11. 教育部高校社科评价中心通讯评审专家（2016—）；

12.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评审专家（2017—）；

13. 浙江省文化厅文化科研项目评审专家（2017年—）；



14. “石窟寺文物数字化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2017—）；

15. 教育部国家精品在线课程评审专家（2018—）；

16.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2018—）；

17. 浙江省博物馆第一届理事会理事（2018—）；

18. 浙江省考古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常务理事（2019—）；

19. 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2020—）。

荣誉称号：

1. “秦俑二号坑考古发掘项目”获1996—1998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一等奖”（第五完成人）；

2. 《秦俑考古发掘信息处理系统》获陕西省文物局“科技进步一等奖”（证书号：99KJ001，第四完成人

）；

3. 《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参与执笔）被评为“二十世纪最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

4. 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

二、工作简历

1995年8月——2008年11月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任考古队副队长、馆长助理、副馆长；

   （2008年3—7月，在中共陕西省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08年11月——2009年8月

    陕西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副处长；

2009年8月——2012年4月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

    任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院长，党总支副书记；

2012年4月——2013年10月

    陕西省文物局政策法规处正处级调研员

    在“陕西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办公室”协助“丝绸之路申遗”工作；

2013年10月——2016年5月

     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

2014年12月——2016年5月

     西安博物院院长（挂职），研究馆员；

2016年5月——至今

     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三、获奖情况
（★表示主要奖项。）

序号 奖励级别 获奖名称 项目名称 等级排名 获奖时间

1 其它

其它（2021年浙江省

优秀研究生教学案例

）

南宋临安城遗址价值认知与保

护 ★

其它（优秀

研究生教学

案例
2021-11



），1/1

2 市厅级
其它（2019年省优秀

研究生课程）
中国古代都城研究 ★

其它（优秀

研究生课程

），1/1

2019-12

3 其它

其它（2021年浙江大

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优秀教学案例）

南宋临安城价值认知与保护

其它（优秀

案例

），1/1

2021-07

4 其它

其它（浙江大学A类

智库成果（国家级采

纳批示））

《固本强基，方能行稳致远

——机构改革后基层文物保护

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其它（A类

智库成果

），1/2

2021-04

四、参与过的主要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起止时间 项目性质和来源
经费总额

（万元）

本人排名、参与人数

和任务

1

2022年度省级人民政

府落实文物安全主体

责任情况调查

2022-07

至

2022-12

国家文物局委托项

目
20.00

1/15，（1）省级人民

政府落实文物安全主体

责任情况调查指标设计

。根据国务院 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

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

，从各省贯彻落实党中

央和 国务院部署要求

、法规制度建设与责任

落实、机构建设与经费

投入、开展专项整 治

与长效机制建设、督察

督办案件与追责问责等

方面内容，拟定省级人

民政府落 实文物安全

主体责任情况调查指标

。确定调查分析模型、

指标体系和指标分值。

（2）模型校验与优化

。结合各省落实文物安

全责任的资料和数据

，对调查 分析方法和

指标框架进行校验和优

化。 （3）开展2022

年度省级人民政府落实

文物安全主体责任情况

调查。依据调 查指标

，分析16 个省履行文

物安全属地管理的主体

责任情况，结合中国政

法大 学调研情况，对

年度各省级人民政府落

实文物安全主体责任情

况进行分析研究。



2

2021年度省级人民政

府落实文物安全主体

责任情况评估

2021-07

至

2022-02

国家文物局委托项

目
20.00

1/12，（1）省级人民

政府落实文物安全主体

责任情况评估指标设计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安

全工作的实施意见》

，从各省贯彻落实党中

央和国务院部署要求、

法规制度建设与责任落

实、机构建设与经费投

入、开展专项整治与长

效机制建设、督察督办

案件与追责问责等方面

内容，拟定省级人民政

府落实文物安全主体责

任情况评估指标。确定

评估模型、指标体系和

指标分值。 （2）模型

校验与优化。结合各省

落实文物安全责任的资

料和数据，对评估方法

和评估指标框架进行校

验和优化。 （3）开展

2021年度省级人民政府

落实文物安全主体责任

情况评估。依据评估指

标，评估分析16个省履

行文物安全属地管理的

主体责任情况，结合中

国政法大学调研情况

，对年度各省级人民政

府落实文物安全主体责

任情况进行评估和分析

研究。

3

基于区块链的历史文

化遗产资源管理体系

研究——以浙江省为

例

2020-11

至

2023-12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

学领军人才培育专

项课题（省社会规

划重大课题）

30.00

1/9，历史文化遗产资

源管理现状梳理；历史

文化遗产资源特征提取

；基于区块链的历史文

化遗产资源数字证书

；基于区块链的历史文

化遗产资源登陆系统

；基于区块链的历史文

化遗产资源流通监管系

统。

4

2020年度省级政府落

实文物安全主体责任

情况评估

2020-10

至

2021-03

国家文物局委托项

目
23.00

1/14，1）省级政府落

实文物安全主体责任情

况评估指标设计。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文物安全工作



的实施意见》，从各省

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

院部署要求、法规制度

建设与责任落实、机构

建设与经费投入、开展

专项整治与长效机制建

设、督察督办案件与追

责问责等方面内容，拟

定省级政府落实文物安

全主体责任情况评估指

标。确定评估模型、指

标体系和指标分值。

2）模型校验与优化。

结合各省落实文物安全

责任的资料和数据，对

评估方法和评估指标框

架进行校验和优化。

3）开展2020年度省级

政府落实文物安全主体

责任情况评估。依据评

估指标，评估分析16个

省履行文物安全属地管

理的主体责任情况，结

合中国政法大学调研情

况，对年度各省级政府

落实文物安全主体责任

情况进行评估和分析研

究。

5
智慧博物馆建设标准

体系构建与应用示范

2020-01

至

2022-12

科技部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子课题
428.00

2/10，数据采集标准、

数据安全标准、数据管

理标准

6

机构改革后基层文物

保护工作面临的新挑

战

2019-09

至

2019-09

国家级智库委托项

目
0.00 1/2，保密

7
地方政府文物行政执

法评估与分析研究

2019-08

至

2020-06

国家文物局委托项

目
10.00

1/9，地方政府文物行

政执法评估指标体系设

计；模型校验与优化

；配合国家文物局开展

地方文物行政执法评估

8
基于区块链的社会文

物管理机制研究

2019-01

至

2021-01

浙江省文物保护科

技项目（浙江省文

物局）

35.00

1/10，1）研究文物可

信数字证书生成方法

：现有文物纸质防伪证

书存在伪造、遗失可能

性，文物流通需要权威

专家重新鉴定耗费大量

人力物力资源，针对不

同种类的文物研究多维



特征属性，研究文物数

字证书所需要记录的文

物属性构成与文物结构

化数据链上存储方式。

2）研究文物备案管理

方法：专家个人或单个

机构进行文物认证有一

定几率出现评估差错

，研究联盟链上具有鉴

定文物权限的相关机构

对文物出具鉴定认证的

共识算法，研究文物在

多方共识下认证登记并

备案的规范流程建立方

法。针对社会文物信息

查询渠道少、信息不全

面，研究社会文物登录

备案的建立，研究文物

鉴定信息备案的方法

，提供文物价值查询参

考服务。 3）探索基于

多方共识的社会文物管

理机制：目前文物交易

、流通过程监管机制尚

不完善，基于现有

PBFT、PoW等共识算法

研究适用于文物交易流

通记录的多方共识，记

录文物交易、流通过程

中的所有流向信息，探

索建立社会文物交易、

流通监管机制。文物流

通过程中存在文物损坏

、流失风险以及交易过

程中存在的风险，研究

文物交易、流通异常记

录检测算法，研究文物

交易、流通异常预警机

制建立。 4）研发基于

联盟链的社会文物管理

系统：研究适用于社会

文物机构的多中心联盟

链，实现文物信息共享

，研究社会文物交易与

流通的管理方法，为各

个参与方提供文物溯源

及防伪服务，研究具有

可扩展性的社会文物管

理系统，包括基于区块

链的社会文物管理登录



体系和基于区块链的社

会文物流通管理体系。

9

线性文化遗产智能预

警与综合应用体系研

究——以大运河杭州

段为例

2018-07

至

2020-07

浙江大学学科交叉

预研专项项目
1.88

1/7，1.对线性文化遗

产的普遍特点进行全面

把握，梳理其存在的问

题，强调其与周边自然

、人文环境的互动，构

建人与环境综合沟通的

活态发展共同体。

2.发现问题并不断优化

解决方案，综合文化遗

产高保真数字化技术、

文化遗产预防性保护技

术、文化遗产高真实感

展示技术等的数据需求

与数据特征，形成具有

普适性的线性文化遗产

监测预警核心技术支撑

框架，并针对线性文化

遗产的差异化特点和需

求发展差异化支撑技术

，从而形成一个线性遗

产高效运营的体系。建

立指标系蓝图，便于指

导若干模块，进而完成

线性文化遗产智能预警

与综合应用体系研究报

告。 3.在京杭大运河

杭州段进行上述智能预

警与综合应用体系的实

例验证，从上述体系中

选取部分指标系和模块

，重点解决大运河实际

运营管理中迫切面临的

文物本体保护管理、运

河周边自然文化环境综

合利用等问题，制定大

运河文化遗产综合保护

管理应用体系，为大运

河未来的综合监管平台

建设提供指导。 4.着

重强调课题的社会意义

，增强浙大在线性文化

遗产智能预警监测领域

的话语权，制定指向未

来的总体规划。

五、代表论文
（★表示主要代表论文。）

序号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 索引 论文类别 时间 排名 引



用

1

大遗址保护利用研究

现状的分析与反思

——基于CSSCI文献的

科学知识图谱 ★

中国文化遗产 无 国内期刊 2022-07 通讯作者 0

2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System

Model for Movable

Cultural Relics

through Blockchain

Technology ★

2021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Applications

（AEECA）

EI 国际会议 2021-08 通讯作者 0

3

大遗址保护利用“专

业性”与“公共性

”之思辨

中国文化遗产 无 国内期刊 2022-07 4/6 0

4
博物馆，为城市发展

注入力量
人民日报 无 其它 2022-05 1/1 0

5

大遗址保护理论实践

的趋势与展望——基

于科学知识图谱方法

的实证分析

文博 无 国内期刊 2022-03 1/2 1

6
博弈论视角下的城市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中国文物报 无 其它 2021-11 1/2 0

7 世界一流博物馆刍议 中国文物报 无 其它 2021-09 1/2 0

8
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

评估
中国文物报 无 其它 2021-08 1/2 0

9
今天的创造，明天的

遗产
浙江日报 无 其它 2021-06 1/1 0

10
推进博物馆高质量发

展的几点建议
中国文物报 无 其它 2021-06 1/2 0

11
数字化，要重视公众

体验
人民日报 无 其它 2021-05 1/1 0

12
设立“文化遗产学

”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新华文摘 无 其它 2021-05 1/3 0

13

Blockchain-Based

Traceable

Management System

for Entry and Exit

of Cultural Relics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gh

Performance Big Data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HPBD＆IS）

EI 国际会议 2020-05 5/6 3



六、代表著作

序号 著作题目 出版社 类别 出版时间 排名

1

《中国文化遗产事业

发展报告（2018-

201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专著 2020-03 2/7

2

《中国文化遗产事业

发展报告（2017-

201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专著 2018-12 2/5

3

《中国文化遗产事业

发展报告（2016-

201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专著 2017-08 2/6

七、专利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别 批准时间 排名 授权 投产

1

基于区块链的历史文

化遗产资源流转监管

系统V1.0

软著登字号第

9889802号
软件著作权 2022-04 3/4 是 否



八、突出贡献事迹
（简述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及取得显著经济、社会效益等情况）

（一）事迹简介

    张颖岚长期致力于考古学、文化遗产管理研究，聚焦“文化遗产与社会发展”，服务国家文化战略，

在国内率先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构建研究体系。承担国家和省部级课题9项，参与编撰考古报告3

部、著作9部，撰写论文70余篇，多篇发表于《考古》《文物》，或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

文转载，智库报告1篇获中央采纳，1篇获教育部采纳，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文化遗产蓝皮书》（社科

文献出版社，6册）特邀主编。

（二）详细事迹

    张颖岚，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制度

研究院特聘研究员。1988-1995年、2004-2008年就读于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博士

学位。曾任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考古队副队长、副馆长，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院长、西安博物院院长，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文化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等职。

    张颖岚教授是国内较早专注“文化遗产与社会发展”研究的学者之一，数十年耕耘不辍。近五年

来，积极探索从“宏观—中观—微观”多层面构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体系。

    （一）在宏观层面，发挥智库作用，积极建言献策，参与顶层设计，服务国家文化战略。（1）撰写

多篇内参，从机制体制、科技创新、教育体系、理论构建等多维度对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进行思考。其

中，《固本强基，方能行稳致远——机构改革后基层文物保护工作面临的新挑战》一文获中央决策部门采

纳，相关对策建议已在国家相关部委、省市文物管理部门的具体工作中实施，产生重大社会效益；《关于

在“交叉学科”门类设置“文化遗产学”一级学科的建议》一文被教育部采用上报，相关对策建议已在

2022年新增硕士学位点名录中有所体现，具有重大现实意义。（2）立足高校第三方视角，投身文化遗产

工作效能的科学评估工作，以更好地促进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水平提升。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邀请，作为

合作专家和第二主编编撰《文化遗产蓝皮书：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年度系列丛书，已由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北京）正式出版6部，从多角度对我国文化遗产事业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分析思考；受

民盟浙江省委邀请，参加全国政协“推进新时代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做《推进博物馆高质

量发展的几点建议》主旨发言，相关建议在中央宣传部等9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

指导意见》已有体现，为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出了浙江学者的声音。（3）发挥高校联动效能，受

国家文物局委托，由张颖岚教授牵头主持，连续3年负责编制实施科学系统的评估体系，并组织协调中国

政法大学等高校，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除港、澳、台地区外）开展“省级政府落实文物安全主体责任

评估”，相关工作成果已由国家文物局上报国务院办公厅，相关工作建议在国家文物局《年度文物行政执

法和安全监管工作情况通报》中得以体现，充分发挥了高校智库作用，研究成果具有行业指导意义，取得

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二）在中观层面，张颖岚聚焦“文化遗产与社会发展”，在文化遗产认知、保护、管理、阐释等方

向产出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并致力于“立德树人”，学生培养成效和教学成果收效显著。（1）长期

专注于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学术成果积累颇丰。张颖岚的博士学位论文《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

地资源管理对策研究》是国内较早系统性思考“文化遗产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出

版了专著《文化遗产地管理对策研究——以秦始皇帝陵为例》（科学出版社，2013年6月）。组织编撰了

《中国大遗址保护博士论丛》（科学出版社，2012年，9册），是国内首次出版的“文化遗产与社会发



展”系列论丛，对提升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学术研究水平具有重要影响。所撰写的论文《国家公园体系与

中国的大遗址保护》《构建中国大遗址“国家公园”体系》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论文《设立“文

化遗产学”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在《新华文摘》“论点摘编”转载，《数字化，要重视公众体验》《博物

馆，为城市发展注入力量》等刊载于《人民日报》，《今天的创造，明天的遗产》《遗产保护赋能“文化

富裕”》《遗产城市：杭州发展新路径》等先后刊载于《浙江日报》《浙江新闻客户端》等，从不同维度

就“文化遗产“助力我省”共同富裕”建设建言献策。（2）倾心一线授课，积极探索线上线下课程融合

新模式。2017年以来，张颖岚在浙江大学先后承担6门课程23个班次授课，包括主讲本科生课程《汉唐考

古》《博物馆经营》，研究生课程《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中国古代都城研究》《中国古代帝陵制度》

等，其中，《汉唐考古十五讲》MOOC课程入选“浙江省线上一流课程”，《中国古代都城研究》MOOC课程

获“浙江省优秀研究生课程”，选课人数2万8千余人。《汉唐考古》课程中《南宋临安城遗址价值认知与

社会发展》被评为“2021年浙江省优秀研究生教学案例”和“2021年浙江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优秀案

例”，多部教材入选“获“浙江大学优秀研究生教材”。近五年指导博士、硕士研究生22名，所指导学生

荣获“国家奖学金”“浙江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第六届学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

等奖”“浙江大学三好研究生”“浙江大学优秀研究生”等奖项。（3）张颖岚教授还组织筹建浙江大学 

“文化遗产学科发展联盟”，编制“文化遗产学科发展规划”，筹备“首届全国高校考古、文博专业学科

建设工作会议”，受聘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特邀专家、全国艺术科学规划专家、科学技术部科技专家库

专家、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家等。

    （三）在微观层面，张颖岚教授积极服务社会需求，努力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协调可持续发

展的实现路径。（1）关注中西部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与民生发展现实困境，张颖岚教授作为中方首席专

家，与其他团队成员共同努力帮助山西祁县成功申请到法国开发署7000万欧元贷款，在有效保护山西祁县

昭馀古城的同时，极大地提升了古城居民生活水平，促进了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该项目作为法开署在

中国境内开展的第一个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受到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各方高度关注，也是法开署北京办

自2004年设立以来，唯一一个全票通过的中国项目。（2）勇于探索文化遗产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是国

内较早将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物联网技术与社会文物管理、历史文化资源管理相结合的学者之

一，并攻克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具有重要社会意义与经济价值。早在2003年，就撰写《计算机网络技术与

考古学的未来发展》，并被《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4年第2期全文转载，参与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

课题《GIS在文化遗产地资源管理中的应用——以秦始皇陵为例》、主持中德政府间文化合作项目《中国

陕西紫阳北五省会馆壁画保护研究》的研究，此后相继发表多篇有关文化遗产数字化的论文，在“往昔世

界——虚拟重生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多次就文化遗产数字化发表主旨演讲，对学界产生

较大影响。2017年以后，张颖岚相继探索文化遗产与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科学的交

叉融合，主持“线性文化遗产智能预警与综合应用体系研究——以大运河杭州段为例”“基于区块链的社

会文物管理机制研究”“基于区块链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管理体系研究——以浙江省为例”等科研项

目 ，发表《Research on Information System Model for Movable Cultural Relics through 

Blockchain Technology》《Blockchain-Based Traceable Management System for Entry and Exit of 

Cultural Relics》等多篇EI论文，登记“基于区块链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流转监管系统V1.0”软件著作

权，并依托浙江大学“文科＋X”项目培养“文化遗产＋数字科技”博士研究生1名，以专注于文化遗产数

字化相关研究的突破。

此外，张颖岚在海外也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为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nd



Archaeological Sciences编委，曾多次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以色列奥尔布莱特考

古研究院等国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客座研究，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纽约大学等高

校做专场学术报告，并切实推动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相关学科与英国、法国、以色列等著名高校与研究机构

的深度合作。

　　本人承诺以上所填信息均属实。 申报人签名：

年   月   日



九、所在单位意见



十、同行专家评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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