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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信息与文献 文件管理过程 文件元数据管

理 第 2部分：概念与实施》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本世纪初，为加强我国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档案局组织

专门工作组对国际标准中有关电子管理实践与研究成果进

行追踪。ISO 23081 第 1 部分被列入 2007 年度国家标准计划

项目，2010 年发布 GB/T 26163.1-2010《信息与文献—文件

管理过程—文件元数据 第 1 部分：原则》。ISO 23081-2 采

标项目列入了 2010 年制修订国家标准项目计划（项目编号：

20100423-T-469），该项目由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归口，由国家档案局负责起草。 

2 主要工作过程  

2010 年《ISO 23081-2 信息与文献 文件管理过程 文件

元数据管理 第 2部分：概念与实施》翻译完成。 

2014 年国家档案局组织对翻译稿进行修订，形成了《信

息与文献 文件管理过程 文件元数据管理第 2部分：概念与

实施》初稿。 

2015 年 11 月初稿在全国范围内征求了意见，共收到修

改意见 10 条。《信息与文献 文件管理过程 文件元数据管

理第 2部分：概念与实施》标准起草小组根据所提意见进行

了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二次稿。 

2019 年标准起草小组再次对稿本进行了修订，为了保证

与 ISO15489-1，ISO30300,ISO30301 等采标中 record 一词

保持翻译一致，本标准内 record 翻译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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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3.1 主要内容说明 

此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ISO 23081-2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 Managing metadata for records – Part 2: 

Conceptual and implementation issues》，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元数据的意义与作用 

 政策与职责 

 元数据概念模型 

 元数据实施的概念 

 文件管理元数据模型 

 通用元数据元素 

 文件管理元数据方案的制定 

 文件管理元数据的实施 

其中元数据概念模型是基于概念实体模型对实体及其关系

进行了描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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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概念实体模型：主要实体及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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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UML 语言对上图实体关系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 

 
 
 
 

 

 

 

 

与此同时，对实体的聚合、元数据的继承等进行了详细

的说明。 

此标准着重阐述了标识元数据、描述元数据、使用元数

据、事件计划元数据、事件历史元数据、关系元数据。 

3.2 与 GB/T 26163.1-2010 的关系 

《GB/T 26163.1 信息与文献 文件管理过程 文件元数

据 第 1 部分：原则》是《ISO 23081-1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 Records management processes - 

Metadata for records – Part 1:Principles》的等同采

用，而此标准是 ISO 23081-2 的等同采用。 

4 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

要求。 

件 

档案 责任者 业务 档案管理业务 法规 关系

实体

系列 全宗 全宗群 

人员 工作组 代理机构 公共机构

事务 活动 职能 外部职能

业务规定 政策 法律

图 2 用于展示实体关系泛化及特化的标准建模语言（UML）实体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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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大分歧意见和处理经过和依据 

该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收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央

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反馈意见 10 项，采纳 4项，不采纳 6

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标准章

条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 处理意见 

1 引言 

本标准为等同采用 ISO23081，因此本标准并非

ISO23081 的组成部分，在此应当说明 GB 及本标准的

有关内容 

航空工业档案馆 
接受。改为国标标

准号 

2 4.1 档案管理元数据的意义 航空工业档案馆 接受。 

3 4.2 该条标题与下述内容不符，应修改 航空工业档案馆 接受。 

4 11.11 

应当增加档案管理元数据的权限控制、查询利用

由于本标准针对的是档案管理元数据，并非档案元数

据，应当有所区分并明确档案管理元数据与档案元数

据如何融合。 

航空工业档案馆 

不接受。等效采用

国际标准，不增加

新的内容。 

5   针对文字排版问题提了一些意见 内蒙 
接受。修改一些

图。 

6   

建议将标准名称修改为“信息与文献 文件管理

过程文件元数据 第 2部分：概念与实施”。建

议使本标准的技术内容以及相关术语定义及其

内涵等与 GB/T26163.1-2010 中确立的原则和

实施要点保持一致。 

科技部办公厅 接受。 

7 4.1.1 

《信息与文献 档案元数据管理 第 2部分：概

念与实施》中，P6“这类档案并不总是健壮的

（robust）”“用户能如期所望地说明和管理

系统内档案以及……” 

华能集团 接受。 

8 4.1.1 

“机构需要信息系统来捕获和管理相应的背景

信息，以便能长期使用、理解、管理和利用档

案。这些信息对于维护档案的真实性、可靠性、

完整性、可用性及证据价值是非常重要的。总

之，这些信息被称为档案管理元数据。” 

既然成为档案必然是真实的与可靠的，所以

4.1.1 概述中对于维护档案的真实性、可靠

性……的提法有待商榷，建议修改。 

华能集团 不接受。 

9 7.1.2.2 
所举例子不具代表性，例如：7.1.2.2 限制中

表 1至表 4的实例均取自于医疗卫生行业。 
上海市档案局 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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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章

条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 处理意见 

10 11.10.2 

关于 11.10.2 存储的特定格式中“通常采用

PDF（ISO 32000-1）或 PDF/A（ISO 19005-1）”，

国家档案局从未明确，且“具有符合出版规范

的优势”意思不明确。 

上海市档案局 不接受。 

 

上述意见处理是建立在课题组成员多次召开次课题组

会议，对标准进行集中修改、论证基础上完成的。标准起草

组于 2013 年 8 月、2015 年 1 月召集相关专家对该标准进行

论证。2015 年 1 月在广州召开的采标专家论证会上有关

“record”的翻译确定下来，按语境翻译为档案或记录。2019

年在标准起草小组再次严谨论证后，本标准的 record 确定

与 ISO15489-1，ISO30300,ISO30301 等采标中 record 一词

保持翻译一致，翻译为“文件”。 

6 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或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实施。 

7 贯彻标准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建议采用标准宣贯班、编写宣贯材料、

行业推广等多种方式进行宣贯。 

8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9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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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文献 文件管理过程 文件元数据管理第 2 部

分：概念与实施》标准起草小组 
2019 年 12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