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01.410.20 

A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XXXXX—XXXX 
     

信息与文献 机构名称元数据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metadata on name of organization  

点击此处添加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的标识 

（征求意见稿） 

      

XXXX - XX - XX 发布 XXXX - XX - XX 实施



GB/T XXXXX—XXXX 

I 

目  次 

前言 ................................................................................ II 

引言 ............................................................................... I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元素集 ............................................................................ 1 

附录 A（资料性附录） 组织机构元数据与 Schema.org 的对应关系 ........................... 4 

附录 B（资料性附录） RDF 描述 ........................................................ 6 

 



GB/T XXXXX—XXXX 

I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T/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4）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贾君枝、曾建勋、赵捷。 



GB/T XXXXX—XXXX 

III 

引  言 

组织机构作为名称实体，在数字化资源描述及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机构数量庞大，名称变化

复杂、形式多样，应用场景广泛，从而为机构的计算机识别及其聚类带来极大的困难。为进一步提高机

构名称识别效率，有效地区分同名、异名现象，准确地定位到机构的类型、相关事件、描述等信息，需

要对机构的属性特征及其机构与其他实体的关系进行规范化描述。本标准遵循元数据标准，旨在建立机

构元数据标准体系，为围绕机构信息的数据交换、统计及科学管理提供参考指南，实现机构描述的规范

化、统一化。 

组织机构元数据是应用于不同领域间资源描述的标准，是根据资源共同的特点确定的元数据标准集

合。本标准的第3章涉及组织机构的元数据集合，对各个元素名称、标签、定义、注释、取值进行了描

述，并与Schema.org的元素建立了对应，完成了RDF表示，为为互操作需求和实现建议提供充分的语义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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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文献 机构名称元数据 

1 范围 

本标准确立了组织机构的11个核心元素，描述了机构名称、时空、类型、评论及描述基本属性，表

述了机构与机构、机构与人、机构与事件的关系。本标准适用于任何资源类型，不提供具体实施指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0091 组织机构类型 

GB/T 25100 信息与文献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元素集 

ISO 8601 Date and time format  

ISO 27729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 International standard name identifier  

3 元素集 

参见GB／T2 0091的定义，组织机构定义为“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及其他依法成立的

单位的通称”。组织机构的元数据揭示了组织机构各类型实体的各种属性特征，表1的元素描述中，每

个元素均有一个用于人阅读的描述性标签和一个用于计算机处理的唯一标记。按GB/T25100规定的元素

名为英文小写，以便于计算机标识或编码，标签为中文，便于人们阅读，本标准中标签只是元素名称的

语义属性，具体的应用领域可以依据个性化要求，允许其赋予适合的标签，但语义上与原始定义不允许

有冲突，不允许扩大原始的语义。 

每个元素均为可选，且可重复，元素可以以任何顺序出现。同一元素可以多次出现，其排序可能是

有意义的，但不能保证排序可能会在系统保存下来。为实现全球互操作，许多元素的取值或者表示建议

来自受控词表或者一定的编码体系。 

表1 机构名称元素描述 

元素名 标签 定义 注释 取值 
identifier 标识符 分配给一个组织

机构实体的明确

唯一的字符串，

以起到机构识别

的作用 

建议采用正式标

识体系的一套字

符串体系进行标

识机构实体。可

参见 ISO 27729。

统一资源定位符

（URI） 

name 名称 机构的正式名称 通常为大众所知

的、首选或惯用

的名称 

字符串 

altname 其它名称形式 名称的其它形 包含全称、简称、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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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名 标签 定义 注释 取值 
式，表示同一机

构名称的不同形

式。 

不同语言形式的

名称、曾用名称、

其它名称等。 

time 时间 与机构实体生命

周期中的事件相

关的时间。 

包括机构创建、

撤销、机构名称

变更时间。 

建议采用一定的

编码体系，参见

ISO 

8601[W3CDTF]。

space 空间 机构相关的物理

位置或者虚拟位

置。 

包括地址、邮编、

电话号码、电子

邮件及其由团体

运营、关于团体

或与团体有关的

网站地址。 

地址如果与相关

GPS 定位系统相

连，可以显示机构

的经纬度。建议采

用受控词表表示，

如《中国图书馆分

类表》中的通用复

分表-地区表。我

国邮政编码采用

四级六位数编码

结构。前两位数字

表示省（直辖市、

自治区）；前三位

数字表示邮区；前

四位数字表示县

（市）；最后两位

数字表示投递局

（所） 

type 

 

类型 按功能、性质或

其他属性对机构

进行的不同层次

划分 

对机构进行按类

组织，主要依据

机构所属的范畴

不同，明确其所

属的范围。 

建议采用一定的

受控词表或者标

准表示机构类型，

参考

GBT20091-2006

组织机构类型或

者。 

affiliation 隶属 归属于机构的部

门或人员。 

包含机构的上下

级部门及其机构

的创建者、员工、

会员等类型。 

 

post 

  

 

职位 机构内部所设置

的岗位。 

  

event 事件 组织机构内部发

生的、相关联的

包括机构内部发

生的事件、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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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名 标签 定义 注释 取值 
事件与会议。 的事件、机构主

办、组织的会议。

review 评论 对组织机构所做

出的各层面评价

与评论。 

关于组织机构的

评论信息入此，

以作为用户查看

机构信息的依据

 

description 描述 机构的基本信息 包括对机构规模

（如职工数量）、

发展历史等方面

的描述。 

自由文本形式 

 

表2对具有子元素的各个元素进行详细列出，子元素名复合词采用“小骆驼拼写法”，第一个词的

首字母小写，后面每个词的首字母大写，其中子元素同样遵循表1中所属元素的定义、注释及取值。 

 

表2 机构名称子元素描述 

元素 子元素名 子元素标签 定义 
time foundingDate 创建日期 机构创建的时间。 

deathDate 撤销日期 机构撤销的时间。 

changeDate 变更日期 机构名称发生变更的时间。 

startDate 开始日期 机构开展相关活动的开始

时间。 

endDate 结束日期 机构开展相关活动的结束

时间 

space address 地址 机构的位置或机构相关的

事件发生地即所处的地理

位置或者机构相关事件发

生地，用地名、地理坐标表

示。 

postcode 邮编 机构所对应的邮政通信专

用数字化编码。 

telephone 电话号码 机构内外部联系方式。 

email 电子邮件 机构联络的 E-MAIL 地址。 

url 网址 机构主页或开展相关活动

的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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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机构名称元数据与 Schema.org 的对应关系 

谷歌、必应、雅虎创建的Schema.Org词表，作为以微数据为基础的通用标记词汇集，提供了组织机

构（Organization）类及相关属性的定义，当前维基数据（wikidata）、国际虚拟规范档（VIAF）采用

其作为核心RDF词表，用来描述机构实体、名称规范档的基本信息。建立组织机构元数据与Schema.org

对应关系，旨在实现以这两种类型元数据标引的中外文资源的互操作。表A.1列出了两个元数据集中数

据元素的对应。该表试图包含与本标准对应的所有元素。 

 

表A.1 组织机构元数据与 Schema.org 元素之间的对应 

元

素 

类型 

组织机构元数据 Schema.org 

 

 

 

元 

素 

名 

identifier  

name name 

altname additionalName 

type genre 

affiliation member 

employee 

post  

Event event 

review review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time 

foundintDate foundingDate 

deathDate deathDate 

changeDate  

startDate startDate 

endDate endDate 

 

 

Space 

email email 

    address location 

post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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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phone telephone 

url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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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RDF 描述 

万维网联盟发展维护的资源描述框架（RDF），为网络上元数据的交换提供了参考框架。描述中，

需对组织机构元数据分配了一个唯一的URI标识符，便于资源识别和查找。URI可以定义为

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ID，命名空间定义为organziation其RDF表示代码如下： 

<?xml version="1.0" cncoding="UTF-8"?> 

<rdf:RDF xmlns:owl=”http://www.w3.org/2002/07/owl#”  

xmlns:dcterms="http://purl.org/dc/terms/" 

xmlns:organization="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 

xmlns:rdf="http://www.w3.org/1999/02/22-rdf-syntax-ns#" 

xmlns:rdfs="http://www.w3.org/2000/01/rdf-schema#" 

<rdf:Description rdf:about=" 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 

<dcterms:title xml:lang="ch">组织机构元数据</dcterms:title> 

<dcterms:publisher xml:lang="ch">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dcterms:publisher> 

<dcterms:issued 

rdf:datatype="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date">2020-01-14</dcterms:issued> 

</rdf:Description> 

<rdf:Description rdf:about=" 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identifier"> 

<rdfs:label xml:lang="cn">标识符</rdfs:label> 

<rdfs:comment xml:lang="cn">分配给一个组织机构实体的明确唯一的字符串，以起到机构识别的

作用</rdfs:comment> 

<dcterms:description xml:lang="cn">建议采用正式标识体系的一套字符串体系进行标识机构实

体可参见ISO 27729</ dcterms:description> 

<rdfs:range rdf:resource="http://www.w3.org/2000/01/rdf-schema#Literal"/> 

</rdf:Description> 

<rdf:Description rdf:about="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name"> 

<rdfs:label xml:lang="cn">名称</rdfs:label> 

<rdfs:comment xml:lang="cn">机构的正式名称</rdfs:comment> 

< dcterms:description xml:lang="cn"> 通 常 为 大 众 所 知 的 、 首 选 或 惯 用 的 名 称 </ 

dcterms:description> 

<rdfs:range rdf:resource="http://www.w3.org/2000/01/rdf-schema#Literal"/> 

</rdf:Description> 

<rdf:Description rdf:about="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altname"> 

<rdfs:label xml:lang="cn">其它名称形式</rdfs:label> 

<rdfs:comment xml:lang="cn">名称的其它形式，表示同一机构名称的不同形式</rdfs:comment> 

<dcterms:description xml:lang="cn">包含全称、简称、不同语言形式的名称、曾用名称、其它

名称等</dcterms:description> 

<rdfs:range rdf:resource="http://www.w3.org/2000/01/rdf-schema#Literal"/> 

</rdf: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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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f:Description rdf:about="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time"> 

<rdfs:label xml:lang="cn">时间</rdfs:label> 

<rdfs:comment xml:lang="cn">与机构实体生命周期中的事件相关的时间</rdfs:comment> 

<dcterms:description xml:lang="cn">包括机构创建、撤销、机构名称变更时间</dcterms 

description> 

<rdfs:range rdf:resource=" 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date "/> 

</rdf:Description> 

<rdf:Description rdf:about="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space"> 

<rdfs:label xml:lang="cn">空间</rdfs:label> 

<rdfs:comment xml:lang="cn">机构相关的物理位置或者虚拟位置</rdfs:comment> 

<dcterms xml:lang="cn">包括地址、邮编、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及其由团体运营、关于团体或与

团体有关的网站地址</dcterms:description> 

</rdf:Description> 

<rdf:Description rdf:about="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type"> 

<rdfs:label xml:lang="cn">类型</rdfs:label> 

<rdfs:comment xml:lang="cn"> 按功能、性质或其他属性对机构进行的不同层次划分

</rdfs:comment> 

<dcterms:description xml:lang="cn">对机构进行按类组织，主要依据机构所属的范畴不同，明

确其所属的范围</dcterms:description> 

</rdf:Description> 

<rdf:Description rdf:about="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affiliation"> 

<rdfs:label xml:lang="cn">隶属</rdfs:label> 

<rdfs:comment xml:lang="cn">归属于机构的部门或人员</rdfs:comment> 

<dcterms:description xml:lang="cn">包含机构的上下级部门及其机构的创建者、员工、会员等

类型</dcterms:description> 

</rdf:Description> 

<rdf:Description rdf:about="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post"> 

<rdfs:label xml:lang="cn">职位</rdfs:label> 

<rdfs:comment xml:lang="cn">机构内部所设置的岗位</rdfs:comment> 

</rdf:Description> 

<rdf:Description rdf:about="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event"> 

<rdfs:label xml:lang="cn">事件</rdfs:label> 

<rdfs:comment xml:lang="cn">组织机构内部发生的、相关联的事件与会议</rdfs:comment> 

<dcterms:description xml:lang="cn">包括机构内部发生的事件、关联的事件、机构主办、组织

的会议</dcterms:description> 

</rdf:Description> 

<rdf:Description rdf:about="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review"> 

<rdfs:label xml:lang="cn">评论</rdfs:label> 

<rdfs:comment xml:lang="cn">对组织机构所做出的各层面评价与评论</rdfs:comment> 

<dcterms:description xml:lang="cn">关于组织机构的评论信息入此，以作为用户查看机构信息

的依据</dcterms:description> 

</rdf:Description> 

<rdf:Description rdf:about="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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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fs:label xml:lang="cn">描述</rdfs:label> 

<rdfs:comment xml:lang="cn">机构的基本信息</rdfs:comment> 

<dcterms:description xml:lang="cn">包括对机构规模（如职工数量）、发展历史等方面的描述

</dcterms:description> 

</rdf:Description> 

<rdf:Description rdf:about="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foundingDate"> 

<rdfs:label xml:lang="cn">创建日期</rdfs:label> 

<rdfs:comment xml:lang="cn">机构创建的时间</rdfs:comment> 

<rdfs:subPropertyOf rdf:resource="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time"/> 

</rdf:Description> 

<rdf:Description rdf:about="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deathDate"> 

<rdfs:label xml:lang="cn">撤销日期</rdfs:label> 

<rdfs:comment xml:lang="cn">机构撤销的时间</rdfs:comment> 

<rdfs:subPropertyOf rdf:resource="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time"/> 

</rdf:Description> 

<rdf:Description rdf:about="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changeDate"> 

<rdfs:label xml:lang="cn">变更日期</rdfs:label> 

<rdfs:comment xml:lang="cn">机构名称发生变更的时间</rdfs:comment> 

<rdfs:subPropertyOf rdf:resource="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time"/> 

</rdf:Description> 

<rdf:Description rdf:about="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startDate"> 

<rdfs:label xml:lang="cn">开始日期</rdfs:label> 

<rdfs:comment xml:lang="cn">机构开展相关活动的开始时间</rdfs:comment> 

<rdfs:subPropertyOf rdf:resource="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time"/> 

</rdf:Description> 

<rdf:Description rdf:about="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cndDate"> 

<rdfs:label xml:lang="cn">结束日期</rdfs:label> 

<rdfs:comment xml:lang="cn">机构开展相关活动的结束时间</rdfs:comment> 

<rdfs:subPropertyOf rdf:resource="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time"/> 

</rdf:Description> 

<rdf:Description rdf:about="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address"> 

<rdfs:label xml:lang="cn">地址</rdfs:label> 

<rdfs:comment xml:lang="cn">机构的位置或机构相关的事件发生地即所处的地理位置或者机构

相关事件发生地，用地名、地理坐标表示</rdfs:comment> 

<rdfs:subPropertyOf rdf:resource="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space"/> 

</rdf:Description> 

<rdf:Description rdf:about="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postcode"> 

<rdfs:label xml:lang="cn">邮编</rdfs:label> 

<rdfs:comment xml:lang="cn">机构所对应的邮政通信专用数字化编码</rdfs:comment> 

<rdfs:subPropertyOf rdf:resource="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space"/> 

</rdf:Description> 

<rdf:Description rdf:about="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telephone"> 

<rdfs:label xml:lang="cn">电话号码</rdfs:l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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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fs:comment xml:lang="cn">机构内外部联系方式</rdfs:comment> 

<rdfs:subPropertyOf rdf:resource="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space"/> 

</rdf:Description> 

<rdf:Description rdf:about="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email"> 

<rdfs:label xml:lang="cn">电子邮件</rdfs:label> 

<rdfs:comment xml:lang="cn">机构联络的E-MAIL地址</rdfs:comment> 

<rdfs:subPropertyOf rdf:resource="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space"/> 

</rdf:Description> 

<rdf:Description rdf:about="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url"> 

<rdfs:label xml:lang="cn">网址</rdfs:label> 

<rdfs:comment xml:lang="cn">机构主页或开展相关活动的URL</rdfs:comment> 

<rdfs:subPropertyOf rdf:resource="http://www.nlc.cn/tbw/Organization/terms/space"/> 

</rdf:Description> 

</rdf:RD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