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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天津市档案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天津市档案馆。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阎峰、吴爱民、于全太、仇伟海、梁欣、王靓、孙德强、朱雅晶、张迪、巩志

彬、李颖、王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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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目录中心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各种类别、门类的档案目录采集、目录整理、目录著录、目录鉴定、目录交换等各环

节建设要求，同时明确档案目录中心建设的总体框架及各部分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天津市市级、区级档案馆，对于其他各类档案馆、机关事业单位档案室、企业档案室

等相关领域档案目录中心建设具有借鉴参考作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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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63.3-2007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 第3部分：核心元数据 

DA/T 1-2000  档案工作基本术语 

DA/T 14-2012  全宗指南编制规范 

DA/T 18-1999  档案著录规则 

DB12/T 118-2018  文书档案目录数据库结构与数据交换格式 

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  国家档案局第8号令 

企业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规定  国家档案局第10号令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编制指南（试行）  发改高技〔2017〕1272号 

3 术语和定义 

DA/T 1-2000、DA/T 18-199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档案目录 archival catalogue 

按照一定的次序、体例编排而成的条目组合，是档案管理、检索和报道的工具。 

[来源：DA/T 18—1999，3.5，有修改] 

 3.2 

档案目录中心 archival descriptive information center 

以各级档案馆馆藏档案目录为主体，将本地区、本系统各级各类立档单位及其他组织和个人所形成

的档案目录，按统一的著录格式和数据规范集中并形成统一的目录检索体系，能够通过不同的网络实现

档案资源利用和共享的一种档案信息管理系统。 

 3.3 

档案著录 archival description 

在编制档案目录时，对档案内容和形式特征进行分析、选择和记录的过程。 

[来源：DA/T 18-1999，3.1] 

http://www.saac.gov.cn/daj/hybz/201806/edafc9c11bb24b01b47a5f2af6eeae36/files/94206f88c94a46d387f4dcfd7bc6ecc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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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著录项目 items of archival description 

揭示档案内容和形式特征的记录事项。 

 3.5 

著录格式 format of archival description 

著录项目在条目中的排列顺序及其表达方式。 

[来源：DA/T 18—1999，3.4] 

 3.6 

目录检索 catalogue retrieval 

从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定位和获取档案目录的过程。 

4 档案目录体系 

基本要求 4.1 

4.1.1 客观准确 

档案目录应从客观角度，兼顾查阅检索的特点与规律，如实准确反映所著录对象的信息。 

4.1.2 规范一致 

档案目录的描述内容、描述方式、描述详简程度、描述格式等都应遵循统一的标准，以保证目录信

息规范统一。 

4.1.3 必要完整 

不同历史时期的档案，按照分类及不同门类，遵从相应的标准规范，按照目录层级，多层级、全方

位描述档案的相关信息。 

4.1.4 便于利用 

档案目录各层级数据结构、内容信息及表现形式，应符合档案利用、信息共享的要求，便于各网络

不同用户的检索利用和不同信息系统间的数据交换。 

档案分类 4.2 

依据档案的形成时期，本文件档案分为明清档案、民国档案、革命历史档案和建国后档案。应根据

此分类编制相应的档案目录。 

档案门类 4.3 

目录中心档案目录分为：文书档案、科技档案、专门（专业）档案等，根据馆藏实际，可增加相应

的档案门类。 

档案类别 4.4 

目录中心的档案类别按载体形态划分，一般分为：纸质档案、电子档案、照片档案、声像档案、实

物档案等，根据馆藏实际，可增加相应的档案类别。 

档案保管期限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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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档案保管期限的确定按照《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和《企业文件材

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规定》执行。科技、专门（专业）档案保管期限的确定参照相关规定执行。 

目录层级结构 4.6 

4.6.1 基本要求 

档案目录应反映档案的原始来源，保持全宗完整，兼顾档案载体形态，区分门类、类别，统一管理。 

档案目录中心采用多层级目录方式，自上而下一般分别为全宗级、案卷级、文件级。每一级可以根

据档案机构形成的行政管理结构和职能的复杂性以及档案的组织体系进一步细分。 

科技、专门（专业）档案的目录层级结构参照相关规定执行。 

围绕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的同一主题领域，可以将不同门类和类别的档案，按照目录层级组合形成

专题档案目录。 

4.6.2 全宗级目录 

一般应包括全宗号、全宗构成者的名称或全宗名称、起始时间、终止时间、全宗来源简况、档案内

容与成分介绍、检索查阅注意事项等。具体著录内容及要求可按照DA/T 14-2012。 

4.6.3 案卷级目录 

一般应包括案卷级档号、案卷题名、起始时间、终止时间、保管期限、卷内页数、文件件数、存储

位置、主题词、范围与内容、密级标识、控制标识、信息公开标识、备注等。 

建国后文书档案案卷级目录具体著录内容及需求可按照DB12/T 118-2018。明清、民国、革命历史

及其他各门类案卷级目录具体著录内容及要求可参考各自相关的目录标准及档案行业标准执行。 

4.6.4 文件级目录 

一般应包括文件级档号、文件题名、文件形成时间、责任者、数量及单位、存储位置、载体类型、

规格、主题词或关键词、附件及说明、密级标识、控制标识、信息公开标识、备注等。 

建国后文书档案文件级目录具体著录内容及需求可按照DB12/T 118-2018。明清、民国、革命历史

及其他各门类文件级目录具体著录内容及要求可参考各自相关的行业标准及档案行业标准。 

档案目录涉密属性 4.7 

档案目录中心的档案目录分为涉密档案目录和非涉密档案目录。涉密档案目录应依托于涉密系统及

网络进行存储、管理、传输和利用。非涉密档案目录应依托于有安全保障的非密系统及网络进行存储、

管理、传输和利用。 

档案目录中心的档案目录按档案的密级设“非密”、“秘密”和“机密”。“绝密”级档案目录不

进目录中心。 

档案目录开放属性 4.8 

档案目录的开放属性分为“开放”“控制”。由档案开放鉴定部门鉴定后确定每份档案的开放属性，

档案目录的开放属性与档案一致。 

档案目录共享属性 4.9 

本文件共享属性是能够提供用于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的档案目录。共享属性在经档案鉴定后，对目录

和内容进行分类共享，分为“无条件共享”“有条件共享”“不予共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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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供给所有政务部门共享使用的档案目录属于无条件共享类；提供给相关政务部门共享使用或仅

能够部分提供给所有政务部门共享使用的档案目录属于有条件共享类；不宜提供给其他政务部门共享使

用的档案目录属于不予共享类。 

档号规则 4.10 

档号是在管理档案目录中，以字符形式赋予档案的一组代码，用于固定和反映档案排列顺序。目录

中心档号应当能准确反映档案全宗构成者、类别、门类、案卷、文件排列信息等。目录中心的档号应包

括档案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档案馆代码。 

目录中心的档号应保持唯一性。 

目录著录标识规则 4.11 

档案目录著录内容中的标识符应遵循DA/T 18-1999相关规定。在目录的使用和管理过程中，应注意

保障标识符号始终能够正确显示。具体著录要求可按照DA/T 18-1999或相关行业要求。 

政务信息资源元数据 4.12 

目录中心档案目录在提供政务目录信息共享时，应能够按照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编制要求，对应输出

政务信息资源元数据，便于政务信息资源系统提供发布共享利用。 

对应输出政务信息资源元数据包括核心元数据和扩展元数据。其中核心元数据应包括：信息资源分

类、信息资源名称、信息资源代码 、信息资源提供方、信息资源提供方代码、信息资源摘要、信息资

源格式 、信息项信息、共享属性、开放属性、更新周期、发布日期 、关联资源代码等。 

各核心元数据的定义、数据类型、注释和说明应按照《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编制指南（试行）》和GB/T 

21063.3-2007编制。 

5 档案目录中心业务环节 

目录采集 5.1 

档案目录中心通过移交、捕获或著录的方式将档案目录汇聚到系统中，同时可与档案内容相关联；

应当对导入系统后的档案目录和内容进行检测，确保档案信息完整可用。 

目录整理 5.2 

对档案目录中心的目录、著录项、内容信息进行校对整理，保证三者之间有机联系；保证档案目录

整理协调统一。整理过程中应注意其中的标识符号有无缺失、显示有无错误等情况，标识符具体要求参

考4.11。按照目录数据的共享和移交相关要求执行。 

目录开放共享鉴定 5.3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实际工作情况对档案目录进行开放控制鉴定工作，经过鉴定后的档案目录

可按照开放控制级别通过不同系统和网络对外提供利用。 

符合开放要求的档案必须经过系统整理，形成供利用者自行检索的开放目录。 

用于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的档案目录，应当进行政务信息共享鉴定，符合共享要求的目录信息可依据

共享类别通过政务信息共享平台与其他政务部门进行共享交换。 

目录密级鉴定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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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和国家档案主管部门对馆藏涉密档案解密和划分控制使用范围的相关规定，

对档案目录进行密级鉴定工作，密级鉴定工作需在涉密网络环境下进行，达到保密年限的档案目录要及

时进行降密或解密处理，解密后的档案目录应导入目录中心非涉密档案信息系统进行使用和管理。 

目录交换与共享发布 5.5 

经鉴定、审核后，除有密级的档案目录外的其他类型档案目录可在非涉密局域网进行共享查询和利

用。 

经鉴定、审核后的“非密”目录可分别在政务外网、政务内网上提供无条件或有条件的共享查询和

利用。 

“秘密”和“机密”目录经鉴定、审核程序后可在政务内网上提供分级查询和利用。 

在互联网上进行共享查询和利用的档案目录，应经鉴定、审核，涉密档案目录不可通过互联网、非

涉密网络及系统交换利用和共享发布。 

6 目录中心系统功能 

目录采集 6.1 

支持以自动或半自动方式，对目录信息进行捕获、校验检测，同时具备目录信息的移交接收、人工

著录等功能。按照统一标准自动采集必要元数据，实现档案的目录数据、内容数据、元数据、各组件的

自动关联，完整收集形成于各级立档单位的各类归档档案目录。 

目录整理 6.2 

系统内置档案分类方案、档号规则、归档范围与保管期限表、元数据方案等，具备目录中心档案目

录的自动归类、排序、编号、编目、著录等功能，并可与档案内容进行关联。 

目录鉴定与处置 6.3 

具备对档案目录的鉴定和处置功能、配置和管理功能，按照档案目录的处置规则，建立工作流程，

支持保管期限到期、到期鉴定等自动提醒功能。支持密级、价值、开放、政务信息共享等鉴定处理功能。

对于鉴定与处置过程等相关信息，系统可自动进行记录，予以备查。 

目录销毁 6.4 

具备档案目录销毁管理功能，系统能够自动检测并筛选出符合销毁条件的目录信息，人工使用系统

进行鉴定、审核、登记，并对确定最终销毁的档案目录进行彻底销毁，留存已销毁的档案目录信息、审

核登记信息和销毁处理日志信息。 

目录统计 6.5 

具备档案目录数量与容量的统计功能，按照档案目录的全宗、类别、案卷、文件、开放程度、政务

公开、年度等进行统计；支持对一定时间内档案目录的采集、整理、鉴定、销毁、利用、共享等关键业

务过程工作情况进行统计功能；支持配置自定义报表等功能。 

目录检索 6.6 

6.6.1 检索方式 



DB12/T 1035—2021 

6 

根据档案目录中心建设的检索需求的不同，提供但不限于以下检索方式：按档案类别、门类检索和

跨类别、门类检索、普通检索和条件检索、精准检索和模糊检索、题名检索和全文检索、语义检索和图

片检索等。 

6.6.2 检索范围和内容 

检索范围包括对标题和全文的检索。还可根据用户需要按照全宗级、类别级、案卷级、文件级进行

分级检索。检索内容为档案目录的全部著录项，如题名、年度、保管期限、责任者等。 

利用与共享 6.7 

6.7.1 目录利用 

支持档案目录利用和共享利用功能。具备档案目录的检索、筛选、输出和利用登记功能，支持在线

申请、审批、阅览、授权下载与打印。 

6.7.2 共享交换 

支持与跨政务部门间系统的目录数据交换共享。能够按照统一的数据接口标准和数据交换方式对结

构化目录数据、非结构化内容数据进行数据共享交换。 

建国后文书档案目录在进行共享交换时参照《文书档案目录数据库结构与数据交换格式》标准执行；

其他类型档案目录数据共享交换时遵照相关行业标准或档案行业标准执行。 

安全与审计 6.8 

支持实时监控目录数据在系统中的业务状态、安全交换状态、利用控制状态；对数据安全交换系统

的行为、安全事件和交换内容等进行追踪审计，发生安全事件立即进行报警；对系统管理员、系统安全

员、系统审计员管理行为进行审计；具备审计日志功能，且日志不可更改。 

支持在服务器端监控硬件的运行、存储空间的实时状态，发生故障或空间不足时及时发出预警。 

档案目录中心具备自动定期备份功能，发生数据篡改等破坏数据完整性行为时，系统能够及时发出

警告并进行补救。 

系统具备档案目录数据保护功能，保障目录数据不被非授权的修改与删除，记录长期保存过程中的

变动。 

目录中心信息系统和网络的安全应符合相应的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或涉密信息系统分级保护要

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