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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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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目前,我国档案部门大都采用关系型数据库存储和管理档案数据.关系型数据库通常将数据存储

在二维表中,高度结构化,对数据的规范性要求高.关系型数据库能够很好地管理和存储结构化数据,
使用简单、功能强大.

非关系型数据库突破了关系型数据库严格的表结构,解决了关系型数据库模型简单、不易表达复杂

嵌套数据结构的问题,存储的数据对象包括非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和结构化数据.视处理数据对

象而言,目前非关系型数据库主要有键值存储、列存储、文档型和图形四大类.
本标准基于文档型数据库具备的功能编制.文档型数据库允许创建不同类型的字段,存储任意格

式的数据.在文档型数据库中,文档是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文档型数据库存储每个对象的所有信息,
并且每一个被存储的对象可与任一其它对象不同.采用文档型数据库,能够简单地将不同类型、不同格

式的档案数据装入或映射到数据库.
从业务角度看,档案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业务系统产生的数据和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副本.每条

记录一次写入、多次访问、几乎不可更改,适宜采用文档型数据库存储.
文档型数据库与关系型数据库不相互排斥,它们之间可以相互交换数据,从而相互补充、扩展.为

了解决大规模档案数据集合多重数据种类带来的挑战,优化档案数据存储,推动档案数据科学管理,鉴
于关系型数据库和文档型数据库各自的特点和优势,档案部门可以将文档型数据库、关系型数据库共同

作为档案数据存储和管理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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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档型非关系型数据库的档案数据存储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使用文档型数据库存储档案数据的总体要求,提出了使用文档型数据库存储和管理

档案数据的基本功能和实施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各类档案馆、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档案数据的存储.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２．１
数据　data
适合传输、诠释或者手动、自动处理,以一种规范的方式表达的事实或指令.
[GB/T３４８４０．３－２０１７,表 A．１]
注:档案数据包括电子档案的内容数据、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副本的内容数据以及两者的元数据(含目录数据).

２．２
元数据　metadata
描述电子档案的内容、背景、结构及其管理过程的数据.
[DA/T５８－２０１４,定义２．１６]

２．３
内容数据　contentdata
电子档案和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副本固有的信息.

２．４
数据库　database
按照概念结构组织的数据的汇集,它描述这些数据的特征及与数据对应的实体间的关系并支持一

个或多个应用领域.
[GB/T５２７１．１－２０００,定义０１．０８．０５]

２．５
关系型数据库　relationaldatabase
数据按关系模型来组织的数据库.
[GB/T５２７１．１７－２０００,定义１７．０４．０５]
注:关系模型指用二维表的形式表示实体和实体间联系的数据模型,而一个关系型数据库就是由二维表及其之间的

联系所组成的一个数据组织.

２．６
非关系型数据库　nonＧrelationaldatabase
数据不按关系模型来组织的数据库.
注:NoSQL泛指非关系型数据库.非关系型数据库去掉了关系型数据库的关系型特性,数据之间无关系,没有关

系型数据库严格的表结构,随时可以存储自定义的数据格式.视处理数据对象而言,目前非关系型数据库主要

有键值存储、列存储、文档型和图形四大类.文档型数据库允许创建不同类型的字段,存储任意格式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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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档型数据库中,文档是处理数据的基本单位.

２．７
结构化数据　structureddata
能够用统一的结构加以表示的数据,或者说能用二维表结构进行逻辑表达的数据.

２．８
半结构化数据　semiＧstructureddata
具有结构性,但结构变化大,且难以用结构化数据的处理方法将其放进二维表的数据.
示例:XML文档内容,每项都被一对标记封起来,如＜title＞＜/title＞,表面上看是结构化数据,但＜title＞＜/title

＞之间的数据却是千变万化,这是典型的半结构化数据.

２．９
非结构化数据　unstructureddata
不能用数字或者统一的结构表示的数据,或没有固定结构的数据.这些数据不能用二维表存放.

２．１０
文档型数据库的拆分　documentＧorienteddatabasesplitting
一个数据库被分成若干个数据完整的子数据库.

２．１１
文档型数据库的合并　documentＧorienteddatabasemerging
若干个子数据库合成一个数据完整的数据库.

３　总则

３．１　适用性

文档型数据库应适用于大规模、多种类、多种格式档案数据的存储、备份和管理.

３．２　规范性

文档型数据库结构应满足档案数据存储的要求.使用文档型数据库存储档案数据应将内容数据和

元数据按照规范结构装入或映射到数据库中,保障两者之间的可靠联系.

３．３　开放性

文档型数据库结构应具有开放性,能与搜索引擎及相关工具软件集成,能与其他类型数据库和系统

交换与共享档案数据和相关信息.

３．４　互补性

基于文档型数据库的档案数据存储与基于关系型数据库的档案数据存储和管理可形成互补.文档

型数据库是内容数据的存储方法之一,元数据的存储可采用文档型数据库和关系型数据库,日志等的存

储和管理宜采用关系型数据库,建立由关系型数据库和文档型数据库组成的数据库系统.

４　文档型数据库字段

４．１　字段要求

文档型数据库应能创建不同类型的字段,存储任意格式的档案数据,并能根据用途和需求变化对字

段进行增加、删除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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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字段类型

文档型数据库字段类型宜包括字符串、数值、日期、时间、文本、二进制等,并符合以下规定:
a)　字符串字段:用于存储定长字符串和变长字符串;

b)　数值字段:用于存储整数和实数;

c)　日期字段:用于存储日期类型数据;

d)　时间字段:用于存储时间类型数据;

e)　文本字段:用于存储文本中的句子和段落;

f)　二进制字段:用于存储任何类型的字符,包括ASCII字符,以及图像、视频、音频等二进制数据.

５　文档型数据库存储

５．１　存储对象

文档型数据库的存储对象包括内容数据等非结构化数据、XML文件等半结构化数据以及元数

据等.

５．２　存储方式

文档型数据库存储方式包括:
a)　将内容数据和元数据全部装入数据库,按照与元数据的匹配关联关系,内容数据存储在文档型

数据库的二进制字段中.

b)　将元数据装入数据库,将内容数据映射到数据库.

c)　同一数据库可存储多种格式的内容数据,不同记录(行)的内容数据的格式可不同.

d)　同一条记录可存储一个或多个内容数据,同一条记录(行)中多个内容数据的格式可不同.

５．３　存储介质

５．３．１　文档型数据库可存储在磁盘、固态硬盘、光盘等存储介质上.
５．３．２　文档型数据库可在不同的存储介质之间转移.

５．４　存储信息管理

文档型数据库存储档案数据的过程中,应显示以下信息:
———存储档案数据进度和存储完成的信息;
———存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或错误的信息.

５．５　存储安全

存储档案数据的文档型数据库应保存在安全的存储系统中和存储介质上,防止被非授权改动数据

库存储位置的设置,并保障档案数据不被非授权修改、访问、删除、复制和破坏,对授权修改、访问、删除

和复制要做审计跟踪.涉密档案数据在线存储应加密,涉密档案数据导出和备份应采取数字签名等安

全措施.

６　档案数据导入

６．１　导入对象

导入对象包括内容数据等非结构化数据、XML文件等半结构化数据以及元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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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导入方法

６．２．１　在线录入数据

在线录入是借助录入表单,将内容数据和元数据直接录入到文档型数据库,一次建立一条记录.

６．２．２　批量导入数据

批量导入是按照内容数据与元数据的匹配关联关系,通过导入程序,将内容数据和元数据批量导入

文档型数据库.

６．２．３　导入XML文件

将XML文件和内容数据通过导入程序导入文档型数据库.

６．２．４　导入数据库数据

将关系型数据库中的数据,通过导入程序导入文档型数据库,并将挂接在关系型数据库的内容数据

装入或映射到文档型数据库;或将一个文档型数据库中的数据,通过导入程序导入另一个文档型数

据库.

６．２．５　导入其他系统的数据

从其他系统导出的数据按照原有的数据类型和文件格式导入文档型数据库.其他系统包括:
———电子档案管理系统;
———档案管理的其他相关系统;
———形成电子文件的业务系统,等等.

６．３　档案数据导入质量控制

６．３．１　对导入文档型数据库的档案数据的字段类型和文件格式进行设置,并在导入文档型数据库时按

照设置自动进行检查,对不合格的字段类型和文件格式显示提示信息.

６．３．２　记录档案数据导入文档型数据库的数量、时间、载体、处理人员、格式转换等处理过程相关信息.

６．３．３　自动监测和过滤错误数据,进行数据完整性校验,日志文件自动记录档案数据导入文档型数据

库产生的错误,对错误显示提示信息.

６．３．４　对内容数据、元数据重复导入文档型数据库进行识别.

６．３．５　允许不同归档单位的相同档案数据导入文档型数据库.

６．３．６　设置记录档案数据导入文档型数据库过程的日志,确保能够跟踪、审计、检索(参见附录 A)、统
计分析(参见附录B).

６．４　档案数据导入的维护

档案数据导入的维护包括:
a)　增加、删除、撤回/恢复、批量修改文档型数据库中的记录;
b)　增加、删除、修改文档型数据库中记录的内容等.

７　文档型数据库的拆分与合并

７．１　文档型数据库的拆分

拆分以记录为单位.拆分的方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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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立若干个结构相同的子数据库,确定分配给各子数据库的原数据库的起始记录号和终止记

录号,从原数据库中提取相应的记录,按顺序将记录导入各子数据库.

b)　建立若干个结构相同的子数据库,确定各子数据库的最大容量,计算各记录的容量和分配给

各子数据库的容量(分别小于各子数据库的最大容量),从原数据库中提取相应的记录,按顺

序将记录导入各子数据库.

c)　建立若干个结构相同的子数据库,利用检索(参见附录 A)和统计分析(参见附录B),从原数据

库中提取相应的记录,按照记录的数量或数据库容量要求导入各子数据库.

d)　建立若干个结构相同、但与原数据库结构不同的子数据库,利用字段读写访问限制功能,从原

数据库中提取部分字段的记录,按照记录的数量或容量要求导入各子数据库.

７．２　文档型数据库的合并

合并以记录为单位.合并的方法包括:

a)　确定各子数据库合并记录的记录号,从各子数据库中提取相应的记录,按顺序将记录导入其中

一个子数据库或新建的与子数据库结构相同的数据库.

b)　确定各子数据库合并记录的容量,从各子数据库中提取相应的记录,按顺序将记录导入其中

一个子数据库或新建的与子数据库结构相同的数据库.

c)　利用检索(参见附录 A)和统计分析(参见附录B),从各子数据库中提取相应的记录,按照记录

的数量或容量要求导入其中一个子数据库或新建的与子数据库结构相同的数据库.

d)　新建一个与子数据库结构不同的数据库,利用字段读写访问限制功能,从各子数据库中提取

部分字段的记录,按照记录的数量或容量要求导入新建的数据库.

８　档案数据导出

８．１　导出对象

导出对象包括内容数据等非结构化数据、XML文件等半结构化数据以及元数据等.

８．２　导出形式

导出包括以下形式:

a)　从文档型数据库导出全部数据;

b)　从文档型数据库按记录(行)导出部分数据;按字段(列)导出部分数据;利用检索(参见附录A)
和统计分析(参见附录B)导出部分数据;

c)　从文档型数据库导出的元数据存储到excel、csv、xml等文件;

d)　从文档型数据库导出的内容数据存储到文件系统.

８．３　档案数据导出质量控制

８．３．１　对导出文档型数据库的档案数据的文件格式进行设置,并在导出文档型数据库时按照设置自动

进行检查,对不合格的文件格式显示提示信息.

８．３．２　记录档案数据导出文档型数据库的数量、时间、载体、处理人员、格式转换等处理过程相关信息.

８．３．３　自动监测和过滤错误数据,建立数据导出的检验机制,日志文件自动记录档案数据导出文档型

数据库产生的错误,对错误显示提示信息.

８．３．４　设置记录档案数据导出文档型数据库过程的日志,确保能够跟踪、审计、检索、(参见附录 A)、统
计分析(参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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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文档型数据库的备份、还原与恢复

９．１　文档型数据库的备份

９．１．１　备份的内容

文档型数据库备份的内容应包括数据库数据、数据库结构和数据库定义文件.应按照数据库结构

(字段)备份数据库数据.

９．１．２　整体备份

当文档型数据库的容量小于备份介质的容量时,无需对文档型数据库做任何处理,直接对数据库整

体进行复制备份.

９．１．３　拆分备份

当文档型数据库的容量大于备份介质的容量时,应按照７．１所述,将数据库拆分成容量小于备份介

质容量的若干个子数据库,然后将各子数据库分别备份到备份介质上,保留原有的访问控制策略,并保

证原数据库的完整性.

９．１．４　增量与差异备份

对文档型数据库中新增的档案数据进行增量备份,对被修改的档案数据进行差异备份.

９．１．５　在线备份和离线备份

在线备份是将数据库数据、数据库结构和数据库定义文件备份到在线存储介质上.
离线备份是将数据库数据、数据库结构和数据库定义文件备份到离线存储介质上.

９．１．６　自动备份

自动备份通过软件的控制方式将数据库数据、数据库结构和数据库定义文件有规律的进行备份.

９．２　文档型数据库的还原

９．２．１　整体还原

整体还原是将整体备份的数据库数据还原到原数据库系统.

９．２．２　合并还原

合并还原是将拆分备份的多个子数据库数据还原到原数据库系统,采用的方法包括:

a)　在新建数据库系统合并全部子数据库数据,然后将合并形成的数据库数据还原到原数据库

系统.

b)　在原数据库系统中合并还原全部子数据库数据.

９．３　文档型数据库的恢复

９．３．１　正常恢复

用备份的数据库数据覆盖原数据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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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２　异常恢复

在异常情况下,用备份的数据库数据、数据库结构、数据库定义文件和日志文件进行恢复,并进行数

据完整性校验,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

１０　文档型数据库管理与数据管理

１０．１　数据库管理

数据库管理包括:

a)　数据库结构的定义、设计、复制、导入、导出.

b)　数据库的新建、删除、修改;数据库字段的新建、删除、修改、排序.

c)　数据库管理权限的新建、删除、转移.

d)　数据库管理员授权用户访问数据库.数据库授权访问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用户访问全部数据

库或部分数据库;授权用户访问数据库的全部字段或部分字段;授权用户访问包含特定内容

的记录或不包含特定内容的记录.

e)　数据库存储位置的设置;存储数据库的存储介质的选择.

f)　数据库的备份、复制、转移存储、迁移、还原与恢复.

１０．２　数据管理

数据管理包括:

a)　档案数据导入和导出数据库;

b)　数据库拆分与数据库合并;

c)　数据库记录的增加、删除、修改;

d)　数据库数据的恢复、还原及内容覆盖的检测提醒.

１０．３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包括:

a)　用户的新增、修改、删除、激活、锁定等;用户信息管理和维护;

b)　用户的分组、分类与权限控制与管理;

c)　记录用户访问数据库,包括但不限于:
———登录系统的时间、次数;
———访问数据库和档案数据的时间、次数;
———访问数据库的名称和档案数据的内容;
———用户登录的IP地址.

１０．４　日志管理

日志管理包括分类、存储、备份、检索、查询和管理日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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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检索

A．１　中文自动分词与中文分词词典

中文索引和检索是对档案数据中的中文单字和词(或词组)进行索引和检索.为提高文档型数据库

中档案数据的查准率和检索速度,实现对中文内容的统计分析,应对内容数据和元数据的中文信息进行

中文自动分词,并根据不同的档案门类编写相应的中文分词词典.

A．２　索引

A．２．１　应具有对文档型数据库中的内容数据和元数据的文字信息进行全文索引的功能,包括:
———字符串字段每个字、词、词茎、整个字段内容进行索引;
———对文本字段每个字、词、词茎进行全文索引.

A．２．２　应具有对日期、时间和数值进行索引的功能.

A．２．３　索引与数据库可保存在同一位置,也可分别保存在不同位置.

A．３　检索

A．３．１　检索范围

检索范围包括内容数据和元数据的文字信息.

A．３．２　数据库一般检索

数据库一般检索包括:
———全文检索,是对所有字符串字段和文本字段的全部字符进行检索;
———字段检索,是对具体字段的数据和内容进行检索,包括对字符串字段、文本字段、数值字段、日

期字段、时间字段的数据和内容进行检索;
———分类检索与模糊检索;
———布尔检索,是用逻辑＂或＂、逻辑＂与＂、逻辑＂异或＂、逻辑＂非＂等运算符进行检索,带运算符检索

的效果如图 A．１所示;

图A．１　布尔检索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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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检索,是在前面(上次或更前面)检索结果的基础上进行检索;
———数值检索,是用运算符在指定数值范围进行检索;
———日期检索,是用运算符在指定日期范围进行检索;
———时间检索,是用运算符在指定时间范围进行检索;
———“时间戳”检索,是查找某个时间段新增或修改的记录.

A．３．３　数据库检索限制

数据库检索限制包括:
———检索和显示部分数据库;
———检索和显示部分字段;
———检索和显示包含特定内容的记录;
———对部分信息进行屏蔽和遮盖.

A．３．４　多库检索

多库检索包括:
———同构多库检索,对相同结构的多个文档型数据库同时进行检索;
———异构多库检索,对不同结构的多个文档型数据库同时进行检索.

A．３．５　数据库间接检索

文档型数据库之间在结构上没有相互关联的字段,每个数据库都是完全独立的数据库.文档型数

据库之间的关联查找需采用间接检索.间接检索是用一个数据库检索所获得的结果作为检索项,对本

数据库或其他数据库进行检索.
示例:病症数据库收藏关于各种疾病的症状、失调和治疗的数据,病历数据库收藏各种疾病诊断的病历.在病历数

据库能查找到“睡眠失调”的病历,但不能找出与“睡眠失调”症状相关的记录.通过间接检索,先在病症数据库中查找

“睡眠失调”,然后用命中记录之症状字段的内容自动作为检索词在病历数据库进行检索.

A．４　词表与词表检索

A．４．１　词表

词表指主题词表或叙词表,是记录有关词的内容、概念以及相互关系的语言工具.在文本处理系统

中,词表是提高检索质量的强有力的工具.典型的词表是根据意思或内容把每个词与词(或词组)之间

的关系,按照树状(或其他形状)结构上下左右相互关联起来的数据库.词表应包括但不限于如表 A．１
所列的五种词:主词(控制词)、同义词、广义词、狭义词和相关词,它们既可以是中文的词,也可以是其他

语种的词.

表A．１　词表结构

名称 别名 角色名 标记 含义说明

主　 词 受控词、优选词 用 或 Y CT 表达某一特定概念的标准术语

同义词 非优选词 代 或 D UF 与主词含义相同的其它称谓

广义词 上位词 属 或S BT 概念上包含主词的上一层术语

狭义词 下位词 分 或F NT 概念上比主词更狭的下一层术语

相关词 关联词 参 或C RT 概念上和主词有关联、并列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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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４．２　词表检索

词表检索是用词表库中的词及词之间的逻辑关系对文档型数据库中的文字信息进行检索,是保障

查全率、查准率,提高检索质量的强有力手段.
词表检索方法包括:
———用主词和同义词进行检索;
———用主词、同义词和广义词进行检索;
———用主词、同义词和狭义词进行检索;
———用主词、同义词和相关词进行检索.
示例:主词是自行车,同义词是单车、脚踏车和bicycle.采用主词和同义词进行检索时,只输入“自行车”进行查找、

就会自动查找含有 “自行车、单车、脚踏车、bicycle”等四个词的记录.

A．５　检索结果排序和打印

A．５．１　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包括单级排序和多级排序.多级排序是指检索结果的输出先按某一字

段内容(如题目)排序,如遇有内容相同的多条记录,再按另一字段内容(如单位名称)排序.

A．５．２　对检索结果进行全部或部分打印、输出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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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统计分析

B．１　统计分析的对象

档案数据的统计分析对象是内容数据和元数据的文字信息.

B．２　统计分析的方法

B．２．１　按照字段类型进行统计分析

按照字段类型进行统计分析包括:

a)　字符串字段统计分析.对整个字段内容和字段中的词汇(包括词、单字、数字等)分别进行统计

分析,给出整个字段内容相同和不同的记录数、字段所含词汇出现的频度和记录数.
示例:全宗名、归档部门、题名、发文单位、责任者等字段是字符串字段,利用统计分析,获得全宗名、归档部门、发文

单位、责任者的数量和分布.

b)　文本字段统计分析是对文本字段中的词汇进行统计分析,给出不同词汇出现的频度和记

录数.

c)　数值字段统计是对给定的记录,统计最大、最小、总和、平均等数值.

d)　数值字段统计分析是对给定的记录、数值范围和间隔,列出数值分布情况.

e)　日期字段统计分析是对给定的记录、日期范围和间隔,列出各日期段的分布情况.

f)　时间字段统计分析是按给定记录范围、时间范围和间隔,列出各时间段的分布情况.

B．２．２　档案数据内容的统计分析

按照档案数据内容进行统计分析,包括:

a)　内容数据和元数据的数量和容量的统计分析;

b)　档案全宗、门类、归档部门、责任者、题名等的统计分析;

c)　档案数据文件格式的数量和容量的统计分析;

d)　内容数据和元数据的保密、解密、开放、保管期限的统计分析;

e)　不同时间段各类数据和内容的统计分析;

f)　各类日志信息查询的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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