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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事业及其构成
广义档案工作包括档案管理工作、档案行政管理工作、档案教育工

作、档案科学研究工作、档案宣传工作、档案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等。

档案管理工作：
档案收集（接收、征集）—整理（分类、有序化）—鉴定（内容、

价值、技术状况）—编目与检索—保管—统计—编辑与研究—利用（查
询服务、举办展览）

一、档案分类的概念及其意义
（一）概念
   1 、类和分类
类就是具有共同特征的个体集合。
分类即根据事物的异与同，按照一定的标准将其区分开来。

   2 、档案分类
档案分类即根据档案内容和形式的异同，按照一定的分类原则和方

法，使用一定的分类标准，对档案进行划分。
   3 、全 宗
全宗是一个独立的机关、组织或个人在社会活动形成的全部档案构

成的有机整体。

基本含义：
（1）全宗是一个有机整体。
（2）全宗是在一定的历史活动中形成的。
（3）全宗是以一定的社会单位为基础而构成的。
全宗类型：组织全宗、人物全宗两种。
全宗形式：独立全宗、联合全宗、全宗汇集、档案汇集四种。



4、立档单位
形成档案全宗的单位，又称“全宗形成者”。一个独立从事活动的

机关、组织（或个人）就是一个立档单位，一个立档单位形成的全部档
案就构成一个全宗。

构成立档单位的条件：
（1）能够依法独立地进行工作、生产、经营、科研、教学等社会

职能活动，单独行使相应的职权， 并能主要以自已的名义单独对外行文。
（2）设有管理人事的机构或人员，并有一定的人事任免、奖惩权 。
（3）设有会计单位或经济核算单位，自己可以编制预算或财务计

划。

（二）分类的意义
分类是档案整理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档案标准化、

规范化工作的具体体现。通过对浩繁杂乱的档案文件，分门别类，组合
成保管单位，固定排列顺序，实现档案的有序化， 可以给排架提供依据，
为档案检索提供有利条件。

在应用计算机等现代化管理手段中，分类也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应
用计算机是为了能够更快、更准确、更全面地查找所需要的档案信息，
档案只有经过科学分类，才能在检索过程中达到应用的目的。

（三） 两种档案分类
两种档案分类
    1 、档案实体分类

为适应档案整理和排架需要的分类。 是实实在在地对每一份档案文
件划分或组成保管单位，使档案文件从无序到有序，固定排放位置，便
于查找和利用，实现档案实体系统化，便于科学管理。
    2 、档案信息分类

是将每一份档案文件或每一个保管单位乃至所含的信息内容， 著录
成条目，然后再对条目进行分类。把著录形成的条目按一定的体系组织
起来，其主要功能是揭示档案的内容和成分，为利用者提供统一方便的
档案检索途径，使其迅速、准确、系统地获得所需档案信息。

档 案 信 息 分 类
按照《中国档案分类法》、《档案著录规则》对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所



形成的各类档案进行分类、著录。分类体系是以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从
事社会实践活动的职能分工为基础， 并紧密结合档案记述和反映的事物
属性关系，采取从总到分，从一般到具体的逻辑体系。

二、档案著录与标引
档案著录与标引，即档案前处理工作，是建立手工和机读检索系统

的基础，是档案检索工作的中心环节，
档案检索包括存贮和查找两方面。 存贮包括系统整理和编目两个工

作内容。编目工作又是由著录和目录组织两个工作环节组成的。查找包
括提问标引、用户需求研究、检索效果评价等内容。

档案检索相互关系示意图
档案检索
（一）档 案 著 录
 1、档案著录的含义

档案著录是指在编制档案目录时， 对档案文件的内容特征和形式特
征进行分析、选择和记录的过程。内容特征是指对档案主题的揭示，表
现为档案的分类号、主题词、摘要等记录项。形式特征，包括档案的作
者、形成时间、档号、文种等不直接揭示档案主题的记录项。著录也是
制作档案条目的过程，著录的结果是档案条目。条目是指对档案文件所
做的一条记录，是反映文件内容和形式特征的著录项目的组合。条目是
构成档案目录的基本单元，条目又是由若干著录项目组合而成。著录项
目、条目、目录三者的关系如下图：

2、档案著录的作用
档案著录具有登记、介绍、报道、交流和检索的作用，其中最主要

的是检索作用。
档案检索的第一阶段是存储， 即将表达档案特征的具有检索意义的

标识加以记录并组织起来形成手工检索工具或计算机数据库。 这些标识
的采集是档案存储阶段的重要工作， 是编制档案检索工具和建立档案数
据库的前提。

从手工检索来说，档案查找的基本手段是从手工目录、索引等检索
工具中寻找与需求相吻合的文献线索， 这些检索工具是由各种档案标识
组合而成的。



从计算机检索来说，档案查找是通过对数据库的搜索实现的。存储
过程的结果是数据库的建立，档案数据库是各种档案数据的逻辑集合，
档案数据是构成档案数据库的基本元素。 档案数据是表达档案各种特征
的标识，没有经著录标引得到的档案数据，计算机数据库便成为无本之
木。

著录和标引工作的质量对于档案的检索效率具有重大影响。

3、《档案著录规则》介绍
《档案著录规则》规定了单份或一组文件、一个或一组案卷的著录

项、著录格式、标识符号、著录用文字、著录信息源及著录项目细则。
著录项目：

（1）题名与责任说明项。包括正题名、并列题名、副题名及说明书
题名文字、责任者、附件六个小项。
（2）稿本与文种项。包括稿本、文种两个小项。
（3）密级与保管期限项。包括密级与此保管期限项两个小项。
（4）时间项。
（5）载体形态项。包括载体类型、数量及单位、规格三个小项。
（6）附注与提要项。包括附注与提要项两个小项。
（7）排检与编号项。 包括分类号、档案馆代号、档号、 电子文档号、

缩微号、主题词或关键词六个小项。
在这些项目中，正题名、责任者、时间、分类号、档号、电子文档

号、缩微号、主题词或关键词为主要著录项目，其余为选择著录项目。
档案著录格式
表格著录格式：档案案卷目录、卷内文件目录
非表格著录格式：段落空格式、段落符号式

著录条目格式（段落符号式）

著录条目实例
GE5.75                                                                     
411010 
2—53—107—8                                                              
46—94 
转发国务院批转国家教委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报告通知
的通知 :京政发 [1989]56 号 / 北京市人民政府 +国务院 +国家教委 ,报告
+[市计委、市高教局、市人事局实施意见 ]. —副本 :通知 .—内部 :永



久  . —19890702.—8 页 :260MM18MM.—教委报告不全 ,市计委、市高教
局、市人事局实施意见全无

国家教委报告分析了毕业生分配制度上存在的问题及进行改革的
意见。国务院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制定改革措施。北京市有关单位提
出了实施意见。
毕业生分配 高等院校 教育改革 制度
（二）档 案 标 引

档案标引是指对档案的内容特征进行分析和选择， 并赋予其规范化
检索标识的过程。 根据其使用的检索语言的不同分为分类标引和主题词
标引。

分类标引是按照档案的内容性质将其纳入分类表体系 （也就是从分
类表中选取与档案内容性质相符的分类号作为检索标识）的过程。

《中国档案分类法》体系结构
分类法共设置十九个基本大类，序列为：

A 中国共产党党务
L 贸易、旅游
B 国家政务总类
M 农、林、渔业
C政法
N 工业
D军事
P交通
E外交
Q 邮电
F 政协、民主党派、群众团体
R 城乡建设、建筑业
G 文化、教育、卫生、体育
S  环境保护、土地管理
H 科学研究
T 海洋、气象、地震、测绘
J 计划、经济管理
U 标准、计量、专利



K 财政、金融

分 类 标 引
分类标引是针对档案内容的职能分工或事物性质进行标引， 每份档

案归入所反映的社会职能分工或事物性质的类目。
例如，关于某种医用抗菌素的研制的文件要归入 《中国档案分类法》

的 NS55类，关于该种抗菌素的生产的文件要归入 NS1231类，关于该种
抗菌素的临床应用的文件要归 GC931类的某一子目， 关于该种医用抗菌
素在兽医上应用的文件要归 MA3113类，而关于该种抗菌素的贸易的文
件则要归入 LA13391和 LB1类。这样，好像是同一种抗菌素的文件被分
散了，但这是符合文献分类原则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同一学科、
同一专业、同一职能的文献得到集中。
主 题 标 引

主题标引是将档案的主题内容纳入词表体系 （从词表中选取与档案
主题内容相符的检索词作为检索标识给予该档案）的过程。

主题标引是针对档案所论及或涉及的事物进行标引， 要求选用确切
的检索词直接表达档案所论及或涉及的事物， 而不管被标引的档案是从
哪种职能角度论述该事物。

三、档案实体分类
（一）国家全部档案实体分类

国家全部档案是国家档案资源系统的有机整体。 其分类呈层次性和
多元性特点。
分类的层次性：
（1）国家级
（2）档案馆级
（3）全宗级

分类的多元化 : 
（1）时间分类
（2）来源分类
（3）内容分类
（4）形式分类

（二）全宗内档案实体分类



几个基本概念：
上位类、下位类
同位类：处于同一层次的各个类别
一级类目、二级类目、三级类目
类目之间的关系：
一级类与二级类关系是绝对的
上位类与下位类关系是相对的

1、分类的原则与要求
（1）分类的原则（逻辑划分规则）
 A、层次性：严格遵守从总到分，从一般到具体，不能越级的原则；
 B、排他性：同位类之间应当互不相容。同位之间应当是全异关系，不
能互相包含，即母项划分后各子项的外延应该互不相容， 不可出现交叉。
C、穷尽性：下位类之和必须等于上位类划分出来的子项的外延之和，
必须等于母项的外延。
D、同标准原则：同一母项下每次分类须按同一标准划分。

（2）档案分类的要求
A、档案类目和档案材料的划分应当具有客观性；
B、档案分类体系应当具有逻辑性；
C、档案分类应该注重实用性。

2、分类的方法
（1）一般分类的方法：
时间分类
来源分类
内容分类
形式分类
（2）复式分类法
年度——组织机构分类法
组织机构——年度分类法
年度——问题分类法
问题——年度分类法
（3）科技档案分类法



科技文件材料的特点：
专业技术性、通用性、成套性、多样性、标准性
工程项目分类法
型号分类法
课题分类法
专业分类法
地域分类法
（4）档案实体分类重要方法之一——职能分类法

将一个单位全部档案按其内容所涉及的职能分工进行分类， 不论其
载体、门类如何，均为一大类，在大类内再按文件的特征设二、三级类
目分别编号。

（5）职能分类的具体方法

四、档案分类方案的编制
档案分类方案由编制说明、使用说明、分类表几部分组成。
（一）编制说明

是分类方案的编制目的、分类的依据、规则、体系结构、类目设置
以及若干重要问题的说明，是使用方案的指南。
（二）使用说明
说明档号标识和档案排列的方法。
（三）分类表

是分类方案的主体部分， 该表是将一个立档单位各职能活动中所形
成的全部档案按类目进行划分排序，以图表形式表示出来。

分类表有三种形式： 分类体系表、分类类目细分表、 分类主题词表。

1、分类体系表
将立档单位职能活动形成的档案按一级、二级类目排序，形成一个

分类体系表，该表简洁明了，较直观地揭示一个立档单位职能活动所形
成的各类档案情况。

分类体系表
01                      02 
2、分类类目细分表
该表详尽地反映立档单位职能活动形成的所有应归档的文件材料、 分类



排序、保管期限划分情况，集分类、归档范围、保管期限三者为一体，
能较好地指导立档单位实行部门整理及文件材料价值鉴定工作。

《企业档案工作规范》 (DA/A42—2009),200911.2 发布。将企业档案分
类如下：经营管理类、生产管理类、行政管理类、党群管理类、产品生
产类、科研开发类、项目建设类、设备仪器类、会计业务类、职工管理
类十大类。
2、分类类目细分表
3、分类主题词表

为了计算机管理档案的需要， 每个立档单位在已编制前两表的基础
上，依据本单位职能并结合所形成的档案内容，编制本单位实用的档案
分类主题词表，形成集分类、主题词为一体的词表。

分类主题词表

档案著录是在编制档案目录时， 对档案文件的内容特征和形式特征
进行分析、选择和记录的过程。 著录包括著和录两个方面。 著，即标引。
档案标引是在档案文献的加工、存贮和检索过程中，将其内容主题的自
然语言转换成规范化的检索语言的过程。 标引是针对档案的内容特征而
言。录，即抄录。抄录是将档案文献的形式特征，如作者、时间、载体
形式等照录在著录条目上。标引使用是人工语言，而抄录使用是文献的
自然语言。标引是著录的核心部分。通过标引使档案文献的内容信息形
成检索标识，使档案检索系统具有检索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