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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高校档案管理现代化进程
汪小琴，张乃力
（安徽工业大学 档案室，安徽 马鞍山 $,’""$ ）
摘

要：随着高校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各项建设的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信息化、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高校档案
越来越呈现出数量急剧增长、内容日渐丰富、类型渐趋复杂、利用范围日益扩大、作用日益显著、要求日益提
高而管理日显滞后等特点。面对新形势、新特点、新需求，高校档案管理应大胆改革，通过加强基础设施、信
息化、社会化、队伍等方面的建设，加速其现代化进程，在服务和绩效中不断拓展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关键词：加速；高校；档案管理；现代化；进程
文献标识码：.

中图分类号：
-$#!

文章编号：
!""( % $,&’ / $""$ 0 ", % "!"# % "’

!" #$% &’’%(%)*#+," ,- #$% .,/%)"+0*#+," ,- &)’$+1%2 .*"*3%4%"#
+" 5,((%32 *"/ 6"+1%)2+#+%2
1.2- 3456 % 748* 9:.2- 254 % ;4
/ .<=>4?@A 6B .8>C4 D84?@<A4EF 6B G@=>86;6HF* I5 J 58A>58，$,’""$，.8>C4 0
&72#)*’#K 14E> E>@ L@@M@848H 6B E>@ AE<C=EC<5; <@B6<N 58L E>@ <5M4L =68AE<C=E468 48 @?@<F 5AM@=E 6B 48AE4ECE468A，58L E>@ BC<E>@<O
48H 6B E>@ 48B6<N5E468 <@?6;CE468 58L E>@ N6L@<84P5E468 6B >4H>@< @LC=5E468* 5<=>4?@A 6B C84?@<A4E4@A 6< =6;;@H@A 5<@
<@?@5;48H N6<@ 58L N6<@ L4AE48=E4?@ =>5<5=E@<4AE4=A+ Q6< @R5NM;@* E>@ 8CNS@< 6B S66TA 48 E>@N 5<@ 48=<@5A48H <5M4LO
;F* E>@4< EFM@A 5<@ S@=6N48H =6NM;4=5E@L 58L E>@4< =68E@8E 4A H@EE48H N6<@ 58L N6<@ 5SC8L58E B6;;6U@L SF 58 48=<@5AO
48H;F U4L@8@8@L <58H@ 6B CA5H@ 58L E>@ AE@5L4;F H648H CM <@7C4<@N@8EA 6B E>@N+ V@E* 5MM5<@8E;F* E>@ N585H@N@8E
=58 86E T@@M M5=@ U4E> E>@ 5S6?@+ Q5=48H 5;; 6B E>@A@* U@ A>6C;L =5<<F 6CE 5=E4?@ <@B6<NA* E><6CH> AE<@8HE>@848H E>@
=68AE<C=E468 6B 48B<5AE<C=EC=EC<5; B5=4;4E4@A* 48B6<N5E468* 58L A6=45;4P5E468* 58L E><6CH> S@EE@<48H E>@ 7C5;4EF 6B E>@
5<=>4?4AEA 5==@;@<5E48H E>@ N6L@<84P5E468 6B 5<=>4?@A N585H@N@8E* A@<?4=@A 58L 5=>4@?@N@8EA 58L S<65L@848H E>@
A=6M@ 6B E>@ @R4AE@8=@ 58L L@?@;6MN@8E B6< 5<=>4?@A+
8%9 :,)/2; 5==@;@<5E@；48AE4ECE468A 6B >4H>@< ;@5<848H；5<=>4?@A N585H@N@8E；N6L@<84P5E468；M<6=@AA

历史的车轮驶入新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自

!+ 高校自身快速发展的需要

随着人才竞争的日趋激

动化、信息化、社会化建设向社会各领域广泛渗透。这一变革

烈，高校成为我国实施 “科教兴国 ”战略的主阵地。为优化资

和发展一方面极大地丰富、扩展着档案工作的内涵和外延，

源配置、壮大办学实力，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新时期，

推动着档案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对档案的管理和利用提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学校各项工

出了更高、更深的要求。这种辩证关系在发展迅速且集知识、

作和建设快速发展，不少高校顺利合并重组……致使高校档

科技、人才等重要信息资源于一身的高校档案的管理中表现

案数量急剧增长、内容日渐丰富。计算机、电子、网络技术的

更为强烈。所以，如何抓住高等教育迅速发展这一大好机遇，

飞速发展和在高校的广泛应用与渗透大力推进着高等教育

应社会和高校自身的发展需要，加速高校档案管理现代化进

信息化、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也使各种新型档案载体纷至

程，为高校自身建设和社会相关领域提供科学、准确、快速的

沓来，亦使文档一体化，图书、情报、档案管理一体化的趋势

信息服务* 成为 “十五 ”期间高校档案工作的主题和中心任

日益明显。急剧增长和日益丰富的档案需要科学高效的管理

务，也是新时期高校档案工作的重要走向。

方法；新型载体档案文件需要特定的保管条件、保管技术和

一、加速高校档案管理现代化进程的迫切性和可行性

利用手段；高校快速发展的各项工作需要有与其协调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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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先进、科学、高效的档案管理。而至今仍沿袭传统的档案

代化建设的着眼点就在于这 “货 ”的收集、转化、积累、加工和

管理理论、手段、方式已愈来愈滞后于高校工作的发展需

发送上，其中的重点和难点又在 “转化 ”即馆藏档案的数字化

要。所以加速高校档案管理现代化进程已迫在眉睫。

这一环节上。基于这种认识，笔者以下将绕开外围环境而从

$% 社会发展的需要

随着经济、信息、科技和人才竞争

的日益全球化，高校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占地位日渐提
高。作为重要信息资源的高校档案，其价值越来越被社会所
认同，其服务领域也由原来的高校内部逐步向社会诸多领域

高校自身努力这一角度就新时期高校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
如何启动和展开谈点拙见。
三、加速高校档案管理现代化进程的启动措施
!% 加强档案管理现代化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

软硬件

扩展。从而& 高校档案开放式的网络化管理和服务便日渐成

基础设施是档案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条件。现代光

为广大利用者的强烈要求。即社会发展急切需要高校加速以

学、计算机、网络、缩微、档案保护等科学和技术的飞速发展

自动化、信息化、社会化建设为主轴的档案管理现代化进

为实现档案管理的现代化提供了充足的技术保障。但这些新

程。如现已开通的全国高校毕业生信息网查询系统就是应全

兴科学和先进技术的运用、实施和推广需要相应的硬件、软

球化人才流动和资格认证这一趋势应运而生的。

件支持，否则一切皆为纸上谈兵。当前，高校办学条件虽然普

首先，在 《面向 $! 世纪教育振兴

遍得到改善，但高校自身对非科研、教学一线的档案管理部

行动计划 》“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的支持下，我国教育信息化

门的投入仍然有限，甚至大多还是停留在维持档案日常的简

基础设施建设已初具规模，并具备了为教育信息服务的基本

单管理上，这已成为高校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的瓶颈。所以

条件。作为我国第二大互联网络& ()*+), 网目前已建成了

当务之急在于加大投入，加强基础建设，这是保证高校档案

覆盖全国的传输网络。到目前为止，联网高校和科研机构上

管理现代化建设得以进行的先决条件。

’% 良好的运行环境

千家。在此基础上，我国高等院校有 -". 左右建立了校园

（
! ）采用和配置适合档案实体和库房的科学化、自动化

网。$""! 年国家开始实施 “西部大学校园计算机网络建设工

管理的技术和设备。着手改造、新建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设

程 ”项目，对西部 !/$ 所高校校园网建设进行重点投入，通过

计科学、面向社会、便于服务的综合档案馆，配备适宜档案保

该顶目的实施使西部高校校园网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管的防盗、防火、防湿、防有害生物的必要设施，尤其要增置

()*+), 网的不断发展、高校校园网的普遍建立均为我国各

接收、保管各种新型档案载体的必要装置，采用适合档案科

级各类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提供了联网的条件和机会，从

学保护的温湿度监测与控制、消毒、修复、缩微等先进实用技

而为高校档案管理的网络化建设创造了前提条件。其次，高

术。实现档案实体的有效去污、去酸、防霉、防火，库房温湿度

等学校计算机和网络普及率已有了很大提高，信息技术、网

的自动控制和调节，火灾的自动报警和消除& 空气的自动去

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已开始大量在教学过程中得到应用，教

尘和更新等等。

师、学生、管理者的信息化应用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文档一体

（
$ ）配置、采用计算机、网络、信息等现代先进技术和设

化、办公自动化已初具规模。高校数字校园建设也在逐步推

施。档案所具有的原生、独特和无可替代等特性，档案管理系

进，数字图书馆正在分步实施。这一切为高校档案信息化建

统的超大信息量等特征，决定了其运行系统必须稳定可靠和

设营造了良好氛围。与此同时，目前，全国已有大约 0"" 所高

具有可扩展性。所以必须配置以高性能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给

校设立了计算机专业，在高校信息化领域学习的人数已达到

予保障。这些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基于网络之上的计算机、档

近 0" 万人。教育部还批准了一批高校举办示范性软件学

案管理软件及与之相配套的打印机、扫描仪、光盘刻录机、交

院。有些高校在信息领域还建立了国家重点实验室 。这些

换机等一系列硬件设备。这些皆是实现档案管理信息化和办

无不为档案管理软件的开发和应用、档案信息化建设等提供

公自动化的必要和前提条件。其中，硬件方面，需要各高校给

了技术和人力上的保障。综上所述，相对其它领域，高校档案

予财力上的支持，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并要紧跟时代步伐，随

管理现代化建设拥有良好的运行环境。

着技术的日益进步而不断升级和更新。至于网络和软件，清

1! 2

二、新时期档案管理现代化的内涵

华、北大、南大等知名学府档案网站、数据库、管理软件的建

档案管理现代化是一个历史概念。笔者认为新时期，档

立和开发，均为大家建立网上档案馆、实行网络化、信息化服

案管理现代化的内涵和主要标志应为：档案载体管理的自动

务做出了表率，创设了良好开端。另外，国家档案局和各省、

化和科学化，档案信息管理、利用的信息化和社会化。具体体

市档案系统皆在致力于这方面的组织和研究。目前，各种类

现为：现代化的技术和设备；自动化、信息化的管理模式和方

型档案管理软件已相继开发和推广，各种档案网站也相继建

法；社会化、网络化的服务方式；与时俱进的档案队伍。其中，

立。其中由南京大学根据原国家教委颁布的 《高校档案实体

现代化的技术和设备是基础，自动化、信息化的管理是手段，

分类法和档案工作规范 》开发的 《档案全文自动著录与网络

社会化、信息化的服务是目标，与时俱进的档案队伍是保

管理系统 》，在部分高校已经试行多年，效果良好。笔者认为

证。有人形象地比喻：档案现代化建设是一项运输工程，硬

高校档案部门应该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高校自身相对于其

件、软件是 “车 ”，网络是 “路 ”，信息是 “货 ”，队伍是 “驾驶

它档案领域所具有的较大优势，极力发挥教育网、高校校园

员 ”。笔者认为要想完成任务，几者缺一不可，其中，“车 ”和

网的平台作用，大力吸引和运用校内计算机、信息等专业、学

“路 ”是条件，由大环境所造就；“驾驶员 ”是保证，需要外来的

科的技术、人才力量。一方面，依托校园网、教育网，快速开通

培训和自身的钻研；而 “货 ”是目标，只能靠广大档案工作者

档案网页并与各网站相联，为建立起真正的网上档案馆铺好

充分利用各种技术和力量去筹备、开发。显然，新时期档案现

路；另一方面，根据上级要求，结合自身档案工作实际自行开

·!"#·

发或择优选购实用且具有通用、扩展性的档案管理软件。
$% 加速档案信息化建设

校档案、档案工作的功能、作用社会化的过程，是高校档案工

这是指档案管理模式从以面

作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方向之所在。所以广大高校档案工作者

向档案实体保管为重点，向以档案实体数字化信息这种主要

应将其提升到一定的战略和历史高度来积极探索、努力完

形式向社会提供服务为重心的转变过程。其最终目标在于，

成。

一是实现档案信息接收、传递、存储和提供利用的一体化；二

（
! ）强化服务意识，拓展服务领域。改变过去 “重管轻

是实现档案信息高度共享。而数字化、网络化建设是实现这

用 ”、“重量轻质 ”的陈旧观念，冲出只为学校内部党政管理、

一目标的关键和必由之路。

教学、科研服务的思维定式，打破 “看摊守点 ”、“等客上门 ”的

（
! ）档案数字化建设。档案全文数字化，是实现档案全文

被动局面。树立在服务中拓展生存、发展空间的战略思想，强

信息管理的基础和前提，是档案数字化建设的最终目标，是

化全员档案服务意识，坚持高等教育事业延伸到哪，高校档

实现档案信息化、网络化、社会化管理的关键之所在。据调

案信息服务到哪的原则。

查，迄今为止，全国各大高校除了一些知名学府率先实现了

（
$ ）提高服务水平，注重服务效果。这是建立在档案信息

部分档案全文信息管理以外，大多高校馆藏档案的数字化还

化的基础上且与之协调发展的。在建立丰富、完善的档案资

只停留在案卷级、文件级目录上，有的甚至还是一片空白。可

源库，畅通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基础上，主动出击，找准与社会

见，档案数字化建设任务之艰巨。这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

的接合点，在纷纭复杂的档案中，找出当前社会最迫切需要

已有馆藏各种档案资料的数字化工作，二是办公自动化条件

的信息，进行各种加工，凭借计算机、网络等先进技术多途

下新产生的电子档案的接收与管理工作。前者量大而目前又

径、多渠道、多形式地为广大利用者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

无什么捷径，后者方便但技术、设备、系统性要求又较高。所

如：推广新的诸如咨询、宣传、报道、定题等服务项目；利用电

以笔者认为档案数字化建设是新时期各高校档案工作的核

话、邮寄、传真等多种异地服务形式；探索与相关部门合作主

心和主攻对象，它需要大量的工作和时间。目前基础设施具

动开发档案信息的路子；尤其是大力开辟网上档案服务项

备的各高校，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多途径、多渠

目，尽快实现各级档案目录和非密级性的文本信息、超文本

道，有组织、有步骤地运行。

信息全天候地网上自动查询。

一是对原有馆藏档案的数字化。在对馆藏档案资源进行

’% 加快档案队伍建设

人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是保证

分级鉴定、有序整理的基础上，通过手工录入、直接扫描、缩

档案现代化建设持续发展的关键。技术再先进，要靠人去掌

微胶片转换等手段，有计划地分期分批把纸质档案、胶片、照

握和运用。无可讳言，现有的高校档案队伍大多知识结构单

片档案数字化，使这些信息合并到现有档案资源数据库中。

一，计算机等新兴技术力量薄弱，知识技术更新缓慢，高学

这是一个长期和循序渐进的过程，其核心是 “挖掉 ”纸质档案

率、复合型人才严重不足，显然已愈来愈不能适应技术含量、

这座大山。

责任风险等不断增大的档案工作。所以，新时期，高校档案工

二是实现档案进馆前的数字化。一方面依托校园网，进

作在抓业务的同时，亦要坚持以人为本，把工作的重点放在

行文档一体化建设，实现校内文件材料网上传递、存储、立

自身力量的充实、整合、提高上，造就与时俱进的档案队伍。

卷、归档、查询等功能，即校园网上直接接收电子文件。另一

而这关键在于高校领导要适应新形势，转变将档案部门做为

方面收集和接收其他各种形式的电子文件及其生成环境，然

安置、分流人员场所的陈旧观念，把档案人员的培训提高、纳

后转换、集成到本校统一的档案数据库中。随着高校办公自

入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的整体规划，建立良性的队伍吐旧纳新

动化，教学、科研等计算机化的不断深入，电子文件和档案会

机制。而当务之急是要加强计算机、信息、网络等知识和技术

愈来愈成为高校馆藏档案的主体。以上两条也会成为其接收

的培训，注重电子档案接收、保管等方法和技术的学习，以应

档案和档案数字化的有效且不可或缺的途径。

对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对档案工作提出的挑战。

（
$ ）档案网络化建设。网络是档案信息传输、交换和资源

总之，实现现代化的档案管理是高校档案工作的最终目

共享的必要手段。只有建设先进的档案信息网络，才能充分

标。但这是一个长期、系统、艰巨的工程，除了高校自身的重

发挥档案信息化的整体效益。网络如何建设，前面已作陈述，

视和努力，还需要国家和高校档案主管部门的宏观调控、信

在网络条件具备的高校，其档案网络化建设关键在于制作各

息部门的大力关注和支持，并与社会各领域的发展息息相

种接口，在自己的网站、网页上推出各种数字化的档案资源

关。高校档案工作者作为 $! 世纪重要信息资源的管理者，既

库，实现档案信息的网上接收、管理和传输。即充分利用档案

不能被动地坐观时势，亦不能一蹴而就，而要循序渐进，分步

网页、校园网及相关网络，一方面依托其扩大视野，丰富信息

实施。

资源；另一方面借其突破封闭的管理模式，把应当开放的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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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及时提供给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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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高校档案管理

部门在保证学校整体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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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范围地向社会各方面提供档案信息服务。这是高校档案管

( $ ) 杨公之 % 档案信息化建设导论 ( . ) % 中国档案出版社，

理主动适应市场经济，积极应答社会各界共享档案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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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之举措，是把高校档案工作融入社会、服务社会，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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