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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于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文搜索和信息安全专利技术，为用户打造方便、实用、

安全的云档案管理系统；特有的多语种及密文全文搜索和安全存储技术，真正地实

现了可加密的搜索机制，保证云端信息安全。 

NewaSoft 云档案管理系统，能有效提升工作效率，打造高效、高可用的 IT 架

构，为文档和档案的管理提供强有力支撑。 

档案自动著录是特色服务之一，系统根据档案类型结合文件命名规则，实现档

案文件和案卷级的著录，特别适合资料整理归档，省时省力。 

系统著录管理，实现档案（支持同一档案不同类型）的导出和导入服务，提供

纸质档案所需要的案卷目录、文件目录（卷内目录）、封面、背脊和备考表的制作

和打印服务，文件和著录项的比对服务，保证归档的正确，所有一切无需人工干预。 

系统还提供即时通信工具，该服务不依赖任何第三方的服务，可以满足内部或

者外部交流的需求；结合系统分享和协作功能，实现文件和目录的交流分享，可以

定制信息安全和离线消息存储等服务。 

编研工具，结合智能剪贴板技术实现系统内资源可编研，通过“协作”可以实

现共同编研。 

系统诞生之初主要用于工程资料收集，档案的整理工作；之后逐渐形成从资料

收集、到档案管理以及利用的一整套系统。 

我们初衷是全方位满足您对文档和档案管理方面的要求。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

有好的建议，请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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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NewaSoft 云档案介绍 

基于私有云技术，简单、高效、安全智能，主要特色： 

1、简单的用户管理模式。采用基础文档和档案文档，两类型的目录来界定用户

的权限，基础文档便于资料的在线收集；档案文档用于档案的管理。适合不同的单

位和个体之间的文件收集和档案的管理工作，用户有权授权其管理的目录给其它人

员，也可以取消其管理目录的用户授权。 

2、高效智能的立档、著录管理。通过读取《档案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规定》

表，自动转换为系统可以理解的档案类型，结合自动著录工具实现档案的案卷和文

件级的著录；通过著录管理实现文件和著录项的比对，以及纸质档案所需的文件的

自动生成。 

3、全能的编研工具。系统的文档均可以作为素材，无论是多媒体还是文本文件，

以及著录管理生成的图表，通过智能剪切板技术链接在一起，可以真正体会超链接。 

4、便捷的即时通信。所有的资源均可以通过系统分享，安全聊天。 

5、全文搜索服务。全新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语义树全文索引、密文全文

索引技术，基于路径散列的消息摘要，一种分离编解码的方法。 

1.1. 主要功能 

 

图 1 云档案系统架构 

基于云端的档案管理系统，主要功能包括: 

(1) 文档管理：基于云端的文件管理系统，主要包括文件上传、文件下载和文件浏

览，支持常规的文件操作（拷贝、移动、剪切和删除等，支持目录的创建、修改

和删除），支持文件安全存储。                                                                                                                   

(2) 用户管理：树形结构的用户管理模式，用户和目录绑定。 

(3) 文件搜索：支持文件名称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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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文搜索：支持文件名、文件描述和部分文档内容的全文搜索，支持密文搜索。  

(5) 档案管理：案卷和文件著录，机器自动和人工著录结合。 

(6) 档案编研：支持档案的在线编研，存储，可以导出为 word 格式的文件。 

 

云档案辅助支撑系统包括： 

(1) 常用文档格式转换； 

(2) 文件压缩和解压工具； 

(3) 即时通信系统。 

1.2. 运行环境 

Windows 和 linux64 位操作系统，数据库采用 MongoDB。 

系统 web 服务和 IM 服务均为自主研发的系统。 

移动端支持 andriod 系统。 

系统全文检索和密文检索服务系自主研发，算法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3. 技术特点 

 
图 2 云档案技术特点 

1.4. 全文和密文搜索 

 基于语义树的索引方法和系统，自主的专利算法 
 一种密文全文搜索系统，自主的专利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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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多语种和密文全文搜索 

 

图 4 多语种和密文全文搜索特点 

1.5. 安全算法 

Sm3：消息摘要算法 
Sha256：消息摘要算法 
AES256：加密算法 
FLcode：加密算法，自主专利算法 
Zy6：消息摘要算法，自主专利算法 

1.6. 商标 

Newasoft 为上海泥娃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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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安装 

NewaSoft 云档案管理系统主要支持 Windows 和 Linux 的 64 位操作系统，安装

包为压缩文件包，包含执行文件、web 页面和脚本。 

APP 支持 Andriod。 

2.1. 安装系统 

步骤如下： 

a) Windows 安装。 
i. 展开文件。 

ii. 编写 config.xml 脚本。 

iii. 安装数据库或者配置数据库 mongodb。 

iv. 注册服务。启动管理员 cmd，运行 nws/install 即可。具体

参数如下： 

/install 注册服务 

/s       注册服务名称 

/remove  注销服务 

/cmd     直接命令行启动 

示例： 

注册服务名称为 sea 的命令如下：nws/install /s sea  

注册服务名称为 nws 的命令如下：nws/install   

注销服务名称为 sea 的命令如下：nws/remove /s sea  

 

b) Linux 安装。 
i. 展开文件。 

ii. 编写 config.xml 脚本。 

iii. 安装数据库或者配置数据库 mongodb。 

iv. 在启动中增加 nws 即可。 

2.2. 配置脚本编写 

配置脚本为 config.xml，，主要配置 web 服务、数据库接口、内核配置的

文件名称。 

config.xml 示例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main> 

  <!--zy6 init table--> 

  <zy6_init_table> 

    63, 0, 34, 17, 58, 23, 16, 2, 59, 55, 56, 7, 47, 61, 8, 4,3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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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3, 37, 41, 1, 32,39, 57, 33, 30, 18, 45, 14, 28,15, 60, 5, 40, 43, 

53, 10, 20,49, 35, 62, 31, 6, 24, 22, 26,46, 29, 36, 9, 11, 52, 44, 13, 

27, 54, 19, 50, 51, 12, 42, 21 

  </zy6_init_table> 

  <hash_style>zy6</hash_style> 

  <!--web 服务配置--> 

  <web> 

    <!--web 服务线程池大小--> 

    <pool>2000</pool> 

    <!--web 服务目录--> 

    <path>./page</path> 

    <!--CORS--> 

    <CORS>*</CORS> 

    <!--web 服务绑定 IP 地址--> 

    <ipaddr>::</ipaddr> 

    <!--web 服务绑定 TCP 端口--> 

    <port>8011</port> 

    <!--超时设置--> 

    <timeout>50000</timeout> 

    <maxtree>1000</maxtree> 

     <sessiontimeout>36000</sessiontimeout> 

<!—文档转换执行程序--> 

<soffice>C:/Program Files/LibreOffice/program</soffice> 

  </web> 

<!—数据库配置：连接串--> 

  <mongodb> 

<connstr>mongodb://user:pwd@127.0.0.1:28012/?connectTimeoutMS=300000

&maxPoolSize=1000&minPoolSize=2&wtimeoutMS=50000</connstr> 

  </mongodb> 

  <!—全文搜索内核配置 core 配置文件名称--> 

  <core> 

    <name>core.xml</name> 

  </core> 

  <nwtextindex> 

<!—文档相对目录：基础文档，专属文档，导出文档，档案文档--> 

    <rootdir>/rootdir</rootdir> 

    <privatedir>/private</privatedir> 

    <exportdir>/export</exportdir> 

    <archivesdir>/archives</archivesdir> 

    <db>nwdb</db> 

<!—文档在线填写配置--> 

<limsdb>lims</limsdb> 

<!—文档在线填写配置：列表--> 

    <limsconfig>/rootdir/lims/FILE__LIMS.txt</lims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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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搜索内核：依次为文件系统，档案文档，密文搜索--> 

    <public>nwfile</public> 

    <archives>archives</archives> 

    <security>sec</security> 

</nwtextindex> 

<archives> 

  <config>archives.json</config> 

</archives> 

</main> 

 

云文档档案配置文件，主要配置:档案名称、全宗号、档案类别、档案的案卷著

录和文件著录项,设置见 archives.json。 

系统支持 IPV6，IPADDR 设置为::，默认侦听所有的 IP 地址（ipv4 和 ipv6）。 

zy6_init_table 为路径散列的初始路径（hash_style 选择为 zy6）。 

hash_style 还可以为 sm3 或者 sha256。 

Maxtree 搜索语义树最大的分支数目。 

2.3. 服务启动 

首先启动数据库，确保配置文件中数据库的账号密码能够管理数据库，然后启

动服务即可。 

2.3.1. Windows 环境 mongodb 

注册为服务，目录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cd f:\newasoft\db\bin 

.\mongod.exe --port 28012 --noauth --nojournal --

storageEngine wiredTiger --

wiredTigerCollectionBlockCompressor zlib --

wiredTigerJournalCompressor zlib --dbpath f:\newasoft\db\data\ --

logpath f:\newasoft\db\log\mongodb.log --install 

2.3.2. linux 环境 mongodb 

centos 采用 yum 安装，ubuntu 采用 aptget 安装。 

直接下载： 

1.下载安装包（下载地址为示例，根据实际情况有变化） 

wget http://fastdl.mongodb.org/linux/mongodb-linux-i686-1.8.2.tgz 

下载完成后解压缩压缩包 

tar zxf mongodb-linux-i686-1.8.2.tgz 
  

2. 安装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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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mongodb 移动到/usr/local/server/mongdb 文件夹 

mv mongodb-linux-i686-1.8.2 /usr/local/mongodb 

  

创建数据库文件夹与日志文件 

mkdir /usr/local/mongodb/data 

touch /usr/local/mongodb/logs 

  

3. 设置开机自启动 

将 mongodb 启动项目追加入 rc.local 保证 mongodb 在服务器开机时启动  

echo"/usr/local/server/mongodb/bin/mongod--

dbpath=/usr/local/server/mongodb/data –

logpath=/usr/local/server/mongodb/logs–logappend--auth–port=27017" >> 

/etc/rc.local 

  

4. 启动 mongodb 

cd 到 mongodb 目录下的 bin 文件夹启动 mongodb 

//下面这个是需要权限的登录方式, 用户连接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usr/local/server/mongodb/bin/mongod--

dbpath=/usr/local/server/mongodb/data--

logpath=/usr/local/server/mongodb/logs--logappend--auth--port= 

27017--fork 

 

//这个是不需要密码的 

/usr/local/server/mongodb/bin/mongod--

dbpath=/usr/local/server/mongodb/data--

logpath=/usr/local/server/mongodb/logs--logappend--port=27017 –f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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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PC 电脑使用 

本章节讲解 PC 电脑上使用本系统，系统采用 B/S 的模式提供服务，IM 采用

websocket 服务提供。 

3.1. 系统登录 

本机访问地址 http://127.0.0.1/pc/，页面如下: 

 

图 5 登录界面 

系统初始密码的设置工作：首次登录输入用户名称即可，同时该名称也是下一

次正式登录的密码，登录成功后注意修改密码。 
登录时需要输入两个密码：一个是登录密码，另一个是本地密码；“本地密码”

用于加密本地的存储信息，该信息加密后存放到服务器，该加密信息包传输密码以

及其他为了安全而需要本地使用的信息。 

3.2. 系统界面 

登录成功后，左侧为目录管理，右侧为文件列表和其他（用户列表，全文搜索，

著录管理和即时通信）页面显示： 

 
图 6 系统主界面 



NewaSoft 云档案管理系统 2.0 

 

9

9

3.3.  用户管理 

 
图 7 用户管理 

1、登录密码修改： 

A)、输入原密码，初始化使用首次登录用户名作为初始密码。 

B)、两次输入新的密码。 

C)、点击“提交”，修改成功。 

 

 

图 8 登录密码修改 

2、本地密码修改： 

本地密码主要用于在本地安全保存用户的信息，并备份到服务器。本地密钥

的遗失，会影响用户使用本系统服务，无法恢复。遗失本地密钥，只有重新

账户，原有的加密信息将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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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本地密码修改 

3、传输密码修改： 

传输密码主要用于和服务器安全通信，仅仅设置即可，该密钥通过本地密钥

加密保存。 

 

图 10 传输密码修改 

用户管理是通过授权对用户访问目录文件夹实现的，用户可以享有三类目录文

件夹的访问和控制权限，可以为基础文档，档案文档，专属文档的组合。 
用户管理采用金字塔型结构，每个用户都是管理员，上级具有对下级的管理权

限。 
注意：用户本地密码遗失，需要重建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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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用户列表 

 

 
图 12 授权用户 

首先打开右侧的选项卡，点击目录，属性栏显示，输入用户名和授权码，点击

“更新”功能键即可。 
授权码仅需一次输入，授权另外不同类型目录时，无需输入。 

可以变更授权用户的目录，授权码仅对新增用户有效。 

取消授权和删除用户等同。 

如需要临时授权目录给其他用户，可以通过分享和协作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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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删除用户 

点击“删除”，则该用户删除。 
可以取消该目录用户授权。 

 
图 14 取消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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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目录管理 

 

图 15 文件夹管理 

【功能菜单】 

a) “新增”：新增目录。 

b) “授权”：把选取目录授权给用户使用，且为该用户的根目录，档案文档

和基础文档分别授权。 

c) “立档”：选择档案目录的文件，点击菜单初始化档案目录。 

d) “编研”：选定编研文件存放的目录。 

e) “修改”：修改选取目录名称。 

f) “删除”：删除选取目录，该目录中所有文件将删除，不可恢复，删除时      

需要确认。 

g) “自动著录”：用于档案文档，选定目录点击该菜单，调用自动著录模块； 

h) “著录”，档案案卷和文件著录，设置案卷和文件的著录项，案卷在系统

中对应目录，案卷下可以设置子案卷和文件。 

i) “增加序号”：为档案文件自动分配序号； 

j) “删除序号”：删除已经分配的序号； 

k) “著录删除”：删除已经著录的案卷记录； 

l) “导出目录”，选定文件夹，导出该目录下的文件和目录列表。 

m) “导出数据”，选定文件夹，导出该目录下案卷和文件的著录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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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编辑目录名称 

参考本单位的组织架构，按自身的实际需求，设置目录分级管理结构。 

3.5. 文件上传 

文档分为四个类别：基础文档、档案文档、导出文档和专属文档，分别对应不

同的目录。 
基础文档主要用于文件的收集；档案文档主要存储经过鉴别审定，确定需要归

档的文档；专属文档用于存储个人的文档，该目录仅对用户自己开放；导出文档主

要存储系统的导出文件。 
文件上传至某个“目录”中保存。先点击选取上传文件将存储的“目录”，后

点击文件列表 “上传”功能键，选取要上传的文件，点击“打开”即可。 

 

图 17 选择存放上传文件的目录 

文件上传支持拖曳上传，支持多文件、大文件上传。 
点击“上传文件”，选择需要上传的文件即可，支持“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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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选择上传的文档 

上传采用异步模式，支持多个目录同时上传。上传完成，关闭上传对话框，系统

会自动刷新文件目录和文件列表。 

3.6. 文档管理 

 
图 19 文档管理 

 “多选”按钮：位于列顶端，选中则进行多文档和文件夹的选择。 
 “全选”按钮：位于列顶端，选中则选择所有文档。 
 “跨文件夹”按钮：位于列顶端，选中可以在不同的文件夹中选择文件进行操

作，再次点击清除选择项。 
 “返回”，回到上一级目录。 
 “上传”，启动文件上传模块。 
 “搜索”，在搜索左侧的输入框输入要查找的文字，回车或者点击“搜索”即可

实现文件的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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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文件列表右键菜单 

 右键菜单： 
 “打开”，打开文件或者文件夹，浏览。 
 “拷贝”，选择选中的文件夹，准备拷贝。 
 “打包”，选中的文件压缩，结果存放在选定目录点击“粘贴”的目录内。 
 “展开”，选中的文件压缩，结果解压存放到点击“粘贴”的选定目录内。 
 “编研”，把选中的文件送到编研系统，图片和视频直接显示在页面，其他

文件以超级链接的显示呈现。 
 “粘贴”，为“拷贝”和“剪切”准备目的文件夹，提交服务器执行。 
 “重命名”，给文件或者文件夹重新命名。 
 “剪切”，剪切选中的项目，“粘贴”成功后，选中的项目将会删除。 
 “删除”，删除选中的项目。 
 “协作”，通过文件系统的特性实现文件的协作，在选定的写作人的目录建

立对应的协作项目，并通过内部即时通信的模块告知。 
 “分享”，分享文件和文件夹给伙伴，并通过内部即时通信的模块告知。 
 “转换”，常用的办公文档格式转换。 
 “属性”，文件夹的属性提供该目录给系统的其他用户，文件的属性是为文

件提供文字描述。 
 “著录”，提供文件的著录，用于自动著录后的著录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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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文件浏览 

根据文件的不同类型，系统会选择不同的打开方式。依次支持图片、音乐、视

频、pdf 和文本格式文档的在线预览，其它格式的文档则需要下载后查看。 

文件浏览支持常用的文件格式：pdf，MP3，MP4，jpg，png 和文本格式等，

系统所有的文件链接均支持浏览。 

双击文档，或者选择“打开”菜单，即可实现。 

 

图 21 图片浏览 

Pdf 文件浏览，可以同时打开多个文件。 

 

图 22 打开 pdf 文档 

 MP3 文件的浏览和播放器，点击 mp3 文件，系统会分析文件列表中的文件，吧

所有 mp3 的文件组成播放列表，提供给 mp3 文件播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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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打开音乐文档 

 打开 MP4 文件系统会出现播放的对话窗口，点击播放即可。 

 

图 24 打开视频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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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文件搜索 

系统支持文件名称的搜索，选择目录后，即可输入查询条件进行文件搜索，搜

索分页显示，匹配搜索中的文字，界面如下： 

 
图 25 搜索文件 

可以对搜索的结果进行操作，包括拷贝、著录，分享等。 
文件的搜索用于归档很方便，可以直接从不同的地方拷贝文件到同一目录。 

3.9. 档案管理 

档案的管理从整理编制立档文件开始，系统通过智能分析文件表格，实现立档

类型的规范。 
系统立档一次性建立立档的目录，需要分卷的需人工自行调整。 
目录下的案卷的属性由立档文件定义，文件级别和案卷级别的著录均遵循立档

规范。 
档案文件的归档先进行基础文档归集，然后通过拷贝的形式，拷贝到归档的目

录。也可以通过文件搜索功能，做到同类文档的一次性归档，然后全选，拷贝到对

应的档案目录，即“拷贝”，然后选择档案目录“粘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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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选择文档 

 “文件列表”快捷键操作： 

 “shift”，多选和单选切换； 

 “del”，删除； 

 “return”,打开文件； 

 光标上下键，选择文件，如果多页，支持翻页。 

 

图 27 搜索文档 

拷贝到档案目录后，需要组卷，文件页数多需要分卷处理。组卷的文件若需要

增加序号，序号可以手工修改，也可以通过删除序号，再建序号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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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增加序号 

3.10. 档案立档 

建立档案目录的管理：在档案目录中选定目录后，选定档案类型即可实现档案

目录的自动建立。 

 

图 29 初始化档案目录 

“档案”：选择档案类型； 

“名称长度”：由于操作系统文件管理的限制，有时可能需要设置文件名称长

度，这里指的是目录文件名称的长度，来源于立档文件；为-1 表示不处理长度。 

“档案全宗”：项目档号。 

“工程名称”：档案项目名称。 

点击“确定”：系统开始自动建立档案目录。 

档案立档类型的管理：自动分析档案分类方案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系统提

共编研的工具，可以直接粘贴相关的表格到该系统，然后保存为 tbl 格式即可，也可

采用 doc 格式转换为 html 格式，更名为 htt 编辑后保存为 tbl 格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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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立档类型管理系统 

功能定义： 

“删除”，删除选择项对应档案类型，从配置表中删除，并不会删除对应的 json 格式的文件； 

“增加”，增加立档类型，需要填写“档案类型”和“对应文件”； 

“转换并保存”，自动分析表格，填写立档类型文件，文件格式为 json。 

立档类型为整个档案管理中的核心文件，著录信息的标准来源于此。 

3.11. 档案著录 

档案著录分为案卷著录和文件著录，不同类型的档案对于著录项要求不同，系

统支持著录项的自定义工作，定义好后著录时系统会自动调整著录的界面。 
档案的著录先文件著录，然后进行案卷的著录，案卷在系统中以目录的形式出

现。 

 
图 31 案卷著录 

在右上角选择“档案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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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案卷著录-档案类别选择 

自动著录：通过语义分析，结合立档类型，自动读取档案文件，计算文件页数；

按文件序号先文件级著录，后案卷级著录，之后通过导出著录项和文件列表进行著

录管理。 
点击档案目录，选择目录右键菜单“自动著录”即可，可以选择整体，也可以选

择部分。 

 
图 33 自动著录 

档案通过上传或者直接从基础文档归集，档案著录需要对系统进行配置，设定

档案类别，著录项内容，设定著录项默认值，配置文件为 archives.json。 
还需要给档案系统分配目录，按档案组卷的档号来设置档案目录。 
例如“北闸除险加固”工程项目档案目录设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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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档案目录设置 

档案归档到指定目录后，还需给文件设置序列号，在原来的名称前增加中括号

包括数字，例如：[01]***.pdf。 

 

图 35 点击增加序号 

序号编制原则，按文件名称排序，建议文件命名采用日期、文号或者单位等，结

合实际要求组织文件名称，注意和实体档案的对应关系。序号增加的好处： 
1、方便著录，可以对文件按序号顺序著录，不至于有缺漏； 
2、便于基础文档归档后，纸质文档的复制排序； 
3、档案电子文档和纸质文档的比对。 
文件调整后，需要删除序号，再建序号。 
档案管理重要的是档案著录，档案的著录分为案卷著录和文件著录，案卷的构

成要满足档案管理的规则，档案基本单位为件，可以理解为文件，一系列相关的文

件组成案卷。 
点击“著录”，如果选定的是目录项，则需进行案卷的著录，右上角可以选择著

录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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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案卷著录 

点击“著录”，如果选定的是文件项，则需进行文件的著录，右上角可以选择著

录的类别。 

 

图 37 文件著录 

填写正确后，点击“确定”即可保存。如果需要修改著录项，点击“著录”，即

可修改。案卷的著录系统会根据所在的目录，分配档号的前缀，后面还需补充案卷

序号，主要案卷序号需要连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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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案卷著录 

文件著录建议在自动著录之后进行补充著录，补充著录时还需要查看档案文件，

查看文号，责任者，文档日期，主题词等。文件的著录需要保证同一案卷的文件序

号按自然数序列排列，不能中断，页码需要连贯，其目的是记录和计算文档的起始

页号。 

 
图 39 查档档案并著录 

3.12. 列表和著录导出 

选择档案文档中的目录，点击“导出目录”，即可实现该文件夹文件目录和文件

列表的导出，导出的文件存放在导出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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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档案文件列表导出 

选择档案文档中的目录，点击“导出数据”，即可实现该文件夹中案卷著录和文

件著录的数据库记录导出。 

 

图 41 导出著录数据 

 

图 42 导出文件所在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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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文件，或者选择“打开”，导出结果如下： 

 
图 43 著录管理 

3.13. 档案著录管理 

主要管理档案著录的数据，显示著录内容，打印著录报告，生成 doc 格式报告。 

修改著录内容，自动检测整理档案著录数据，包括：给有文件的案卷分配档号，

著录内容，检测档号的一致性等。 

档案著录数据的导入，可以接受符合系统格式的数据和档案文档的导入，选择

本地文件，打开后，点击“导入”即可实现数据的导入，选择“索引”即可生成著

录数据的全文索引工作。 

 

图 44 档案著录管理 

打开导出的文件即可进入著录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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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录操作】 

“编辑”或“删除”，点击序号，即可编辑或者删除该著录项； 

“本地文件”，选择本地文件，用于著录数据的恢复； 

“著录导入”，选择的文件导入到著录数据； 

“全宗待定”，档案号前置部分空； 

 

【全文索引】 

“全文索引”，为著录的数据建立全文索引； 

 

【档案元素制作】 

“案卷目录”，生成案卷目录； 

“卷内目录”，生成卷内目录； 

“全宗”，生成全宗目录； 

“备考表”，生成案卷内档案文件的备考表； 

“案卷封面”，生成案卷封面； 

“案卷背脊”，生成案卷背脊； 

“归档文件”，显示导出目录中文件情况； 

“打印”，打印输出； 

“生成文档”，生成 word 格式的文档； 

 

【文件和档案著录对比】 

“文件著录对比”，比较文件和著录项的一致性，著录标注“已著”或者“未著”，

文件表示“存在”或“不存在”； 

“差异”，显示比较不一致的结果。 “一键清除”，清除多余的著录项； 

“编研”：生成的内容通过智能剪切，ctrl+v 粘贴到编研的文档； 

 

【导出相关菜单】根据立档文件的要求导出电子文件和档案著录项。 

“所有文档”，所有导出目录内的文件和著录项； 

“项目法人”，“运行管理单位”，“流域机构档案馆”，按立档文件的定义设

立选项，选中后导出电子档案和著录项，并生成对应的纸质档案，导出的结果存放

在导出文档目录。 

“单一目录”：导出的文件存放单一的目录中，文件名称由档号和原有文件名

称组成，著录文件也同步修改。 

“导出”：选定档案接收单位后，点击“导出”，即可实现电子文档和著录数据

的导出，导出文件放在导出文档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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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导出 

“案卷目录”显示如下，注意点击“档号”可以实现案卷著录内容的修改。 

 
图 46 案卷目录 

“全宗”：显示整个案卷的目录结构。 

 

图 47 全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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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封面”，展示如下： 

 
图 48 档案封面 

点击“打印”，则可以打印档案封面。 

 
图 49 档案封面打印 

 

图 50 档案备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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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卷内目录 

3.14. 文本编辑工具编研 

采用富文本编辑技术，支持文件链接，多媒体文件的展示，编辑器所有的插件

均本地化。支持公式输入，支持自动本地保存文件比对（保存到服务器还需选择保

存按钮）。 

 
图 52 档案编研 

智能剪贴板技术： 

系统内剪贴板，选择的文件可以通过菜单上的编研导入到内部剪贴板，可以粘

贴到编研系统。 

注意： 

目录树菜单的编研：选择编研重新放置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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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列表的编研：选择文件参与编研，根据文件的类型生成相关适配，保存到

系统内部剪贴板，通过 ctrl+v 粘贴到编研系统。 

系统支持公式的编辑。 

系统提供手写签名。 

【功能菜单】 

“图片大小”，设置插入图片的宽度； 

“保存”，保存到服务器的文件名称； 

“编辑”或“完成”，编辑模式和完成模式，编辑模式可以编辑； 

“清除”，清除编辑的内容； 

“打印”，编辑结果打印； 

“文档”，生成 word 格式文档，并保存到本地； 

“全屏”，编辑页面全屏； 

“全屏”，管理系统全屏。 

文件在服务保存为 htt 格式，该文件可以在线打开。 

3.14.1. 打开编研工具 

在文件目录视图选择目录，右键菜单选择“编研”，即打开编研工具，该目录为

编研文件保存目录，支持打开多个文档同时编辑，支持多次粘贴。 

 
图 53 打开编研工具 

3.14.2. 选择文件参与编研 

所有的文件均可参与编研，不同的文件格式会对应不同的链接和展示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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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结果记载在剪贴板，然后可以通过 ctrl+v 粘贴到编研的文件中。 

 

图 54 选择文件参与编研 

 

图 55 选择文件 

3.14.3. 回到编研工具粘贴 

系统根据不同的文件类型，生成对应的粘贴的内容。 

保存到剪贴板的内容仅可在系统内部使用，可以进行多次粘贴。 

如果为 htt 格式的文件，即粘贴文件内容到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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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htt 和文本文件粘贴 

如果为视频则链接视频显示 

 
图 57 视频文件粘贴 

当然还可以链接著录管理的内容，文件列表，卷内目录等。 

 
图 58 著录管理中的表格 

3.14.4. 保存，打印和生成 doc 文档 

文件编辑好后需要保存到云端服务器。 

系统支持打印。 

系统支持生成 doc 文档。 

系统会自动保存在本机，如果没有保存到服务器，下次打开时系统会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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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文件修改提示 

从服务器打开文件系统会提示文件不一致。 

 

图 60 文件对比 

选择一项系统会打开相应的内容。 

 

图 61 加载选择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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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服务内嵌功能 

系统支持系统的站点内容的嵌入，下图为上海漫步项目。 

 
图 62 内嵌上海漫步服务 

 可以在本系统中构建新的站点页面，依托系统提供 web 服务。 

3.16. 页面刷新、关闭、系统锁定和会话超时 

点击左下侧的“锁定”按钮，出现锁定界面： 

 
图 63 系统锁定 

系统锁定后，不会影响消息的接收，接受的加密消息不会解密。 

解锁需要输入用户本地密码，解锁后可以通过点击加密消息进行消息解密处理。 

刷新屏幕，出现以下界面。如果选择重新加载则出现锁定页面。 

如果关闭页面，系统也会出现类似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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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页面刷新 

 长时间不使用，系统和服务器的会话会超时，这是需要重新登录系统。 

 
图 65 长时间不操作再次操作时系统会要求重新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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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即时通信 

即时通信服务和web服务采用单一端口服务的方式进行，支持多人模式的聊天。

主要用于系统内部交流，消息传递。由于采用不依赖第三方的服务，适合单位内网

部署，内部交流。 

即时通信系统除了文字信息以外，还支持系统的分享和协作时的信息传递，可

以分享文件和目录，对常用的格式也支持在线浏览。 

即时通信系统支持加密信息的传递，支持同一用户多个登录的消息传递。 

系统支持定制化的服务。 

 
图 66 即时通信服务 

 点击聊天界面左上角的按钮，进入联系人的管理模式，可以管理联系人，可以

选择多个联系人聊天，如果不选择则继续原有的聊天模式。 

 
图 67 联系人管理 

增加：增加联系人 
删除：移除联系人 
聊天：选择联系人，可以多选，然后聊天。 
文件和文件夹均可以通过分享给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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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通过 im 分享文件 

 

图 69 收到分享的消息 

 

图 70 查看分享的结果 

即时通信界面说明： 

左上角：联系人管理，如为灰色则和服务器联系中断； 

右上角：收到消息声音提示是否关闭， 

右下角：机密传送，如为灰色则不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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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全文搜索 

全文搜索采用语义树全文索引技术构建。 

注意：全文搜索的内核指的是：全文搜索数据的一个单元，建立和查询的基本

单位，在内核中建立全文索引，在内核中查询全文。 

 
图 71 全文搜索 

3.18.1. 初始化 

配置见 config.xml，配置实例： 
    <nwtextindex> 

    <rootdir>/rootdir</rootdir> 

    <privatedir>/private</privatedir> 

    <exportdir>/export</exportdir> 

    <archivesdir>/archives</archivesdir> 

    <db>nwdb</db> 

    <public>nwfile</public> 

    <archives>archives</archives> 

    <security>sec</security> 

</nwtextindex> 

档案管理系统需要配置两个内核，一个为档案著录所需的全文检索，一个为基

础文档的全文检索。 
全文搜索的服务可以和文档内容结合，根据用户不同的需求，可以定制，不同

的内核，文件全文索引的形式，是否需要密文全文的支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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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2. 内核配置 

访问页面 http://服务器 IP:服务端口/page/admin/，页面如下： 

 

图 72 全文搜索管理页面 

内核列表功能链接： 

“add”，增加内核 

“choice”，选择当前内核 

“edit”，编辑内核 

“del”,删除内核，不删除文件和数据，仅从内核列表中删除 

点击 add 或者列表中的”edit”,出现下面内核管理页面： 

功能链接： 

“常规设置”：设置内核的名称和数据库的名称，注意不要和原有的内核冲突。 

 
图 73 常规设置 

“空格分词”:根据需要设置，语句拆分为单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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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空格分词 

“索引设置”：设置需要全文索引的语言类别，如果为空则所有语言均参与全文索引，否则仅

索引给定的文字类别；“特定字符”，需要索引的文字。 

 
图 75 索引设置 

“断句设置”：设定文章句子的分解方式， 

“排除字符”：不予分句的符号； 

“特定字符”：特定用于分句的字符； 

“utf8 区块”：设置的区块分类，主要指的是标点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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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断句设置 

“初始化”：主要设定参与索引和存储的字段 

 “save”：存储字段，特定“all”，“noall”,指的是存储所有，均不存储； 

 “index”：索引字段，特定“all”，“noall”,指的是索引所有，均不索引； 

 

图 77 初始化存储和索引的字段定义 

“密文搜索”：决定建立索引或者查询时的方式，如果输入密码则为密文，该密码仅作用于用

户侧。 

密文索引建立： 

1、 索引字段加密； 

2、 存储字段加密； 

3、 索引字段的定义为原文字段后缀增加“_s”，索引和存储加密方式存在差异，索引保留分句

的模式，存储不保留，可以为其他加密的方式。 

密文查询： 

1、 查询条件加密； 

2、 查询结果前端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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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 密文搜索 

 

3.18.3. 数据导入 

可以通过标准的 API 导入，还可以通过界面导入。 

 

图 79 搜索管理界面菜单 

“内核列表”：显示系统的所有内核； 

“清除导入记录”：清除保存在浏览器端的导入数据记录； 

“新增记录”：按当前内核配置提供输入页面；如果输入内核的密文密码，则进行密文搜索处

理后提交给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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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0 新增记录 

  

 

图 81 输入界面输入框调整 

“选择文件”：系统支持 json 格式的文件导入，记录用换行表示的，即一行一条记录。系统分

多多线程导入，支持多个文件的同时导入，支持密文索引的建立。 

3.18.4. 全文搜索配置 

见“多语种和密文全文搜索使用手册”。 
基础文档的全文搜索选择“nwfile”,为系统默认；档案文档的全文搜索选择

“archv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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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全文搜索 

 
图 83 泥娃搜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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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搜索结果 

点击“原文链接”即可查看相关的文档和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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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5. 语义树搜索 

相对网址/page/nlpview.html，语义树搜索根据文字之间的关系编码绘制文字之间的

关系，以下图为例： 
“太阳系”的语义树，点击语义树可以查看对应的文档。 
系统提供语义树展示的 api： 
方法：find_children.action 
参数：{"core":"aq","query":"上海","style":1,"w":""}: 
结 果 ： {"w":"","core":"aq","query":" 上 海 ","style":1,"children":[{ "w":" 上 海

","QTime":"33.972","children": [{"w":" 上 海

","_id":"0c4eddc492c98f37d274ef50","a":1,"children":[{ "_id" : 
"97810f5fa2b8e2ac15ec7a68", "w" : " 属 " },{ "a" : true, "_id" : 
"e27e925181ccdea150ec7b25", "w" : "市" }… 

 
图 85“上海”语义树示例 

 
根据 id 查询文章 
方法：Search.action 
参数： 
{"core":"aq","query":"60d0dd25a5b16e10cee07dab","skip":0,"limit":10,"byid":1,"flag":0}: 

结果： 
{"result":[{ "query":"60d0dd25a5b16e10cee07dab","QTime":"0.000","numFound":1,"res
ult":[{ "title_s" : "在么是太阳糸，星糸关连是什么。", "content" : "", "answer" : "太阳

系（solar system）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恒星系统。由太阳、8 颗大行星（原先有九大

行星，因为冥王星被剔除为矮行星）、66 颗卫星（原有 67 颗，冥王星的卫星被剔

除 ） 以 及 无 数 的 小 行 星 、 彗 星 及 陨 星 组 成 的 。 ", "_id" : 
"d48b32defa68cf73dcf2c8c1" }]}],"tm":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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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语义树全文搜索 

3.18.6. 密文搜索 

密文搜索保证传输、计算和存储安全，加解密均在用户侧完成。信息经过加密

后送到服务器建立密文索引并保持到服务器，信息经过加密后提交服务查询，

查询的结果为密文，保证信息的安全。 

例：搜索“为什么质子和中子” 

查 询 ： {"core":"miwen","query":"AzHKA3 X28VV2 8yeJE2 BTaAB3 iO8VU2 

JmuHg2","skip":0,"limit":10,"byid":0,"flag":0} 

结果： 
{"result":[{ "query":"AzHKA3 X28VV2 8yeJE2 BTaAB3 iO8VU2 JmuHg2","w":"AzHKA3 X28VV2 8yeJE2 BTaAB3 iO8VU2 JmuHg2","QTime":"0.554","numFound":1,"result":[{ "content" : 

"Q02VU2 Gm+Cu2 DTaBa FLbCE3 KiGVe2 imKKf2 y3Uya as+DB2 ADHzD3 kyGV82 TG0VU2 0iKKb2 Cv9EC3 82VVq2 4ieK02 AzHGB3 W+9VW2 Weew22 aw3dw AHHKE3 RWpVg2 

ciKK62 E-qFB3 rWVVJ2 kGwVs2 0uKH02 BToBD3 qi8WD2 zC+xa2 B3rIC3 o+aWQ2 EmuHg2 Bb9zA3 USqVJ2 gmKHu2 FDpxA3 UGEVo2 LmeAc2 ATrzC3 nK8VW2 cC+xd2 C3owD3 

qi8VU2 AieKG2 CTWEA3 WiqVv2 Wu+Dy2 LPbzB3 Ke8VX2 IieKA2 AzHGA3 U28WR2 TqKD42 Cz8AA3 Wq8VU2 0ieKG2 B39zA3 ZSEVn2 bieKW2 NYycD3 qioVJ2 guuGW2 Fv9Jz3 0aE2a 

ALHzF3 7+oVJ2 gmKyr2 BTGFD3 qi8WD2 imKKC2 CTpFE3 LiXXY2 cm+HV2 DvaIC3 0uaVY2 。。。 

 设置密钥后系统显示： 

 

图 87 密文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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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7. 全文搜索、对话和语义分析 

系统提供多种形式的全文搜索服务，语义树索引技术带来全文搜索革命性的体

验模式，下面简单介绍三种模式的搜索（所有的方式均支持密文）。 

1. 全文搜索：查找用户输入语义的最佳匹配。 

2. 对话：实验功能，主要展示上下文的搜索，根据语句查找该语句的下文 

3. 语义分析：实验功能，分析语句的结构，进行分词。 

 

图 88 全文搜索 

1. 全文搜索“大漠孤烟直”，结果如下： 

 

图 89 全文搜索结果 

 支持关键词高亮显示，支持多页显示，所有搜索结果均可查阅。 
2. “对话”搜索： 

系统采用语句特征链式编码的方式实现语句的上下文关系的存储和索引，系统

上下文的搜索，同一语句的下文在一个框内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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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0 上下文搜索 

“语义分析”，搜索“内容主要是描写辋川别业附近的风景” 

 
图 91 语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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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移动终端和 APP  

4.1.  登录服务器 

服务器提供 pc 和 app0 的服务，服务目录与此对应，系统会自动根据设备来提

供对应的服务。 

 
图 92 移动端登录 

移动端登录需要输入用户名称和密码，除此之外还需要输入本地密码，本地密

码主要加密保存在本地的重要管理和配置信息。为了防止多终端的信息不一致，还

特别提供“从服务器更新加密信息”，用于获取保存到服务器的加密信息，然后结

合本地密码获取信息，用于系统的服务。 

 

图 93 右上角功能菜单 

首页：目录树； 

文件列表：文件； 

全文搜索：系统全文搜索 

联系人：即时通信的联系人 

聊天：即时通信 

音乐：音乐播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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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文件的预览，主要包括视频，pdf，djvu，txt 等，txt 支持字体管理，文件浏览位置的记录

（记录文件浏览的最后位置，下次打开时继续浏览，限于本机不清除缓存情况） 

扫一扫：手机 APP 使用，支持二维码和条形码的扫描识别。 

4.2. 目录管理 

登录成功后进入云文档目录管理界面。单击展开文件夹，同样双击打开目录。 

 
图 94 移动端界面-目录管理 

 

图 95 文件目录管理菜单 

右键菜单，移动终端通过长按进入，具体菜单为： 
 打开：打开该目录进入文件浏览模式； 
 授权：授权用户使用云文档的根目录； 
 新建：新建目录； 
 修改：修改目录名称。 
 删除：删除该目录。删除注意不可恢复。 
 著录：进行档案文件著录，目录对应为案卷著录，文件为文件著录。 
 导出。导出文件目录、档案著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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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 云文档管理菜单 

新建目录，输入目录名称即可。 

 
图 97 云文档目录管理-新建 

修改目录名称。 

 
图 98 云文档目录管理-修改 

删除目录。点击“删除”，系统会提示是否删除，选择“yes”则删除，选择

“no”则不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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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9 文件列表和菜单 

 

图 100 云文档目录管理-删除 

4.3. 文件管理 

提供文件列表。 

 
图 101 文件列表 



NewaSoft 云档案管理系统 2.0 

 

57

57

4.4. 文件上传和操作 

 
图 102 文件上传 

系统支持大文件和多个文件的同时上传，文件菜单包括: 
 打开：根据文件的类型，选择对应的打开或者下载的方式。 
 打包：压缩选择的文件，后续操作为粘贴，结果存放到粘贴选择的目录，服务器

后台操作； 
 展开：解压文件，后续操作为粘贴，结果存放到粘贴选择的目录，服务器后台操

作； 
 拷贝：选择文件源。 
 剪切：选择文件源，当粘贴成功时，从文件源删除该文件。 
 粘贴：选择目的地。 
 重命名：重命名文件或者文件夹。 
 属性：目录管理的属性为授权给用户，文件的属性是为文件增加描述内容，该

描述进入全文索引。文件中有二维码分享的功能，生成二维码。 
 搜索：提供文件的查找服务。 
 删除：删除文件或者文件夹。 
 分享：分享文件或者目录。 
 协作：多方编辑文件操作。 
 著录：档案著录。 
 预览：浏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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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 文档管理 

 

图 104 授权给用户作为文件目录 

 

图 105 给文件增加描述文字，可以是关键词也可以是大段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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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 打开 mp3 文件-音乐播放器 

 

图 107 打开 pdf 文档 

 
图 108 打开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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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9 打开视频 

4.5. 档案著录 

档案著录分为案卷著录和文件著录，系统有关著录的设置参见配置文件。系统

支持档案分类和分类档案的不同著录设置。 
档案著录设置分为目录（dir）和文件（file) 

{ 

      "name": "声像档案", 

       "dir": [...], 

      "file": [...] 

} 

具体示例： 
{ 

          "cn": "文件材料题注", 

          "name": "caption", 

          "style": "text", 

          "default": "" 

} 

在文件列表中选择文件，点击“著录”菜单： 

 

图 110 档案文件著录 

选择文件夹，点击“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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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档案案卷著录 

填写正确后点击“确定”，即可保存著录内容。需要修改点击该文件，会展示著

录内容，修改即可。 

4.6. 档案著录和文件列表导出 

点击“导出”菜单，选择导出的类别：文件目录和著录数据。 
 

 

图 112 数据导出 

点击“确定”即可，随后可以到“导出文档”查看导出的结果，“文件目录”导

出文件名称以“FILE_”开头，“著录数据”以“DB_”开头。 
导出文件格式的定义，导出内容的可选，可以前端定制。 
档案所需的案卷目录，全宗记录、电子文件列表数据均可以从中导出。 

4.7. 用户管理 

点击“授权”菜单。 
用户管理一般采用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可以参照单位的组织架构来

设置。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合理的分配自己的文件目录，授权给需要参与的人，之后还

可以移除该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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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用户管理 

用户授权，目录和用户名不能为空，授权码为用户登录的密码。授权码不为空，则

不修改密码。 
如果选中“取消授权”则删除该用户。 

 
图 114 授权 

 
图 115 用户列表 

双击列表的条目，则会出现授权的窗口，可以修改该目录授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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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 删除用户 

用户管理菜单： 
 删除：删除用户。出现下面提示功能框 

4.8. 用户密码管理 

点击“密码”，出现“ ” 

 
图 117 密码管理 

 

图 118 修改本地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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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9 修改登录密码 

 

图 120 用户授权 

 

 

图 121 修改或者设置传输密码 

4.9. 即时通信 

系统提供即时通信服务，可以在网页和 app 之间通信，主要用于系统内成员的通信服务，可以

通过该服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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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多人聊天，支持安全聊天。 

 
图 122 即时通信 

底下为消息输入框，回车即发送，底部右侧按钮为安全通信按钮，上部右侧为“提示音”管理，

上部左侧为联系人管理。 

 

图 123 联系人管理 

“增加”：增加联系人； 

“删除”：删除联系人； 

“聊天”，选中联系人，可以多选后进入聊天模式； 

系统的分享和协作可以通过即时通信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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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 文件分享 

4.10. 全文搜索 

 

图 125 泥娃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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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6 搜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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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用户安全策略 

5.1. 用户权限分配和文件系统的关系 

用户和文件系统的关系，可以灵活设置，一般和文件系统相关，每个用户拥有

自己的根目录，同样的根目录可以由多人共有。 
用户可以在自己的根目录下建立多级的子目录，并且可以分配给其他的用户。 
用户管理模式等同于文件系统目录的层级结构。 
权限管理上高一层级目录所有者可以管理根目录为该目录之下的所有用户。 
用户根目录的变化可以通过设置用户的根目录而改变，相关目录文件的迁移可

以通过拷贝或者移动来操作。 
目录的移动不会给用户带来的影响，如果移动后该用户登录时没有根目录，就

看不到文件，需要上层的用户为其建立根目录。 
用户职务和部门的调动，相应的调整，需要拥有两个目录管理权限的人员来进

行操作，文件的迁移和用户账号根目录的改变。 

5.2. 常见的用户账号安全策略 

参照单位的组织架构，管理者分配管理账号和私人账号，私人账号和同事同级，

管理账号位于其上，可以按现有的组织架构进行直接上司管理，跨部门由涵盖两个

部门的管理者来进行。 

5.3. 基础文档的设置 

基础文档主要用于用户电子文件的收集和管理，分配给用户，该用户可以是本

单位外的用户，方便进行电子文件的交流和分享，也有利于电子档案的收集。用户

的权限取决于用户授权的目录层级。 
一般在项目文档管理方面，可以授权给协作的单位，用于提交或者获得基础文

档。 

5.4. 档案文档的设置 

档案文档主要用于档案的管理，包括档案的鉴定，著录，档案目录的设置需要

参照档案分类的设计和档号的分配策略，目录采用字母或者数字开头，对应分类档

号，后面加“.”，之后可以增加说明的文字，这样的设置在有利于记忆的同时，也有

利于档案的自动填写。 
档案的案卷对应于系统的目录，同一案卷的文件过多需要设置分卷，分卷号的

目录设置和前面一样。 
一般在项目文档管理方面，可以授权给协作的单位，用于提交或者获得基础文

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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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的目录管理权限：没有得到授权的人无法访问档案目录，档案目录可以按

组卷的不同授予不同的人员管理。 

5.5. 专属文档的设置 

专属文档的设置主要满足用户对于自身文档的需求，主要包括安全存储、安全

检索等方面，根据单位和个人的实际情况作为系统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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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系统运维和数据备份 

系统采用 web 服务的形式提供。支持负载均衡的部署，结合分布式文件系统，

结合数据库的多副本集的部署，在提高服务性能的同时，保证了系统的可靠性和容

错性，系统部分故障不影响系统的服务。 
数据安全是系统的重中之重，因而采用多种形式的备份很必要。 
存储设备的冗余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去设置。 
有条件可以挂接不同的存储设备，对数据进行备份，避免单一存储设备故障造

成的数据遗失。 

6.1. 系统运维 

主要包括服务的运维，系统服务，数据库服务等，运行的维护和数据的维护和

保全。 
及时更新系统很重要。 

6.1.1. 数据库运维 

数据库采用 mongodb，mongodb 服务模式包括：单服务、主从和多副本服务模

式。 
数据库的运维主要包括： 
1、服务优化。 
2、索引优化。 
3、异常维护。服务故障，数据恢复。 

6.1.2. 全文搜索系统运维 

全文搜索系统运维主要包括：全文内核的系统参数的维护，涵盖数据库和文件

系统的维护。文件系统的全文搜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搜索： 
1、全文搜索：主要是数据库的备份工作。 
2、全文搜索文件链接的查看和搜索。 
全文链接的不一致的维护，包括修改维护链接，删除文档之后的处理。 

6.2.  数据备份 

6.2.1. 数据库的备份 

备份策略的制定，包括：差异备份，全量备份，增量备份等。 
数据库的备份有数据库系统提供，文件的备份和冗余建设有存储设备和文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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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承担，根据应用的需求设置相关的策略。 
数据库的备份工具有：mongodbexport，mongodbimport；通过副本的设置，制定

专门备份的服务器。数据库的恢复工具 mongorestore。 
当然也可以通过数据库日志进行增量的备份。还可以采用数据副本集的形式部

署，在保证数据库服务的同时，提高容错性能。 

6.2.2. 文件的备份 

文件的安全存储策略，包括冗余策略，存储设备的定时备份。 
档案文档的备份建议管理员备份到其他的目录。 
有条件的单位可以组织不同的存储单元链接到本系统，实现文件的不同存储单

元的备份。 
文件备份拷贝在服务器执行，用户提出备份服务后，系统自动运行。 
可以采用直接拷贝或者打包压缩的形式备份到指定的目录。 
直接拷贝可能由于文件长度的限制，出现部分文件拷贝失败，建议采用打包压

缩的形式备份。 

6.2.3. 著录数据备份 

导出的数据文件备份到服务器，也可以下载保存到本地。 
著录数据的恢复可以通过著录管理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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