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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天津市承担的国家档案局档案科技项目计划

2011 年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获奖等级

1 2011-R-01 我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立法情况的研究 天津市档案局 刘同芝

2 2011-R-11 档案信息系统风险评估及对策研究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档案馆 吴  营

3 2011-X-06 档案异地安全备份系统 天津市档案局 方  昀

4 2011-X-12 电子公文归档应用技术与方法研究 天津市档案局 方  昀

2012 年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获奖等级

1 2012-R-01
信息立法趋势与档案法律、法规 

和政策的配套建设研究
天津市档案局 刘同芝

2 2012-R-11
档案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定位与

方式研究
天津市档案局 荣  华

3 2012-X-18 数字档案馆构建与评价体系研究 天津市档案局 方  昀 二等奖

2013 年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获奖等级

1 2013-B-14 光盘档案信息安全研究 天津市档案馆 李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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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获奖等级

1 2014-X-09 高清视频档案长久保存格式研究 天津市档案馆 方  昀

2 2014-X-16 大数据时代档案馆服务创新与发展趋势研究 天津工业大学档案馆 韩海涛

2015 年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获奖等级

1 2015-R-02 档案管理工作监督指导机制创新研究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市滨海新区档案局
包秀敏

2 2015-R-10
新形势下高校科研档案归档机制研究与实践探索

——基于科研管理流程
天津大学 常辽华

3 2015-R-29 科研项目档案开放问题的研究与探讨 天津市科技档案馆 杜爱芹

4 2015-X-44 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管理架构与共享利用研究 天津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韩晓芬

5 2015-X-49
数据挖掘技术在高校档案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以天津大学档案馆为例
天津大学 张振兴

6 2015-X-57
基于云 GIS 技术的城市地下管线档案

动态更新管理系统研发与应用
中新天津生态城图书档案馆
天津生态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齐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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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计划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获奖等级

1 2011-R-01 我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立法情况的研究 天津市档案局 刘同芝

2 2011-R-02 世界城市档案工作发展特点与规律研究 北京市档案局 马素萍

3 2011-R-03 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现代化规划建设方案研究 厦门市档案局（馆） 詹玉玮

4 2011-R-04 国家综合档案馆功能研究 
——以重庆市档案馆新馆建设为例

重庆市档案局（馆） 况由志

5 2011-R-05 档案信息服务现代农业模式与策略研究
安徽省池州市档案局 

池州学院
汪孔德

6 2011-R-06 信息化条件下档案馆基础业务工作研究 上海市档案局 程绣明

7 2011-R-07 国家档案馆公共服务建设研究 北京市档案局 陈乐人

8 2011-R-08 档案馆公共服务内容与评价指标 上海市档案馆 石   磊

9 2011-R-09 国家档案馆公共服务评价体系设计与实证研究
浙江省档案局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韩李敏
傅荣校

10 2011-R-10 档案安全风险评估指标系统的建立与应用研究 国家档案局技术部 李和平

11 2011-R-11 档案信息系统风险评估及对策研究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档案馆 吴    营
12 2011-R-12 数字档案馆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与研究 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局（馆） 李自德

13 2011-R-13 档案部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建设研究 湘潭大学 尚立文

14 2011-R-14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背景下档案支撑体系的 
建立和推广应用

海南省档案局 刘玉峰

15 2011-B-01 档案仿真复制技术应用与工作指南研究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湖南省档案局
江苏省档案局（馆）

马淑桂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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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获奖等级

16 2011-B-02 新型载体档案长久可用技术与方法研究 青岛市档案局 于新华

17 2011-B-03 基于长期保存的数字档案存储载体 
保护对策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唐跃进

18 2011-B-04 数字化后纸质档案封存技术的研究与实现 山东省档案馆 苏东亮

19 2011-B-05 重大自然灾害诱发的档案砖揭裱技术研究
四川省档案局档案
科学技术研究所

张  新

20 2011-B-06 天然脱酸剂在档案文件脱酸中的应用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广东省档案局
广东工业大学

马淑桂 二等奖

21 2011-B-07 机械修复档案专用胶膜的研制及应用 辽宁省沈阳市档案馆 荆绍福

22 2011-B-08 云南少数民族档案抢救与保护方法研究 云南省档案局（馆） 黄凤萍 三等奖

23 2011-B-09 钢丝录音档案抢救平台研究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李玉民 三等奖

24 2011-B-10 光盘图像文件自动检测平台研究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马淑桂

25 2011-B-11 档案级光盘选用与存储规范研究 辽宁省档案局（馆） 许桂清 二等奖

26 2011-B-12 16mmCOM 设备原型机研制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李玉民

27 2011-B-13 非接触性扫描机研究 中国档案学会 霍力华

28 2011-X-01 纸质档案数字化验收标准体系研究 云南省档案局（馆） 黄凤萍 二等奖

29 2011-X-02 省级以上国家档案馆经常性专项业务项目支出定
额标准体系建设调查研究

国家档案局行政财务司 张永慧

30 2011-X-03 基于 Linux 平台的档案检索数据库建设研究 新疆阿克苏地区档案局 陈绍萍

31 2011-X-04 基于“云计算”的区域性数字档案馆建设研究 北京市档案局 陶水龙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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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获奖等级

32 2011-X-05 中国联通数字档案馆联盟建设研究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赵中新 
柳博亮

二等奖

33 2011-X-06 档案异地安全备份系统 天津市档案局 方  昀

34 2011-X-07 电子档案异质异地备份管理模式研究 辽宁省档案局（馆） 许桂清 二等奖

35 2011-X-08 以省级国家综合档案馆为中心的各级档案馆 
数据集中存储备份与灾难恢复管理机制建设研究

福建省档案局 丁志隆

36 2011-X-09 基于存储的省级数字档案长期保存关键技术研究
湖北省档案局
华中科技大学

吴绪成 
秦磊华

37 2011-X-10 基于混沌理论的电子文件信息安全管理 河南科技大学 向  菲

38 2011-X-11 电子档案可视化采集技术研究 江苏省档案局 齐丽华

39 2011-X-12 电子公文归档应用技术与方法研究 天津市档案局 方  昀 二等奖

40 2011-X-13 物联网技术在数字档案馆环境下
实体档案安全体系应用设计

山东省档案局 
山东大学信息学院

苏东亮

41 2011-X-14 基于 RFID 的档案实时安全管理体系适用性研究 江苏省太仓市档案局 朱  丹

42 2011-X-15 基于数据挖掘的智能化电子档案共享
管理平台研究与应用

湖南大学档案馆 李志平

43 2011-X-16 档案的数字化及基于图文识别的档案检索系统
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

四川省档案局
张桂霞

44 2011-X-17 基于内容的数字档案图像检索技术的应用研究
湖北省档案局
武汉纺织大学

刘晓春 
李  敏

三等奖

45 2011-X-18 音频档案语音自动识别定位检索系统研究与开发 安徽省档案局 秦加友

46 2011-X-19 声像档案数字化抢救中关键技术应用 
与科学管理研究

国家档案局技术部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付  华

47 2011-X-20 档案馆光纤智能防护系统研究 湖北省档案局
刘晓春 
祁耀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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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获奖等级

48 2011-X-21 我国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政策法规保障机制研究
湖北省档案局
武汉大学

刘晓春 
周耀林

三等奖

49 2011-X-22 政府信息公开资源开发利用模式研究 辽宁省档案局（馆） 于在海

50 2011-X-23 公共档案信息共享平台资源建设研究 福建省档案局 林    真

51 2011-X-24 档案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创新研究
中国矿业大学档案馆 
江苏省徐州市档案局

周晓林

52 2011-X-25 农村档案信息共享平台建设 黑龙江省档案局 伊爱华

53 2011-X-26 网络信息资源归档与利用平台建设的研究 辽宁省档案局（馆） 许桂清 二等奖

54 2011-X-27 基于网络的区域性档案信息资源 
共享模式与机制研究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河南省档案局

郝伟斌

55 2011-X-28 面向用户的区域数字档案馆资源集成 
共享模式研究与平台设计

浙江省绍兴市档案局 车炼钢 三等奖

56 2011-X-29 数字化校园建设中数字档案资源整合 
共享模式研究

厦门大学档案馆
厦门大学信息与网络中心

连     念

57 2011-X-30 高校档案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研究与实现 广西大学档案馆 覃海生

58 2011-X-31 民生档案信息资源馆际共享实现方式的研究 吉林省长春市档案局（馆） 梁    伟 二等奖

59 2011-X-32 武汉城市圈数字档案资源整合方案 
与模式研究

湖北省武汉市档案局
湖北大学

杨朝伟

60 2011-X-33 基于平台共享的专门档案全过程 
管理服务体系研究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马淑桂

61 2011-X-34 档案数字化过程质量控制体系研究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 屠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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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计划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获奖等级

1 2012-BH-01 北川重度受损档案抢救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马淑桂 
胡金玉

2 2012-BH-02 智能低温冷冻库在档案杀虫灭菌中的应用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马淑桂 二等奖

3 2012-BH-03 江西馆藏档案有害生物类群及防控技术研究
江西农业大学档案馆 

江西省档案馆
李庚花

4 2012-BH-04 无水可逆档案托裱技术研究 山东省档案馆 唐传喜

5 2012-BH-05 档案安全封装技术及其组织策略研究 上海市档案局 杨永和

6 2012-BH-06 纸质档案封存技术及材料的比较研究 重庆市档案局 郑永明

7 2012-BH-07 档案数字化、缩微一体机研制 山东省档案局 苏东亮

8 2012-BH-08 特殊气候条件下档案馆库房实体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海南省档案馆 刘玉峰

9 2012-BZ-01 音像档案保护与抢救的技术规范研究 上海音像资料馆 陈祺

10 2012-BZ-02 离线档案脱机载体应用规则研究 云南省档案局（馆） 黄凤萍 三等奖

11 2012-BZ-03 档案馆馆藏科学管理规程的研究与应用 江苏省档案馆 张姬雯

12 2012-R-01 信息立法趋势与档案法律、法规和政策的 
配套建设研究

天津市档案局 刘同芝

13 2012-R-02 国家综合档案馆建设方案研究
北京市档案局
北京联合大学

陈乐人

14 2012-R-03 档案馆传播档案文化与谋划档案文化
发展战略研究

辽宁省档案局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赵焕林

15 2012-R-04 我国档案文化体系建设与可持续
发展模式研究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倪丽娟

16 2012-R-05 档案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 
发挥作用的途径研究

青海省档案局 王清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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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获奖等级

17 2012-R-06 档案文化建设在文化强省战略中的 
地位与作用研究

河南省档案局 王国振

18 2012-R-07 档案文化产品整合开发模式研究 吉林省档案局 穆占一

19 2012-R-08 炎黄文化档案资源整合与开发利用研究 湖北省随县档案局 韩荣生

20 2012-R-09 构建政府信息公开联动服务体系的思考 
——基于政府信息公开实践研究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 覃世进

21 2012-R-10
工程文件现存控制与档案同步管理研究 
——昆明新机场建设项目文控档案 

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云南省档案局（馆） 
昆明新机场建设指挥部

黄凤萍

22 2012-R-11 档案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定位与方式研究

天津市档案局 荣     华

23 2012-R-12 基于县域的档案信息资源共享
工程推进机制研究

浙江省档案局 
浙江省海盐县档案局

王茂法 
夏红平

三等奖

24 2012-R-13 工业遗产资源的档案化管理路径探索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档案处

黄二卫

25 2012-R-14 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归档管理工作的对策与研究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赵宇彤 
张秋燕

26 2012-R-15 实现企业文档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马金平 
赵伯亚

三等奖

27 2012-R-16 风电建设项目档案管理的实践与研究 山西省档案局 张彦杰

28 2012-X-01 纸质档案数字化过程中的安全控制研究 山东省东营市档案局
蔡  华 
岳茂勇

29 2012-X-02 档案数字化外包加工中安全管理问题
分析及解决方案研究

国家档案局技术部 
山东省档案局

黄丽华 一等奖

30 2012-X-03 档案信息安全风险测评研究 湘潭大学 易臣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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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获奖等级

31 2012-X-04 基于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 
档案信息系统安全保障体系研究

浙江省档案局
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

浙江省发展信息安全测评技
术有限公司

韩李敏

32 2012-X-05 基于内网的档案信息安全保障系统研究 湖南省档案局 易先平

33 2012-X-06 新疆档案信息网络体系建设规范研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 吴志强

34 2012-X-07 网络环境下文件与档案分类的 
理论基础和方法模型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马林青 三等奖

35 2012-X-08 以数字档案馆（室）为中心的 
可信电子档案体系建设研究

江苏省档案局 谢  波 二等奖

36 2012-X-09 基于 OAIS 模型的电子文件安全体系研究
湖北省咸宁市档案局 

湖北科技学院
雷锡高

37 2012-X-10 基于云存储的电子文件安全保障体系研究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

究所
马淑桂

38 2012-X-11 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电子文件管理 
标准体系建设的研究

福建省档案局 丁志隆

39 2012-X-12 实体档案馆与数字档案馆 
安全立体防范一体化研究

江苏省太仓市档案局 顾建新 三等奖

40 2012-X-13 档案信息系统与业务系统集成整合理论 
和应用技术研究

湖北省档案局 
武汉第二船舶设计研究所

吴绪成 
张明

41 2012-X-14
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 
系统在档案信息利用过程中安全保护功能需求 

与实现方式的研究
福建省档案局 丁志隆

42 2012-X-15
数字档案法律效力探索研究 

——重庆邮电大学档案管理软件 
与电子证据保全认证中心对接的实践与研究

重庆邮电大学 高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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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获奖等级

43 2012-X-16 政务电子文件凭证作用支撑技术研究 山东省档案馆 唐传喜

44 2012-X-17 基于数模转换的归档电子文件真实性 
保障研究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 张  健

45 2012-X-18 数字档案馆构建与评价体系研究 天津市档案局 方  昀

46 2012-X-19 数字档案馆数据质量控制方法研究 山东省青岛市档案馆 潘积仁 二等奖

47 2012-X-20 市（地）县级数字档案馆策略及评价
广东省佛山市档案局 

珠海泰坦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张永钊 
卢良鹏

二等奖

48 2012-X-21 苏州数字档案馆、室集群体系构建 
及区域化管理模式研究

江苏省苏州市档案局 陈兴南

49 2012-X-22 基于云计算模式的区域数字档案馆群 
建设策略研究

上海市档案局 孙兆伟 二等奖

50 2012-X-23 基于云计算的数字档案馆研究
重庆市档案局 

重庆西信天元数据资讯有限公司
陈治平

51 2012-X-24 数字档案馆多平台档案数据同步管理研究 云南省档案局（馆） 黄凤萍 三等奖

52 2012-X-25 基于云计算的国家公共档案信息 
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研究及实践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王良域

53 2012-X-26 基于登记备份制度的档案数据 
安全监管平台的研究

浙江省档案局 
浙江省湖州市档案局 
浙江省德清县档案局

丁越飞 三等奖

54 2012-X-27 基于信息组织技术的档案资源开发实证研究
四川大学档案馆 
校史办公室

党跃武

55 2012-X-28 档案社会化服务中云平台应用的研究与建设 上海市闵行区档案局 施惠刚

56 2012-X-29 基于云计算的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服务模式研究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局（馆） 史博

57 2012-X-30 面向公众需求的数字档案资源建设与服务研究
湖北省档案局 
武汉大学

刘晓春 
周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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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获奖等级

58 2012-X-31 电子文档云管理平台建设研究 山东省潍坊市档案局 王保民 三等奖

59 2012-X-32 基于贵州移动云平台的数字档案管理 
应用研究与实践

中国移动通信贵州有限公司 
贵州省档案局

王  可

60 2012-X-33 基于公有云的新型档案信息化服务应用研究 中国移动通信广东有限公司 徐  龙 三等奖

61 2012-X-34 数字档案资源云存储策略研究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刘  永

62 2012-X-35 海量数字档案安全存储监控平台研究 山东省青岛市档案馆 潘积仁

63 2012-X-36 专用安全 USB 接口移动存储系统的研究 山东省档案馆 苏东亮

64 2012-X-37 用 ZCC 零损耗高压缩技术解决海量 
数字档案信息存储问题的研究

北京黔龙泰达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档案局

张春成

65 2012-X-38 RFID 技术应用于档案实体管理的可靠性研究 浙江省丽水市档案局
何丽萍 
朱悦华

三等奖

66 2012-X-39 电子标签内嵌数字水印技术在档案
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湖北省档案局 
上海书亚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尹  达 
汪  涛

三等奖

67 2012-X-40 涉密测绘地理信息电子档案防扩散方法研究
湖北省武汉市测绘研究院 
湖北省武汉市档案局

肖建华 三等奖

68 2012-X-41 无线射频技术在档案高密度智能化 
储存管理中的应用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
究所

马淑桂

69 2012-X-42 基于非易失性加密存储器和嵌入式 EOS 环境的 
电子文件非线性安全交换系统

珠海泰坦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广东省珠海市档案局

卢良鹏

70 2012-X-43 中央企业重要档案异质异地备份研究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马淑桂 
王燕军

二等奖

71 2012-X-44 电子文件中心建设中的电子文件备份问题研究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 赵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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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获奖等级

72 2012-X-45 三维技术环境中电子文件归档管理研究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马淑桂

73 2012-X-46 手机控制密集架系统 湖南省档案局 王权伟

74 2012-X-47 档案物联智能管理系统
贵州省档案局 

贵州京安丹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韩  雯 
何  镝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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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计划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获奖等级

1 2013-B-01 重大自然灾害中档案安全保护研究
河北联合大学 

河北省唐山市档案局
袁素娟 三等奖

2 2013-B-02 国家综合档案馆设施设备配置选择研究 重庆市档案局 李旭东

3 2013-B-03 档案馆突发事件应急资源配置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张美芳

4 2013-B-04 综合档案馆功能结构和设施设备配置研究 山东省青岛市档案局 潘积仁

5 2013-B-05 热带海洋性气候地区绿色档案馆建设研究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海南省档案局 

中国建筑科学院建筑环境 
与节能研究院

马淑桂

6 2013-B-06 档案库房建设管理工作规范化研究 山东省档案馆 王宪东

7 2013-B-07 明清特藏档案抢救保护研究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吴  红

8 2013-B-08 微环境控制技术在濒危档案 
抢救及保护中的应用研究

湖北省档案局（馆）
湖北大学

湖北省武汉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尹  达 
王艳明

9 2013-B-09 档案抢救修复数字化流程 
及其质量安全管理策略研究

四川省档案局
四川省档案局档案
科学技术研究所

赵明强

10 2013-B-10 雾化杀虫灭菌消毒机的研制
广东省珠海市档案局

珠海市利高斯发展有限公司
蔡  胜

11 2013-B-11 数字化后纸质档案封存技术研制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中山市太力家庭用品
制造有限公司

马淑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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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获奖等级

12 2013-B-12 纸质档案现有封护材料与性能系统评价及 
耐久环保防灾封护关键技术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陕西省档案保护科学研究所

李玉虎

13 2013-B-13 电影声音修复技术研究 中国电影资料馆 左  英

14 2013-B-14 光盘档案信息安全研究 天津市档案馆 李津海

15 2013-R-01 国家档案价值评定与档案等级研究 中央档案馆保管部 许卿卿

16 2013-R-02 档案社会化整理项目管理模式构建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吴  红

17 2013-R-03 兵器档案技术发展路线图研究 中国兵器工业档案馆 刘  左

18 2013-R-04 核电站档案保护体系建设研究与实践
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陈宗杰

19 2013-R-05 县级档案馆安全保障体系调查与对策 河北省藁成市档案局 李书俊

20 2013-R-06 风险管理视域下档案安全保障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扬州大学 于海燕

21 2013-R-07 档案社会化管理规范研究
江苏省苏州市档案局

江苏仁通档案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肖  凡 
朱胜良

22 2013-R-08 基于过程管理方法构建大型航空制造业档案 
“三个体系”的应用研究

中航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
团）公司

龙  江

23 2013-R-09 “档案业务人员”职业资格鉴定工作体系研究 四川省档案局 周书生

24 2013-R-10 依法行政下的档案行政管理研究 河南省濮阳市档案局 刘东斌

25 2013-R-11 大数据时代档案馆公共服务绩效的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档案馆
朱丽梅 
李文彬

26 2013-R-12 档案利用服务评估指标体系建设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虎  杨

27 2013-R-13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的 
档案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河南省开封市档案局 吴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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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获奖等级

28 2013-R-14 大部制背景下的“大档案”系统信息化
与利用体系建设研究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档案局
广东省档案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行政服务中心
上海中信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高建雄

29 2013-R-15 核电站档案利用服务评估指标系统的建立 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王弟文

30 2013-R-16 档案利用服务评估指标研究 开封大学 徐  莹

31 2013-R-17 信息化环境下机关档案工作流程再造策略研究 山东省青岛市档案局 杨来青 三等奖

32 2013-R-18 北京市市属机关档案工作规范研究 北京市档案局 陈  俐

33 2013-X-01 电子档案集中式灾备恢复系统研究 浙江省档案局 韩李敏

34 2013-X-02 省、市、县三级档案馆档案异地备份工作实行 
捆绑集中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江苏省档案局 顾祖根

35 2013-X-03 山东省电子档案容灾备份管理系统建设研究 山东省档案局 王宪东

36 2013-X-04 县级档案馆纸质档案数字化前处理 
高效方式方法研究

贵州省锦屏县档案馆 王  奎

37 2013-X-05 民国档案数字化前整理方式方法研究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王俊明

38 2013-X-06 明清历史档案图像数字化加工质量管理体系研究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赵雄

39 2013-X-07 基于 Lambert 光照模型的档案体系拼接 
鉴别方法研究

湖北省档案局 
武汉纺织大学

刘晓春 
张绪冰

40 2013-X-08 电子档案真实性、完整性、可用性 
及安全性成熟度模型研究

浙江省杭州市档案局 郎健华

41 2013-X-09 电子档案安全管理与防泄密技术研究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三研究所
蒋  铭

42 2013-X-10 基于省级电子政务网的电子文件在线归档 
和电子档案远程利用的实证研究

吉林省档案局（馆） 穆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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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获奖等级

43 2013-X-11 电子文件全程监管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国务院侨办秘书行政司 常雁 二等奖

44 2013-X-12 基于大数据的全国中医药项目执行监控电子文件 
与电子档案三级管理平台研究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王振宇 
陈 伟

45 2013-X-13 市、县、乡、村四级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 
全程管理研究与实践

湖北省档案局
湖北省宜昌市档案局

湖北省宜昌市电子政务办公室
方正国际软件有限公司

熊承家

46 2013-X-14 电子文件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编制研究 北京市档案局 刘月娥

47 2013-X-15 电子档案规范化过程管理的实战研究 辽宁省档案局 徐桂清 三等奖

48 2013-X-16 电子档案信息安全评价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中北大学 郑  江

49 2013-X-17 航空工业三维数据归档研究 航空工业档案馆
戴先明 
徐保文

50 2013-X-18 基于 MBD 的三维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办法研究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十四研究所
谢春霖

51 2013-X-19 县级电子文件（档案）一体化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江苏省太仓市档案局 顾建新

52 2013-X-20 在建石油化工工程项目文档一体化研究 中海石油炼化有限责任公司 欧亚明

53 2013-X-21 依托云平台电子文件一体化管理研究 江苏省南通市档案局（馆） 苏远明

54 2013-X-22 广安市数字档案馆（室）建设整体项目研究与推广 四川省广安市档案局 李盛慧

55 2013-X-23 城乡一体化国土规划数字档案馆构建 
和应用模式研究

湖北省武汉市国土资源
和规划信息中心

李宗华

56 2013-X-24 数字档案馆项目建设与研究 江西省新余市档案局 黄鸿珍

57 2013-X-25 智慧档案馆建设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山东省青岛市档案局 杨来青

58 2013-X-26 智慧档案馆的关键要素研究
清华大学档案馆
北京市档案局

薛四新 
王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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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2013-X-27 高校数字档案馆建设风险管理策略研究 南京大学档案馆 吴  玫

60 2013-X-28 数字档案馆数字资源防篡改监测预警体系
陕西省档案馆 

西安宝葫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段广力 
王义海

61 2013-X-29 乡镇档案管理模式研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档案局 年玉丁

62 2013-X-30 面向智慧城市的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研究 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杨智勇

63 2013-X-31 现代化环境下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研究
湖南省湘潭市档案局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省湘潭市档案学会

胡建略

64 2013-X-32 基于知识管理的数字档案资源建设 
与利用模式研究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 白玉艳

65 2013-X-33 山东省工商系统影像多媒体档案数据库 
建设与利用研究

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牛启忠

66 2013-X-34 中国领海维权档案信息整合研究及实践 
（第一期：南海）

广州军区档案馆 韦顺书

67 2013-X-35 机关数字档案集约化管理研究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档案局 陈伟国

68 2013-X-36 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石刻碑文档案资源整合 
及公共服务利用课题研究

湖北省档案局
湖北省十堰市档案局

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博物馆
高  勤

69 2013-X-37 档案信息资源整合方案模式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档案馆 李培英

70 2013-X-38 基于大数据分析平台的档案资源
整合方案与模式研究

南京政治学院 王兰成

71 2013-X-39 面向公众服务的档案信息资源 
共享平台的建设与应用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局（馆）
上海中信信息发展有限公司

黎富文 二等奖

72 2013-X-40 广东客家文化档案信息资源数字化共享平台建设 华南理工大学档案馆
谭元亨 
王飞雁



18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获奖等级

73 2013-X-41 农牧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研究 青海省档案局 申发展

74 2013-X-42 吉林省社会保险业务与档案管理服务一体化研究
吉林省档案局

吉林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杨  川 
朱新海

75 2013-X-43 国家记忆工程中档案资源建设与服务模式 
的创新研究与实践

辽宁省档案局
辽宁省本溪市档案局

徐桂清

76 2013-X-44 “大数据时代”环境下数字档案信息挖掘 
与传播的研究与实践

辽宁省档案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

徐桂清 二等奖

77 2013-X-45 二维码在档案信息永久保存中的应用研究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深圳市档案局
深圳市腾达汉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马淑桂

78 2013-X-46 物联网技术在文档管理中的智慧化应用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梁  莉

79 2013-X-47 负载均衡技术在档案信息化中的运用和研究 四川省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方秋生

80 2013-X-48 基于 ITIL 的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运维体系的研究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办公厅
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杨振刚

81 2013-X-49 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四位一体的数码照片档案
管理机制及其技术实现研究

福建省档案局 丁志隆

82 2013-X-50 明清档案海量数据安全管理策略研究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赵  雄

83 2013-X-51 基于长期保存的档案数字资源可信认证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钱  毅

84 2013-X-52 面向智慧城市的智能化档案信息服务研究 河南省郑州市档案局 徐宏杰

85 2013-X-53 数字电影档案影片的鉴定和管理 中国电影资料馆 葛向北

86 2013-X-54 数字档案信息服务基层的实施策略研究 广东省佛山市档案局 张永钊

87 2013-X-55 基于信息化平台的建设项目档案工作
全程监管与有效服务研究

上海市浦东新区档案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建档案

信息管理中心）
沈建军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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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2013-X-56 行业内云档案应用管理研究
江苏激扬软件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国土资源局

刘镕畅

89 2013-X-57 国家电网数字档案云平台 国家电网公司办公厅 王昕伟

90 2013-X-58 互联网档案信息获取与归档模式及其实现研究
湖北省档案局 
武汉大学 

武汉市劲捷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吴绪成

91 2013-X-59 政府网站信息归档管理研究
海南省档案局

海南新境界软件公司
侯小幸

92 2013-X-60 西安市数字档案资源利用服务平台建设研究
陕西省西安市档案局

珠海市泰坦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尤晓民

93 2013-X-61 区域涉民档案集成管理与服务平台研究 浙江省绍兴市档案局 车炼钢 二等奖

94 2013-X-62 面向移动终端发布的档案编研平台的研究与应用
山西省档案局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中信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邢利民

95 2013-X-63 以档案为核心的多源信息知识管理平台研究
云南省档案局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察
设计研究院

王志强 
张宗亮

96 2013-X-64 归档质量监控和评价网络系统研究 广东省档案局 李彩香

97 2013-X-65 机关文书档案保管期限智能识别系统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档案馆

国家档案局馆室司
卞生智

98 2013-X-66 海量数据离线存储系统研究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浙江省档案局
北京汉龙思琪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马淑桂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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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计划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获奖等级

1 2014-B-01 国家综合档案馆建筑功能规划方法研究 云南省档案局 黄风平

2 2014-B-02 基于我国档案生态安全的应急管理机制研究 河北大学 张艳欣

3 2014-B-03 档案库房一体化智能管理系统
河北省档案局

北京融安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魏四海 
童红雷

三等奖

4 2014-B-04 无线智能节能库房综合管理系统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广州万棵林实业有限公司

马淑桂 二等奖

5 2014-B-05 绿色生态型档案库房构建研究 福建省档案局 丁志隆

6 2014-B-06 档案库房微生物以及有害气体对档案载体
和人体健康影响研究

湖南省档案局
湖南农业大学

胡振荣

7 2014-B-07 感光影像档案病害治理关键技术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陕西省档案保护科学研究所

李玉虎

8 2014-B-08 环保型档案与文化典籍防灾耐久收藏装具的研发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陕西省档案保护科学研究所
陕西翰青文献文物保护科学研究所

李玉虎

9 2014-B-09 档案无公害整体脱酸加固
与杀虫灭菌同步关键技术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陕西省档案保护科学研究所

李玉虎

10 2014-B-10 民国档案酸度普查研究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邵金耀

11 2014-B-11 纸张酸化报纸的抢救及批量脱酸研究 江苏省镇江市档案局 於志洪

12 2014-B-12 自动化档案文件脱酸机的研究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省档案局

广州市余平文史典籍保护实
业有限公司

方岩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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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4-B-13 档案馆电子信息系统机房高压细水雾应用研究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上海市闵行区档案局
上海同泰火安科技有限公司

马淑桂

14 2014-B-14 档案馆照明系统设计规范研究
上海市档案馆

上海市杨浦区档案局
刘志成

15 2014-B-15 库房有害气体净化研究 四川省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方秋生

16 2014-B-16 移动式档案杀虫批处理设备研究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四川省档案局
四川省档案学校

马淑桂

17 2014-B-17 3D 打印技术在实物档案抢救和档案
展览工作中的应用研究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四川省档案局
四川省档案学校

马淑桂

18 2014-R-01 档案强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中国档案学会 方  鸣

19 2014-R-02 广西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档案开放鉴定标准研究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局 覃兰花

20 2014-R-03 档案开放程序规制构建研究 湖南商学院 贺  军

21 2014-R-04 现代企业档案管理体制与模式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航空工业档案馆
张  斌 
计红胜

22 2014-R-05 面向政府决策的档案知识库构建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牛  力

23 2014-R-06 现代档案馆五位一体功能与布局建设研究 福建省档案局 丁志隆

24 2014-R-07 新时期贫困地区综合档案馆“五位一体”
功能发挥的现状及发展探索

贵州省档案局 曾  健

25 2014-R-08 档案开发策略与实证研究 北京市档案局 马素萍

26 2014-R-09 知识密集型企业海外分支项目文档管理模式研究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郭婷

27 2014-R-10 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档案质量控制体系研究 航空工业档案馆 韩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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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014-R-11 科研生产企业档案工作管理模式研究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屈玉池

29 2014-R-12 BT 项目档案管理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辽宁省档案局 赵焕林

30 2014-R-13 构建高校档案远程服务体系的研究 南昌大学档案馆 程晓华

31 2014-R-14 中国档案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研究

四川省档案局
四川省雅安市档案局
四川省雅安市教育局
四川省档案学校

周书生

32 2014-R-15 档案人才工程建设研究 湖北省档案局 吴绪成

33 2014-R-16 教育音像档案共享与传播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 丁  钢

34 2014-R-17 学生档案管理制度与规范研究 铜陵学院 匡定发

35 2014-R-18 方言语音档案建设研究 浙江省档案局 刘  芸

36 2014-R-19 档案文化品牌——乡村记忆研究 浙江省档案局 丁越飞

37 2014-R-20 甘孜州藏文历史档案研究 四川省甘孜壮族自治州档案局 黄仁钰

38 2014-R-21 回族医药档案文化建设研究 宁夏医科大学 张占武

39 2014-R-22 世界记忆视野下福建侨批档案的整理与开发研究 福建省档案局 林  真

40 2014-R-23 北平民国档案研究——北平市长与城市发展 北京市档案局 吕和顺

41 2014-R-24 大数据时代档案部门职能定位研究
湖南省档案局 

湖南省湘潭市档案局
胡振荣

42 2014-R-25 少数民族口述历史采集与整理方法研究 云南省档案局 龙  岗

43 2014-X-01 中国档案信息化发展指数研究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国家档案局技术部
北京东方飞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马淑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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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2014-X-02 企业集团档案信息化建设顶层设计的思路与方案 福建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曾水生

45 2014-X-03 甘肃省档案信息化顶层设计研究与实践 甘肃省档案局 赵国强

46 2014-X-04 数字档案信息备份策略研究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马淑桂

47 2014-X-05 电子档案信息备份策略与方法研究
国家档案局技术部

新锐英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付  华

48 2014-X-06 电子档案真实性保障策略研究
江苏省档案局

南京新模式软件集成有限公司
谢  波

49 2014-X-07 公安档案安全保障服务体系研究及示范应用 重庆市公安局警令部 吴余川

50 2014-X-08 山东省电子档案数据备份情况调查与分析 山东省档案局 王宪东

51 2014-X-09 高清视频档案长久保存格式研究 天津市档案馆 方  昀

52 2014-X-10 档案数字化加工影像副本模型构建研究 机械工业档案馆 王  宏

53 2014-X-11 使用磁盘阵列存储电子档案的技术方法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清华大学光盘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刘晓光

54 2014-X-12 交通科技数字档案保存和利用模式研究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刘廉波

55 2014-X-13 非结构化电子档案光盘存储规则研究及系统实现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北京越洋高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马淑桂

56 2014-X-14 军工档案信息系统安全体系研究 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 柴晓燕

57 2014-X-15 电子政务环境下数据库文件归档及长久保存研究 浙江省档案局 韩李敏

58 2014-X-16 大数据时代档案馆服务创新与发展趋势研究 天津工业大学档案馆 韩海涛

59 2014-X-17 “一站式”跨馆综合服务协同工作
机制及应用平台研究

云南省档案局
紫光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张文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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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2014-X-18 社交媒体平台上档案利用创新模式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北京市档案局
王  健

61 2014-X-19 基于社交媒体的档案信息服务创新研究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湖北省档案局
周耀林 
姚  岷

62 2014-X-20 税收办公系统全流程电子文件管理顶层设计研究
福建省地方税务局

福建省档案局
陈青文

63 2014-X-21 电子文件元数据分类与方案设计对策研究 北京市档案局 陶水龙

64 2014-X-22 电子文件鉴定方法与鉴定模块开发研究 山东省档案局 王宪东

65 2014-X-23 不动产统一登记档案管理规范化研究

江苏省档案局
江苏省国土资源厅

江苏省南京市国土资源局
江苏省常熟市国土资源局
江苏激扬软件有限公司

赵  深

66 2014-X-24 基于云平台大数据架构的智慧档案馆
系统建设研究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张轩

67 2014-X-25
四川省档案局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基于三维可视化的智慧档案馆

互动展示平台研究
四川省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周书生

68 2014-X-26 智慧档案馆馆区综合管理系统解决方案研究 宁波八益智能存储系统有限公司 汪航舰

69 2014-X-27 智慧档案馆的主要特征与实现技术研究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河南省档案局
郝伟斌

70 2014-X-28 智慧档案模式构建的研究与实践 辽宁省档案局 徐桂清

71 2014-X-29 基于 SOA 架构的企业智慧档案
系统建设研究与实践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谢  冰

72 2014-X-30 服务民生的基层数字档案馆建设研究 浙江省长兴县档案局 张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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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2014-X-31 海南系列特色文化数字档案资源整合与共享研究 海南师范大学 郑锦霞

74 2014-X-32 大数据算法在数字档案馆中的应用研究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兰祝刚

75 2014-X-33 基于云计算的数字档案馆信息资源访问控制策略
及新技术研究

西北师范大学 杨小东

76 2014-X-34 档案数据资源集约管理研究
湖南省湘潭市档案学会

湖南省湘潭市档案数据中心
胡建略

77 2014-X-35 公证流程电子化办公平台及归档管理策略研究
安徽省司法厅

上海易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胡之春

78 略 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保密档案局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司令部办公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
训器材研究所

丁家栋

79 2014-X-37 智慧云档案管理体系研究
江苏省张家港市档案局
江苏激扬软件有限公司

黄慧珍

80 2014-X-38 区域性数字档案数据中心研究 河北省石家庄市档案局 张建伟

81 2014-X-39 大数据背景下档案信息资源挖掘策略与方法研究 青岛市档案局 杨来青

82 2014-X-40 基于区域协同电子文件管理平台的
大数据档案信息分析与挖掘研究

浙江省档案局
浙江省丽水市档案局

韩李敏 
陈鸿斌

83 2014-X-41 基于数字档案馆（室）系统的民生档案查阅
新模式建设与推广

江苏省太仓市档案局 顾建新 三等奖

84 2014-X-42 河北省档案局（馆）标准化网络办公及档案利用
综合管理系统

河北省档案局 魏四海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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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2014-X-43 发电企业档案工作集团化管控体系研究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阎成文

86 2014-X-44 核电三维设计成果对外交付管理模式研究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王  崇

87 2014-X-45 基于数字化病案的科研随访管理系统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

武汉总医院
湖北省档案局

张雪梅 
丁梅君

88 2014-X-46 基于持续数据保护技术的档案管理
系统平台的研究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黑龙江有限公司 沈  巍

89 2014-X-47 北京市电子档案全程管理对策研究 北京市档案局 刘月娥

90 2014-X-48 智慧城市背景下区域档案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理论
及其实现机制研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吴加琪

91 2014-X-49 民生档案自助查询系统的研究开发
四川省双流县档案局

成都宏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罗  萍

92 2014-X-50 民航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研究
——以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周华欣

93 2014-X-51 广西民族档案资源的数字挖掘与利用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局

上海中信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陆旭安

94 2014-X-52 档案抢救修复数字化外包工作规范化管理
及其加工流程信息管理系统的研究

四川省档案局
四川省档案局档案
科学技术研究所

张  新

95 2014-X-53 基于云计算的档案数字化管理平台 吉林省辽源市档案局 曾小娟

96 2014-X-54 基于社会计算的档案数字化工作模式研究 湖南省档案馆 胡振荣

97 2014-X-55 基于信息资源共享的电子政务业务
数字化档案管理系统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
政法委员会

北京航天长峰科技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

郭永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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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2014-X-56 基于云技术的海量历史文献数字化处理平台
广东省档案局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张中华 
韩中伟

99 2014-X-57 基于唯一性标识编码与公路数字化
档案相关性的应用研究

广西红河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局

唐修益

100 2014-X-58 声像档案数字化研究与实践 辽宁省档案局 徐桂清

101 2014-X-59 火电 EPC 项目文档控制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任天新 一等奖

102 2014-X-60 基于国家档案馆数据库建设的家庭数字档案
生成装置与存取平台设计

湖南省档案局 胡振荣

103 2014-X-61 面向恶劣环境的电子工程档案
EPD 移动阅读设备研究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吴勇华

104 2014-X-62 档案软件产品库归档及利用研究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三十六研究所
盛年红

105 2014-X-63 东海海洋业务档案资源整合及共享机制研究
国家海洋局东海信息中心
( 国家海洋局东海档案馆 ) 孙  杰

106 2014-X-64
“人口”“法人”“地理”数据库

切片归档研究与实践
——以苏州工业园区“三大库”切片归档为例

苏州工业园区档案管理中心 吕  洁

107 2014-X-65 基于大数据的档案数据去重模型与方法研究
四川文理学院计算机学院
四川省达州市档案局

蒲国林

108 2014-X-66 基于分类主题的国土规划数字档案资源
数据挖掘与可视化研究

湖北省武汉市国土资源
和规划信息中心

李宗华

109 2014-X-67 个性化推荐系统在数字档案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山东科技大学 王  松

110 2014-X-68 基于 SIFT 特征向量的档案图像复制粘贴篡改
鉴别算法研究与实践

湖北省档案局
武汉纺织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刘晓春 
陈  佳



28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获奖等级

111 2014-X-69 基于连续变量量子密码通信的
档案数据安全传输技术研究

中南大学档案馆 贺志军

112 2014-X-70 基于 Adobe PDF 和 MicroStation IRASB 软件
绘制电子竣工图研究及其推广应用

福建宁德核电有限公司
核工业工程研究设计有限公司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董晨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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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计划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获奖等级

1 2015-B-01 环保节能型档案馆建设 辽宁省档案局 王中明

2 2015-B-02 国家重点档案破损定级及分级保护模式研究
上海市档案局

上海市宝山区档案局
刘志成

3 2015-B-03 新型智能化档案室档案分等级管理策略研究及应用
河北省档案局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
河北元英新型技术有限公司

魏四海 
邢  伟

4 2015-B-04 汉冶萍档案保护策略研究
湖北省档案局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尹  达 
周耀林

5 2015-B-05 广东省档案酸化现状研究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省档案局

方岩雄

6 2015-B-06 纸质档案去酸工艺及设备研制 山东省档案局 孙洪鲁

7 2015-B-07 纸质档案飘尘清洁机
广东省档案局

珠海市利高斯发展有限公司
张中华

8 2015-B-08 河南省档案馆馆藏黄氏宗谱画像
和黄氏家谱修复研究

河南省档案局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陕西省档案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

王书继

9 2015-B-09 电影胶片档案社会化保管的方式和途径研究
南通先锋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省如皋市档案局
陈新新

10 2015-B-10 基于大数据的数字照片档案自动修复
与标注检索关键技术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金  鑫

11 2015-B-11 档案库房智能环境监测控制云平台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局

北京融安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徐春阳 
童红雷

12 2015-B-12 智能海事档案管理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海事局
江苏激扬软件有限公司

周同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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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5-R-01 数字时代美国档案工作的创新与发展研究 国家档案局外事办公室 王良城

14 2015-R-02 档案管理工作监督指导机制创新研究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市滨海新区档案局
包秀敏

15 2015-R-03 档案内容管理创新模式研究 中国档案学会 方  鸣

　 2015-R-04 档案管理责任追朔制度建设研究
福建省档案局

福建省南平市档案局
黄建锋

17 2015-R-05 广东省档案强省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
中山大学

广东省档案局
陈永生

18 2015-R-06 社交媒体环境下档案文化资源建设与传播研究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朱兰兰

19 2015-R-07 社会力量参与珍贵档案资料
典藏与传承路径研究

浙江大学档案馆 胡志富

20 2015-R-08 新常态下的大型审计项目档案归档模式创新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
驻郑州特派员办事处

王彦斌

21 2015-R-09 基于网络的社会档案信息资源
共建共享机制与方法研究

云南省档案局 黄风平

22 2015-R-10 新形势下高校科研档案归档机制研究与实践探索
——基于科研管理流程

天津大学 常辽华

23 2015-R-11 我国档案行政执法环境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省档案局
李  萍
赵晶莹

24 2015-R-12 现行保密及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框架下的
档案开发程序制度设计

浙江省档案局
浙江省舟山市档案局

王茂法
张伟平

25 2015-R-13 甘孜藏区国家综合档案馆档案收集范围研究 四川省甘孜壮族自治州档案局 黄仁钰

26 2015-R-14 档案提前移交进馆时限改革研究 广东省档案局 陈竟亚

27 2015-R-15 民政专业档案进馆问题研究
国家档案局

档案馆（室）业务指导司
民政部档案资料馆

许卿卿 
闫志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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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015-R-16 进馆专业档案整理的一般性原则与方法研究 青岛市档案局 杨来青

29 2015-R-17 我国政府部门社交媒体文件
归档的制约因素与对策研究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陕西省档案馆

黄新荣

30 2015-R-18 民族地区口述档案研究 贵州民族大学 唐建荣

31 2015-R-19 知识管理在企业档案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

曹国孝

32 2015-R-20 面向决策支持的文书档案知识抽取
与可视化平台构建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湖北省档案局

陆  伟

33 2015-R-21 基于本体的数字档案资源知识组织理论
与实证研究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 张  薇

34 2015-R-22 新常态下档案信息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福建省档案局 丁志隆

35 2015-R-23 世界记忆——侨批档案管理与开发利用研究 广东省档案局 陈竟亚

36 2015-R-24 国土资源档案管理与利用体系建设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宋  元

37 2015-R-25 新形势下审计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办公厅 文华宜

38 2015-R-26 南水北调核心水源区疾控档案资源整合
及服务利用课题研究

湖北省十堰市档案局
湖北省十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欧阳立 
程时秀

39 2015-R-27 大熊猫档案管理规范的研究与应用

四川省档案局
四川省档案学校

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

丁成明

40 2015-R-28

少数民族地区宗教活动场所档案规范化
管理模式研究与实践——以甘肃省临夏

回族自治州临夏市伊斯兰教
活动场所为试点

中共临夏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 

宗教事务局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档案局

陈  鹏

41 2015-R-29 科研项目档案开放问题的研究与探讨 天津市科技档案馆 杜爱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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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2015-R-30 肉类食品档案管理研究
国家档案局经济科技档案

业务指导司
江苏雨润肉类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俞章礼

43 2015-R-31 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模式研究 北京市朝阳区档案局 王海军

44 2015-R-32 档案中介服务监管策略研究 上海市档案局 杨智敏

45 2015-R-33 核电 AE 协同下文档质量全程监控模式研究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杨帆

46 2015-R-34 基于数字化医疗档案的流行病传播与防控研究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淮安市档案局

高健

47 2015-R-35 不动产档案的集约化管理与利用
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档案局
陈永生

48 2015-R-36 城市地质档案管理策略与应用研究 武汉市测绘研究院 肖建华

49 2015-R-37 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档案的形成与管理研究
四川省档案局
四川省档案学校

丁成明

50 2015-R-38 黑龙江省民间保存的侵华日军
档案文献调查与研究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
罪证陈列馆

杨彦君

51 2015-R-39 档案文化产品转化路径及价值研究
——《档案穿越》创意案例探讨

江苏省档案局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张姬雯
吴建华

52 2015-R-40 基于县级档案局馆长胜任力模型的培训体系构建 浙江省档案局 胡元潮

53 2015-R-41 档案职业任职能力研究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国家档案局政策法规研究司

聂曼影

54 2015-R-42 新形势下档案人才队伍建设策略研究 北京市档案局
吕和顺
徐玉伟

55 2015-X-01 纸质档案数字化成果智能质检的关键问题研究与
解决方案

宁波市档案局 詹  锐

56 2015-X-02 面向大数据的实物档案三维数字化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应用

贵州省贵阳市档案局 罗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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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2015-X-03 档案数字化数据传输和质检问题探讨 
——以南京市档案馆档案数字化项目实践为例

南京市档案局 俞宝庆

58 2015-X-04 军工科研单位档案数字化建设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电子科学研究院
邹德金
朱瑜敏

59 2015-X-05 智慧档案馆的内涵与标志建设 重庆大学 杨艳

60 2015-X-06  智慧档案馆的特征及其建设内容研究
中国矿业大学档案馆
江苏省徐州市档案局

周晓林

61 2015-X-07 智慧档案馆构建及其档案管理利用方法研究 云南省档案局 黄凤平

62 2015-X-08 大数据及智能电站背景下核电工程
智慧档案馆建设研究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崔轲娃

63 2015-X-09 分级管理型国防科研单位数字
档案馆一体化设模式研究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档案馆 房开乾

64 2015-X-10 国家开发银行数字档案室建设项目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办公厅

梁惠江

65 2015-X-11 油田数字档案馆建设研究与应用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冀东油田分公司
河北省唐山市档案局

王者云

66 2015-X-12 大数据时代数字档案馆风险管理能力研究 湘潭大学 王晓梅

67 2015-X-13 基于 HADOOP 的大数据技术在数字
档案馆（室）建设中的应用研究

四川省档案局档案科学
技术研究所

方秋生

68 2015-X-14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核电档案资源开发
与应用研究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张家滔

69 2015-X-15 基于文档影像的大数据协同创新平台的研究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局
南宁海蓝数据有限公司

胡冬林

70 2015-X-16 大数据时代国家综合档案馆的数据精准推荐 
及数据专题服务研究

南京理工大学 李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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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2015-X-17 大数据下开放档案信息移动服务的方式研究
贵州省贵阳市档案局

贵州黔龙图视科技有限公司
罗德亚

72 2015-X-18 检查诉讼档案资源大数据和云计算应用系统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 宋炎辉

73 2015-X-19 政府网站网页存档机制和技术研究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局 

上海中信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覃兰花

74 2015-X-20 现代全媒体新闻机构网络资源保存模式研究 新华通讯社办公厅 郭立新

75 2015-X-21 基于电子政务环境下社交媒体文件的归档研究 安徽省芜湖市档案局 夏冰馨

76 2015-X-22 基于网上审批的行政审批电子文件整理归档和移
交接收模式研究

浙江省档案局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政务

办理中心
韩李敏

77 2015-X-23 基于国产龙芯计算机平台的电子公文标准化可靠
归档系统研究

山东省档案局
齐鲁工业大学

济南迈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孙洪鲁

78 2015-X-24 基于安全可靠应用环境下的河北省党政机关
电子档案管理中心的建设与研究

河北省档案局 魏四海

79 2015-X-25 探索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新模式 上海市档案局 朱纪华

80 2015-X-26 基于政务内网的电子文件在线归档及管理
系统研究

湖北省荆州市档案局
湖北省荆州市人民政府政务
公开和电子信息办公室
湖北省荆州市科学技术局

上海书亚计算机课件有限公司

王佑春

81 2015-X-27 中国光大银行异构业务系统电子档案数据
集中管理的实践与研究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蔡允革

82 2015-X-28 三维电子档案接收保管和应用模式研究
上海市浦东新区档案局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徐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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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2015-X-2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系统文档一体协同办公平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

新疆赛昂新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吴志强

84 2015-X-30 基于政务云的区域性文档一体化综合管理平台研究
广东省中山市档案局
广州明动软件有限公司

陈    岚

85 2015-X-31 数字档案信息安全管理顶层设计 广西民族大学 李彩丽

86 2015-X-32 档案数据安全监管中心建设探索与研究 江苏省太仓市档案局 顾建新

87 2015-X-33 云计算环境下的档案信息安全体系构建研究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信息科学学院
祝  洁

88 2015-X-34 国家综合档案馆档案信息资源立体安全防护研究
福建省档案局

福建畅云安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马俊凡

89 2015-X-35 档案数据异质备份管理系统研究
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

江苏省档案局
北京盛赞光盘备份技术有限公司

马淑桂

90 2015-X-36 数字档案信息容灾备份策略研究
北京易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刘  念

91 2015-X-37 档案云存储数据灾备中心 宁夏大学档案馆 韩  勇

92 2015-X-38 档案信息化项目绩效评价研究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办公厅 屠  江

93 2015-X-39 百年丝绸档案公共数据平台建设
江苏省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

江苏省苏州市档案局
卜建民

94 2015-X-40 云计算环境下档案管理联盟平台关键技术研究
江苏省丹阳市档案局

扬州大学
王君海

95 2015-X-41 面向智慧城市的档案资源集中与分布可控模式研究 上海市浦东新区档案局 徐建军

96 2015-X-42 政务云环境下档案信息管理模式研究 青岛市档案局 杨来青

97 2015-X-43 基于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档案服务与管理研究 沈阳市档案局 荆绍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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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2015-X-44 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管理架构与共享利用研究 天津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韩晓芬

99 2015-X-45 基于虚拟仿真技术的核电工程设计档案信息
资源开发和利用模式研究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杨  帆

100 2015-X-46 基于 GIS 的档案数据统计分析和决策支持研究 山东省档案局 王宪东

101 2015-X-47 基于型号研制的数字档案资源异地协同
管理技术研究

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 徐永晖

102 2015-X-48 民生档案的智慧挖掘技术方法与应用研究 江苏省昆山市档案局 蔡坤泉

103 2015-X-49 数据挖掘技术在高校档案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以天津大学档案馆为例

天津大学 张振兴

104 2015-X-50 实体档案机读目录规范性通用检查工具
的开发与应用

山东省档案局 王宪东

105 2015-X-51 基于智能移动客户端（Android 及 IOS 系统）的
档案管理及开放利用方式的实现

长春市档案局 张祥顺

106 2015-X-52 基于移动终端的国土规划档案应用平台研究与实践 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信息中心 李宗华

107 2015-X-53 移动信息技术在档案利用服务中的应用 山东省档案局
王良城 
王宪东

108 2015-X-54 基于关联规则可视化技术的移动数字档案
个性化服务研究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古凌岚

109 2015-X-55 基于线性跨地域大规模工程档案信息管理系统研究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

管理局工程管理部
曹洪波

110 2015-X-56 山西省临汾市城建动态信息公共服务
与管理系统研究

山西省临汾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王兆元

111 2015-X-57 基于云 GIS 技术的城市地下管线档案动态
更新管理系统研发与应用

中新天津生态城图书档案馆
天津生态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齐丽娜

112 2015-X-58 舟山油库工程档案三维信息化系统建设与应用
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

有限责任公司
钱立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