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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了 18391《信息技术元数据注册系统(从0尺)》包括以下几部分：
——第1部分:框架；
——第2部分:分类；
——第3部分:注册系统元模型与基本属性；
——第4部分:数据定义的形成；
——第5部分:命名和标识原则；
——第6部分:注册。
08/7 18391的本部分等同采用130/120 11179-3： 2003《信息技术元数据注册系统(^1011)第 

3部分:注册系统元模型与基本属性》(英文版），仅有编辑性修改。
本部分代替08/7 18391.3—2001《信息技术数据元的规范与标准化第3部分:数据元的基本 

属性》。 -
本部分与08/1： 18391. 3—2001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名称变更:从《信息技术数据元的规范与标准化第3部分:数据元的基本属性》变更为《信 

息技术元数据注册系统(％0&)第3部分:注册系统元模型与基本属性》；
——以“元数据注册系统元模型”为核心増加了新概念，包括构成元模型构件的类、属性、复合属性、 
关系或关联类，以及描述元模型的六种功能区等；

——应用建模思想，采用统一建模语言(11^^)建立、描述元数据注册系统元模型；
——对标准文本结构进行了调整:増加了第4章“元数据注册系统的结构”、第6章“一致性”，以新 

的附录八〜附录0内容置换了原标准附录八〜附录0的内容。
为了突出显示本部分所专用的术语和概念，并且保持与英文版本的一致性，凡在英文版中斜体或加 

粗表示的内容本部分也使用斜体或加粗表示，第3章中术语的英文名称保留英文版本中的大小写格式。
为了便于使用和理解，本部分在表达注册系统元模型的各个11^1^图后面均附上了 

130/120 11179-3:2003中的 原图。
本部分的附录八、附录2和附录0均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标准研究化研究院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由中酉标准研究化研究院负责起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李小林、孙广芝、邢立强、史立武、刘植婷、胡涵景。
08/丁 18391. 3于2001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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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和电子数据交换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据库中所记录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可控制性 
和可校验性。数据的提供者和使用者对数据的含义和表达有共同的理解是正确而恰当地使用与解释数 
据的前提。要促进这样一种共同的认识，就必须定义数据的若干特征或者属性。这些数据特征通称“元 
数据”，即“定义和描述其他数据的数据”。03/1 18391的本部分内容规定了数据元的属性以及相关元 
数据的属性，其中元数据在元数据注册系统中是作为元数据项而被指定和注册的。
元数据注册系统结构被规定于概念数据模型的形式之中。元数据注册系统被用来保存关于数据元 

和与“数据元概念”、“概念域”、“值域”等概念相关联的信息。一般地，这些都被认为是“元数据项”。这 
样的元数据是清晰定义、记录、分析、分类和管理数据所必需的。
在考虑数据和元数据时，重要的是对数据7元数据的类型以及这些类型的实例进行区别。 

0^/1- 18391的本部分的第4章详细说明了元数据对象的类型，这些元数据对象构成了元数据注册系统 
结构。元数据注册系统将被组装成这些元数据对象(元数据项）的实例。举例来说，在一个应用数据库 
内，它们依次定义了数据类型。换句话说，元数据实例规定了应用级数据的类型。反过来说，应用数据 
库将由那些如同已定义了数据类型的实例一样的真实世界数据组装而成。

在完整元数据注册系统不能适用的场合，08/7 18391的本部分还描述了元数据项的基本属性。
08/了 18391的本部分对信息开发者、信息管理者、数据管理者、标准研制者和其他的使数据可理 

解和可共享的责任者来说都是有意义的。08/7 18391对于穿越学科领域以及信息技术来说，具有广 
泛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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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元数据注册系统(从1^) 
第3部分：注册系统元模型与基本属性

1范围

08/7 18391的本部分首要目的是规定元数据注册系统的结构（见1.1)，[^时规定了描述元数据项 
所需的基本属性，这些属性可用于完整元数据注册系统不适用故场合（例如：在其他标准的规范当中） 
(见 1.2)。

1-3标识了目前不涉及的方面。
1.4给出了本部分可以适用的活动示例。

1.1元数据注册系统结构
一个全面的元数据注册系统的管理功能需要一系列规则和程序。这些规则和程序在后面各章及附 

录中陈述，并且被补充在本文档的下述各处：
。元数据对象的定义见08/7 18391的本部分3, 3；
匕）在概念数据模型形式中的注册系统结构见08/1 1839-1的本部分第4章。
注册系统的各个方面在06/了 18391的其他部分中展开，如下所述： 、
。本标准的总体框架结构在06/1 18391.1中进行了规定；
1))元数据分类的规则和指南见08/了 18391.2；
0)定义的形成规则和指南见08/丁 18391.4；
4)元数据的命名与标识规则见0^/1： 18391.5；
6)注册元数据的规则和指南见08/7 18391.6。
虽然模型图示使用了 符号表达，但02/1- 18391的本部分并不假定或认可任何特定的系统

环境、数据库管理系统'、数据库设计范例、系统开发方法、数据定义语言、命令语言、系统接口、用户接口、 
计算平台，以及任何实现所要求的技术。08/1- 18391的本部分并不直接适于通信和信息处理系统中 
数据的现实使用。
1.2元数据项的基本属性

08/了 18391的本部分也规定了基本属性，这些属性是描述元数据项所必需的，且其可用于完整元 
数据注册系统不能适用的场合(例如：在其他标准的规范当中），这些基本属性在第5章中进行了描述。 
1.3目前不涉及的方面

00/1 18391的本部分目前不支持下列要求：
&)复杂数据的结构、封装、构造型和继承；
13)在某个语境内部强调名称的唯一性；
0)语境的命名协议规范；
(1)除名称以外的指称(例如：图标）；
6)除日期之外的时间规范；
0为元模型中的属性规定概念域和值域；
6) XVI文档或XVI模式的注册；
10访问注册系统的应用程序接口（八?13)和关联绑定；
0除名称和定义之外的多语言支持；
】）文化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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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这些要求的部分或全部内容将在08/丁 18391本部分的未来版本、或者同类标准或技术报告 
所涉及。
1.4适用领域

06/1 18391的本部分所适用的活动包括：
元数据注册系统的定义、规范和内容，包括在不同数据元集合之间的交换和引用；

…为数据交换而设计和规范面向应用的数据模型、数据库和消息类型；
0通信和信息处理系统中数据的现实使用；'
幻不同元数据集合之间的交换和引 ̂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1993)
付问7々、法(130|6。1|2000，仍”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1 
部分。

06/7 2659—200^
08 3101—1993 
08/了 4880, 2- 
06/7 5271，
⑶/丁 7408—
08/了 15237,
08/了 16786- 
00/7 18221- 

(1(11 130/12(： 1140|
08/7 18391，

130/120 11179-1：；
08/7 18391，^

130/120 11179-2:200^
08/丁 18391，- 

2009,150/11:0 11179-4：；
08/1 18391，5 信』

2009,150/120 11179-5 = 2005,1 
06/7 18391，6 信息技术 

130/120 11179-6： 2004,107)
130/120 2382-17： 1993 信息技术 

1&『V一17 ：0&1:2113^565)
180 5127:2001 信息与文档词汇（1x^011x1^011 (10011x116111；&11011—^0021！) 1112117)
150/15:0 6523~1：1998信息技术组织与组织成分的标识结构第1部分:组织标识方案的标识

(111101111&1：1011 1:601111010^7—81；1001；016 (01 1；116 0^ 01^X112:211:1011 &11(1 01-^4111231:1011 卩犯：岱——

1 :1(36111:111081X011 0^ 0^31111231；1011 1(1601:1^X031:1011 5^11611165)
180/15:0 6523-2:1998信息技术组织与组织成分的标识结构第

(111 王1601111010莒又——81：11101；111：6 1116 1(16X11:1 王1(^1:1011 0！ 01^&1112^1011
2 ： ^6^151：1：3,1：1011 01 01^&1112：&11011 &110X1 501161X165)

150/120 19501~1：2002信息技术统一建模语言（玎關^)第1部分：规范服11011
1101。烈一11X11^16(1 1\40(1611^ 1.2111^0&^6 —？紅1： 1 : 3^)60出0^011)

言的数据类型

391. 1—2009,

18391. 2—2009,

(08/1： 18391.4—

与标滅原则（0:8/1： 18391. 5—

册（0:6/7 18391. 6—2009,

库（111壬0111131；1011 1:601111010^7—^008^)II-

部分:组织标识方案的注册
1(1 01^211112；&11011 卩狂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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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术语和定义及缩略语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08/丁 18391的本部分,其中：
3.1定义了元模型构件，用于详细说兩注册系统元模型；
3.2列出了宽泛的术语和它们的定义，用于3, 1或3, 3都未能包括的情形； 
3, 3定^^了由元模型自身决定的元数据对象。
附录久给出了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本寞素引表，
元模型构件的定义
本条定义了在第4章电| 讀构件。

, 1
关联 38500131:10^
〈元模型〉两个 
注1：关联 
注2：改写自1^0/1；

关联类 &180^11011 
〈元模^作4的关联 

1：它不@3[个类集合砍

属性
〈元模轉^贪对象或实译的特

〈元模型》 
〔130/12 (:'

语义。

复合属性 
〈元模型〉数据3

2, 5-1. 9.1

, 3141*11)1146
I子化的属性。

复合数据类型0010^^6 ^343^
〈元模型〉作为类的数据1 

注：复合数据类型是用作复合属性的

泛化 ^6061-311/31:100
〈元模型〉一个相对一般的类(双亲)与一个相对具体的类（子女）之间的一种关系，后者与前者完全 

—致（即，后者具有前者所有的属性和关系），并増加了附加信息。
注1：泛化是一种关系类型。
注2：改写自 150/120 19501-1：2001，定义2, 5, 2, 24。

3.1.8
(元数据注册系统中）标识符1(16011061- (10 1^613(1313 ^18^)
〈元模型〉在一个指定的语境中，能够唯一标识与之关联的一个字符序列。
注：一个名称不宜用作标识符，因为它在语义上不是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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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系统元模型中）关系『613110081115(10 016^31110^61)
〈元模型〉模型元素之间的一个联接。 ^
注：在08/丁 18391.3中，一个关系或是一种关联，或是一种泛化。 
〔130/120 19501-1 ：2001，定义2, 5, 2, 36〕

3.2 08/7 18391的本部分所用到的宽泛术语

属性实例 311:1-11)1116 108131106
属性的一个具体实例。
注：修改自150 2382-17:1993 (17.02.13)，以便把属性的一个实例与它的值区别开。
，2
属性值 3饱11)0拢仙1116
与属性实例关联的值。 ‘
注：修改自130 2382-17:1993 (17, 02,13),以便把属性的一个实例与它的值区别开。 
，3
基本属性 1)0810 3*1:1-11)111:6
在其规范中普遍需要的元数据项的属性。
，4
绑定 1)10(1111轻
从一个框架或规范到另一个框架或规范的映射。

，5
特征 01131-30161-18410
一个对象或对象集特性的抽象结果。
注：特征是用来描述概念的。
，6
公共羼性 000110011 31:11*11)1116
适用于元数据项的各种类型的一种基本属性。
，7
(元数据注册系统的）公共设施00皿11011 &0111奸（0？ ^613^3*3 8嘲血义） 
由元数据注册系统提供的、适于该注册系统所有管理项类型的设施。
注： 08/1- 18391.3的本版本规定的公共设施有：

——管理与标识设施(见1 8)；
——命名与定义设施(见4. 9)；
——分类设施（见4.10)。

3，；

概念数据模型 00006^1:1131 (1^13 1110己61
一个数据模型，它表达了现实世界的抽象见解。

条件选 000^1110031
在某一规定条件下所要求的。
注1：适用于元数据项属性的三种约束状态之一，表明该属性所要求的条件。参见必选（3.2.17)和可选(3.2.28)。 
注2：约束状态适用于元数据项注册状态为“已记录”及更高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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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心13
信息的可再解释的形式化表示，以适用于通信、解释或处理。
注：可以通过人工或自动手段处理数据。
〔08/1： 5271.1—2000,定义01.01.02〕

, 11

数据模型如拉100(161
数据的一种图形和〆或文字表示，说明数据的特性、结构和内部关系。 

, 12
定义(160011:1011
描述一个概念，并区别于其他相关概念的表述。
〔08/7 15237.1—2000,定义3.3,1〕
注：参见（管理项的）定义（3.3.58)。

, 13
指称(1651^081100
以符号指代的概念表示。
注：参见（管理项的）指称(3.3.67)和名称(3, 2, 26)。

实体 61111办
存在的或可能存在的具体的或抽象的事物，包括事物间的关联。 
示例：一个人、对象、事件、想法、过程等等。
注：请注意一个实体，其相关数据是否可用。
〔130/120 2382-17:1999,定义 17.02.05〕。

扩展 6X1605100
〈03/丁 18391.3) 08/7 18391. 3未定义的要素。
〈注册系统元模型〉一个类、属性或者关系，其元数据注册系统的实现提供了 08/7 18391.3未定 

义的要素。

语言 13380386
用于交流的符号系统，通常包括词汇和规则。 
〔130 5127:2001。定义 1.1. 2, 01〕

必选 01311如1017
总是要求的。
注1：适用于元数据项属性的三种约束状态之一，表明该属性所要求的条件。参见条件选（3.2.9)和可选

(3.2.28)。
注2：约束状态适用于元数据项注册状态为“已记录”及更高级状态。

, 18
元数据 10613己313
定义和描述其他数据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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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项01612^312 116111
元数据对象的一个实例。
注1：在08/1 18391各部分中，本术语仅适用于本部分第4章元模型描述的元数据对象的实例，示例包括数据 

元、数据元概念和允许值域等的实例。
注2： —个具有关联属性的元数据项,适于作为元数据对象的示例说明。- ^

3, 2, 20

可感知或可想象到的任何事物。
注1：对象可以是物质的（如：一个发动机、一张纸、一块钻石）、非物质的（如：转化率、某项目计划）或者臆想的（如: 

独角兽）。
注2：改写自08/1 15237.1—2000,定义3.1.1。
，28
可选 0|)110031
允许但并非必要的。
注1:适用于元数据项属性的三种约束状态之一，表明该属性所要求的条件。参见条件选口. 9)和必选口. 2,17)。 
注2：约束状态适用于元数据项注册状态为“已记录”及更高级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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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项代味吻1*601 
记录在元数据注册系统中的一个元数据项。

3.2.30
注册系统元模型代味的脈13010(161 
说明一个元数据注册系统的一个元模型。

3.2.31
相关元数据引用城城以
一个元数据项到另一个据项的引；
注：一个注册机构可以选用文解或者解释性备寶 

3, 2, 32
(元数据的）主 
对适用于一 
注1：元数据昀 
注2：参见（

3.3元模型 
本条给出 

元模型构件（
象的元模型 

本条中 
首字母大写，

管理项 
通过管理1 
注1：元模型 
注2: 4, 7, 2列

、数据引用,

基于3.1中的某个 
适用于该元数据对

据类型的英文名称

管理项分类2(9^^
依据一个规定的1 

注：元模型构件:关系 
，3
管理项语境3(1|1111115|；6^6(1
为管理项提供一个语境的关系。 
注：元模型构件:关系。

管理项标识符 3(111111115161-6)1 116111 1(1601:1061-
赋予一个管理项的标识符。
注：元模型构件：管理记录的属性。

管理记录 ^(1x1110181:1-311011 116001-(1
有关一个管理项的管理信息的总和。 
注：元模型构件:复合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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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注解 3(^11110紐!'31卜6 11016
关于管理项的概要性注释。- 
注：元模型构件：管理记录的属性。
.1
管理状态 3(1 瓜 1！113比31；1丫6 81；31；118
注册机构处理注册请求中赋予管理过程状态的一个指称。
注1：'元模型构件：管理记录的属性。
注2：元模型构件:“管理状态”的赋值及相关含义由每1注册机构确定。请对照“注册状态”。
，8
更改描述也&邱6 ^6501*11)11011
对管理项自前一个版本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描述。
注：元模型构件:管理记录的属性。
，9
分类方案 01355100&11011 80116106

根据对象具有的共同特征将对象进行排列或划分成组的描述性信息。
示例：起源、成分、结构、应用和功能等。参见02/7 18391.2。
注：元模型构件:类。

注：在130/12(： 11179-3:2003的修改单中已将本条术语删除。
, 11
分类方案项 0358出03付011 80116016 116111 

081
分类方案的内容项。
注1：元模型构件:类。 -
注2：它可以是分类法或本体论中的一个节点、主题词表中的一个术语等^ 

, 12
分类方案颂关系 0388江10311011 80116106 116111 1^61^10113111|) 

分类方案中各个项之间的关系。
注：元模型构件:关联类。

分类方案项英系类型描述 013581^100|；1011 501161116 1(6111 1*6131101181111) & (！6800|)11011
一个分类方案中某个分类方案项与一个或多个其他分类方案项之间的关系类型的描述。 
注：元模型构件:分类方案项关系的属性。

3, 3, 14
分类方案项类型名称 013531阶31100 50116106 11601印|)6 031136 

分类方案项类型的名称。
注：元模型构件:分类方案项的属性。

, 15
分类方案项值 013581^1081100 80^61X16 116111 ^31*16 

分类方案项的一个实例。
注：元模型构件:分类方案项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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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分类方案从属笑系 013881^10^1011 80116106 11160|1)61^81111)
分类方案与其所属的项的关系。
注：元模型构件:关系。

110016分类方案类型名称 01&85江10311011 801161116 1 
分类方案类型的名称。
注：元模型构件:分类方案的属性。

, 18
概念 001106辦
通过对特征的独特组合而形成的知识单元。
注：元模型构件:类。
〔03/丁 15237.1—2000,定义3, 2.1〕

, 19
概念关系 001106()1； ^613110113111^/0011^1； 1^1公！011也1 卩
两个或更多概念间的一个语义链接。
注1：元模型构件:关联类。

一个关联类既是一个关联也是一个类。关联的名称苜字母用小写字母。类的名称首字母大写。
，20
概念笑系类型描述00006|)1 1*61如0031111)
两个或更多概念间关系类型的一个描述。 
注：元模型构件:概念关系的属性。
.21
概念域 00006|)1；0&1 0001^111

有效的值含义的一个集合。
注1：元模型构件:类。
注2：值含义既可枚举也可通过一个描述来表达。
22
注：在130/120 11179-3:2003的修改单中已将本条术语删除。
23
概念域关系 0011061)1；1131 1)01X1^111 议6131！0113111|)八01106卩I：⑽ 1 过00^0代1扯1011油1 卩
两个或更多概念域间的一个关系。
注1：元模型构件:关联类。
注2： —个关联类既是一个关联也是一个类。关联的名称首字母用小写字母。类的名称首字母大写。
，24
概念域笑系类型描述 000061)11131 (1010310 1^613110081|1|) ^6 (16801*11)1100
两个或更多概念域之间关系类型的描述。
注：元模型构件:概念域关系的属性。
，25
概念域表示 000106|)1；11&1 ^01X1^111『6|)『6360拉 1100
一个概念域和一个值域之间的一种关系。
注：元模型构件: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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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000130(；
一个个体、组织(组织的分支机构或组织中的个人）的角色实例，在一个具体语境中，他可以发收信 

息项、物质对象和/或人员。
注：元模型构件:复合数据类型。

3, 3, 27
联系信息 0001301：
能够定位和〆或联络到一个联系方的信』 
注：元模型构件:联系方的属性。

3.28
联系方名称000饴01 111^
联系方的名称。 ,
注：元模型构件:联系方

3.29
联系方职衔 …
联系方职位的名 
注：元模型构件属性 

，3, 30
(管理项的）语觀##)11鉍X！
—个名称或定；
注：元模型构件

)0^

注：在 150/120 
3.32
语境描述 ^
语境的文本描 
注：元模型构件:语

语境描述语言标识 
用于语境描述的语 
注：元模型构件:语境的属

国家标识符 0000117 1(3611^1
〈语言标识〉可进一步指明与语 
注1：元模型构件:语言标识的属性。
注：2：使用08/丁 265^—2000中三位数字代码，如果需要，可以扩展。 

3.35
生成日期 01*631:1011 (！这16
管理项生成的日期。
注：元模型构件：管理记录的属性。

3, 36
数据元 0^3 2161116111

的标识符。

由一个属性集合规定其定义、标识、表示和允许值的一个数据单元。 
注：元模型构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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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注：在11179-3:2003的修改单中已将本条术语删除。

3.38
数据元概念 0313 21601601； 0)0061)1 
020
以一个数据元的形式来表示的一个概念，其描述与任何特定表示法无关。 
注：元模型构件:类。

3.39
注：在 130/1 议：11179-3:2003

3.40
数据元概念概念域 
一个数据元概念 
注：元模型构件：

3.41
数据元概念 
一个数据元 
注：元模型构

3.42
数据元概1胃类^
关于数据的一个对寡 
注：元模型据元概念的肩

3.43
-数据元概^特^
关于数据—个特性的指称。
注：元模型构概念的..仕。…,

'^44 職 ^
数据元概念关^
两个或更多数据'
注1：元模型构件：
注2： —个关联类既是一

1^101161111)

1*61^101181111)

、个类。关联的名称首字母用^字母。#的名称首字母大写。

数据元概念关系类型描述00006()1『613*1纸 
两个或更多数据元概念之间关系^

注：元模型构件:数据元概念关系的属性。
3.46
数据元派生 0312 216016111 1)61-1^31:1011
派生的数据元与控制它的形成规则以及形成它的数据元之间的关系。 
注：元瘼型构件:关联类。 ^

3.47
数据元示例 0313 21601601； 2X3011)16 
数据元有代表性的例证。
注：元模型构件:类。

^6801*11)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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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48
数据元示例项 乸以狂61603601 6X31111)16 1^601
数据元实际例证的事例。
注：元模型构件：数据宂示例的属性。

3.3.49
数据元精度(1^3 61601601 1)1-60151011
一个数据元的特异性程度。
注1：元模型构件:数据元的属性。
注2：以十进制的若干数位表达，可用于任何相关联的数据元的值。如果没有规定，缺省精度可取自相关值域的度 

量单位精度。
3, 3.50

数据元表示 己公狂61601601： 1-61)1*686111^1011
一个数据元与其值域之间的关系。
注：元模型构件:关系。

3.3.51
数据元表示类。公3 616016111『6|)『68611拉1：1011 01358
一个数据元表示的类。
注：元模型构件:关系。

3.3.52
数据标识符如拉1^6011061，
一个注册机构内一个管理项的唯一标识符。
注：元模型构件:项标识符的属性。.

3.3.53
数据类型 1)如於沖6
一些可区分的值的集合，这种区别由这些值的特性以及对这些值的运算所表征。
「08/1： 18221—2000,4.111 -
注：元模型构件:复合数据类型。

3.3.54
数据类型注释311001&11011
对数据类型作进一步定义的说明性信息。
注：元模型构件:数据类型的属性。 —,

3.3.55
数据类型描述(131&1^1)6 ^6801-11)11011
对数据类型作进一步阐明的描述性信息。
注：元模型构件:数据类型的属性。

3.3.56
数据类型名称(3&43^1)6 031116 
数据类型的一个指称。
注：元模型构件:数据类型的属性。

3.3.57
数据类型模式引用如⑽沖6 80116016 1*6^61-61106 
标识数据类型规范来源的一个依据。
注1：在（16/7 18391.3的本版本中，引用的方式由注册机构指定。
注2：元模型构件:数据类型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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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58
(管理项的）定义 (0？ ^11111118161-6*1 11601)
管理项在一个语境中的定义。
注1：元模型构件:类。
注2：参见定义（3.2.12)。

3.3.59
定义来源引用(16^11111011 30111X6 1^枕61106
定义来源的一个依据。 ‘
注：元模型构件.:定义的属性。

3.3.60
定义文本 ^6^1111100 16X1；
定义的文本。
注：元模型构件:定义的属性。

3.3.61
派生输入 ^61*1^^1:1011
为一个数据元派生而规定来源数据元的关系。
注：元模型构件:关系。

3, 3, 62
派生输出（！6|1叩1；1011 001|)01；
表明一个数据元派生的结果的关系。
注：元模型构件:关系。

3.3.63
派生规则 5.016
规定派生的逻辑的、数学的或其他的运算。
注：元模攀芮件:类。

3.3, 64
注：在130/120 11179-3:2003的修改单中已将本条术语删除。 / 、

3.3.65
派生规则应用加|1柯1：|011 1*1116叩|)1化的1011 
规定一个数据元派生的派生规则的关系。
注：元模型构件:关系。

3, 3.66
派生规则规范 ^61*1^311011 1-016 8^60100^1011 
一个数据元派生的说明性文本。
注：元模型构件：派生规则的属性。 — ~

3, 3, 67
(管理项的）指称 1)681^11&1100 (0？人(1011111 故II烈0)
一个管理项在一个语境中的指称。
注1：元模型构件:类。
注2：参见指称(3.2,13)。

3, 3, 68
维度 ^11116118100&111^
〈概念域〉无单位的一种度量表达。
注1：元模型构件:概念域的属性。
注2： 3101—1993规定了物理量纲（如，谅度、质量、速度）。本部分也允许一些非物理量纲（如货币、质量指标这

样的价值尺度）。 -
注3：参见度量单位（3, 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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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文档语言标识符 ^0011111611^2^1011 130^03^6〖如0“06『 
注册机构用于文档记录的语言的标识符。
注：元模型构件：注册机构的属性。
70
生效日期 6打60行\6 (131：6
一个管理项对注册系统用户生效的日期。
注：元模型构件：管理记录的属性。
，71
可枚举概念域 ^0010616(！
一个概念域，它是由其全部 
注：元模型构件:类。

72 谈
可枚举值域 
一个值域，它是由其 
注：元模型构件:类。！0

范例 6X61叩胆9 
一个数据元示例 
元模型构件：

74 |工
解释性备注 
关于管理项的描1性 
注：元模型构件:管
75
国际代码分配符 
一个组织标识方案 
注1：元模型构件:注册机’
注2：依据 150/120 6523- 
注3：参见68/1： 18391.6 
，76
项标识符 116111 1加11世16『
一个项的标识符。
注：元模型构件:复合数据类型，

项注册机构标识符 14601 1-6^18^1-3(:100 311^01"办 1(16011^161-
对项进行注册的注册机构的标识符。
注1：元模型构件:项标识符的属性。
注2：参见08/7 18391，6。

语言标识 ^^吨113?6 1^601:1^10^1011
为了特定的目的，用于标识语言或语言变更的标识符集合。 
注：元模型构件:复合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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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
语言标识符 13吨0386 1^6041061- 
一个术语条目中表明某种语言的名称的信息。
注1：使用03/1 4880.2中的三字符字母代码和名称，必要时可扩展。
注2：元模型构件:语言标识的属性。

3.80 、
语言块 131181！3？6 8601100 
一个术语条目中包含有关一种遥^
注：元模型构件:类。

.3.81
语言块语言标识筏 
用于对指称和 
注：元模型构件0 

‘3.82
最新更改 
管理项最式 
注：元模型 

，3, 83 
名称 
〈管理项 
注1：元 
注2：参 

，3,84
不可枚举 
一个概念 
注：元模型构'

‘3.85
不可枚举概念’
关于概念域的全1 
注：元模型构件：

，3, 86
不可枚举值域 ^00-6011^^6(1 \^31116 1)0111810
一个值域，它是通过一个描给出一个 
注：元模型构件:类。 ,

, 3, 87
不可枚举值域描述 000-6011111&!'的6#!似1116这0111狂〖II (1四
关于值域中所有允许值集合的规则、引用或范围的描述或说明。 
注：元模型构件:不可枚举值域的属性。

，3, 88

列表来给定的。

对象类 01)』601 0388
想法、抽象概念或现实世界中事物的一个集合，它可以用明确的界限和含义进行标识，其特性和表 

现遵循相同的规则。
注：元模型构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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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89
注：在130/11:0 11179-3:2003的修改单中已将本条术语删除。

3.3.90
对象类限定词 01)扣01 01&88 (50311061- 
数据元概念对象类的一个限定词。
注：元模型构件:数据元概念的属性。

3.3.91
组织 0作犯
为了某种目的，一个或多个人运作或指定其运作的一个特定机构架构。
注1：元模型构件:类。
注2： 180/120 6523-1所提及的组织种类包括下列一些示例：

3)依法组成的法人组织；
…提供商品或服务的非法人组织或机构。包括：

1) 合伙经营；
2) 所有权或管理由一群个人授权的社会或其他非赢利组织或类似团体；
3) 独资企业；
4) 政府机关。

0)在信息交换需要标识时，对上述组织类型进行分组。
〔130/15:0 6523-1:1998,定义3.1〕

3, 3, 92 ‘
组织标识符 01^3X112^011沾601消
在一个组织标识方案中赋予一个组织，且在该方案中具有唯一性的标识符。 
注：元模型构件：注册机构标识符的属性。
〔130/120 6523-1： 1998,定义3.10〕

3.3.93
组织通信地址 01'职0123行011 10311 3(1办688
组织的自然、邮政或递送地址。
注1：元模型构件:组织的属性。
注2：包括市镇街道以及“邮箱”之类的通信地址。

3.3.94 ’
01^83012311011 1131116

组织的一个指称。
注1：元模型构件：组织的屬性。
注2：为注册机构所知晓的组织的名称。

3.3.95
组织内部机构 01-^301231:1011 ()31^
一个组织内由于信息交换而需要标识的部门、机构或其他实体。
〔130/120 6523~1：1998,定义3, 2〕

3, 3, 96
组织内部机构标识符 01*^01231:100 1)31*1： 1^601：1？161-
0卩！
分配给一个特定组织内部机构的一个标识符。
注1：元模型构件：注册机构标识符的属性。
注2：参见02/7 18391.6。
[依据 180/120 6523-1：1998,定义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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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97
组织内部机构标识符来源 01^30)^1:1011 1^6011061- 8001*06
组织内部机构标识符的来源。
注1：元模型构件：注册机构标识符的属性。
注2：参见08/1 18391.6。
[依据 150/120 6523-1：1998,定义3,12〕

3, 3- 98
起源01-18111
〈管理项〉管理项的来源(文件、项目、学科或模型）。
注：元模型构件:管理记录的属性。

3, 3, 99
允许值？61，11118811)16
在一个具体值域中，被允许的一个值含义的一个表达。
注：元模型构件:类。

3.3, 100
允许值起始日期 1)61*1015311116 ^31116 1)68111 如技
值在值域中得到允许的日期。
注1：元模型构件：允许值的属性。
注2：注册机构可以决定这个日期是否为该值含义在注册系统生效的日期，或该值含义成为来源域之部分的日期， 

或者某些其他日期。
3.3.101

允许值终止日期 1)61-1015811)16 73106 60^1 如 16
值在值域中不再允许的日期。
注1：元模型构件:允许值的属性。
注2：注册机构可以决定这个日期是否为该值含义在注册系统不再生效的日期，或该值含义不再成为来源域之部分 

的日期，或者某些其他日期。
3.3.102

允许值含义 ^61-11115511)16 ^31116 016311111 轻
一个可枚举概念域中一个值含义与一个可枚举值域中一个允许值之间的关系。
注：元模型构件:关系。

3.3.103
允许值集合 1)61-11115511)16柯1此86(
一个可枚举值域的允许值的集合。
注：元模型构件:关系。

3.3, 104
许可值押!"!!讲16(1叩106
如同在可枚举值域中一个允许值那样使用的一个值。
注：元模型构件:关系。

3.3, 105
首选定义 (160011:1011
用以表明管理项的某个定义文本在一种语言中是首选定义的指示符。
注：元模型构件：定义的属性。

3.3.106
首选指称 |)戊作灯“ (1681^1131:1011
用以表明管理项的某个名称在一种语言中是首选术语的指示符。
注1：元模型构件:指称的属性。
注2：见08/1 16786—2007中的“主要条目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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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7 ,
特性
一个对象类所有成员所共有的一个特征。
注：元模型构件:类。

3, 108
注：在130/120 11179-3:2003的修改单中已将本条术语删除。

3, 109
特性限定词 1)1，0561，^ (111311061-
数据元概念特性的一个限定词；
注：元模型构件:数据元概念的I 
110
引用 『6【616006
一个引用文档与一4 匕间的 ̂
注：元模型构件。

1111

引用文档8必 
一份文档，它为 
注：元模型构件：

:, 112

引用文档标识 
引用文档的一 
注：元模型构件：

I，113
引用文档语言 
引用文档所使用 
注：元模型构件：引用 

, 114
引用文档标题1-6^61-'
引用文挡的标题。
注：元模型构件：引用文挡的属 

, 115
引用文档类型描述1^61*6006 
引用文档类型的一个描述。
注：元模型构件：引用文档的属性。

, 116
引用组织 116？6『61106 01^201231100 
一份引用文挡与一个组织之间的关系 
注：元模型构件:关系。

, 117
注册者 11681511-31-
一个注册机构的代表。.
注：元模型构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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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者联系『咕㈣I'沿' 0001301
与一个注册者相关联的联系信息。 
注：元模型构件：注册者的属性。

3.3, 119
注册者标识符『踢说1'狀记⑽付061-

3.3, 126
表示类 紋印矿656111；31；1011 0385
表示的类型分类。
注：元模型构件:类。

3.3, 127
注：在130/16(： 11179-3:^003的修改单中已将本条术语删除。

3.3, 128
表示类限定词 矿6|)1^561|13行011 01258殳03】！朽 
用于命名数据元和值域的表示类的一个限定词。 
注：元模型构件:数据元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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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29
(管理项的）主管 816评沿也111|) (0『八如1|018鉍『6迂11:601)
元数据主管中涉及的管理项、联系和组织之间的关系。
注1：元模型构件:关联类。
注2：参见(元数据的）主管(3,1 32)。

3.3, 130
主管联系 816^31-^81111) 00111301；
与一个主管相关联的联系信息。
注：元模型构件:主管的属性。

3.3, 131
(管理项的）提交 811！)1111851011 (0^ ^(110X018161*6(1 11610)
元数据提交中涉及的管理项、联系和组织之间的关系。
注：元模型构件:关联类。 -

3.3, 132
提交联系 5111)111183100 0001&01；
与一个提交相关联的联系信息。
注：元模型构件:提交的属性。

3.3.133
术语条自 1*601111101081031

包含一个语境(主题域）内特定管理项的术语单元信息的一个条目。
注：元模型枸件:类。

3.3, 134
度量单位 111111 0^ 3^1638111-6
〈值域〉用于度量相关值的实际计量单位。
注1：元模型构件:复合数据类型。
注2： 3101—1993规定了一个物理度量体系（国际单位制）。物理度量只是度量的一种类型。数值度量是度量

的另一种类型。03/7 18391.3允许使用任何适当的度量体系。
注3：相关概念域(3, 3, 21)的维数(，卩. 68)必须与指定的度量单位相适应。

3.3.135
度量单位名称 0011 0？ III⑽仙戊031116
一个度量单位的名称。
注：元模.型构件:度量单位的属性。

3.3.136
度量单位精度 000 01638111-6 ^)1*60181011
一个度量单位的特异性程度。
注1：元模型构件:度量单位的属性。
注2：以十进制的若干数位表达，可用于任何相关联的数据元的值。可用作数据元自身没有规定精度时的缺省值。

3.3, 137
未决事项 1101*6301^6(！ 155116

尚未解决的有关管理项彻底文档化的任何问题。
注：元模型构件：管理记录的属性。

3.3, 138
终止日期 00111如玄6
一个管理项在注册系统中不再有效的日期。.
注：元模型构件：管理项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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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39
值 \^106 
一个数据的值。
注：元模型构件:类。

3.3, 140
值域 ^31116 1)010^111

允许值的一个集合。
注1：元模型构件:类。
注2：值域提供表示，但并不隐含与值可能关联的数据元概念，也不表明值的含义。
注3：允许值既可枚举，也可通过一个描述来表达。

3.3, 141
注：在130/120 11179-3:2003的修改单中已将本条术语删除。

3.3, 142
值域数据类型^31116 ^0111^10 (13加沖6 
一个值域使用的数据类型。

‘注：元模型构件:值域的属性。
3.3, 143

值域格式柯1116 (101X1010【001131
值的表示结构的一个模板。 -
示例：表示日期用V-]^1^01)的值域格式。
注：元模型构件:值域的属性。

3.3, 144
值域最多字符数 ^31116 (101113111 111^X111111131 0^1&1*3^61-
用于表示数据元值的最多字符数量。 1
注1：元模型枸件:值域的属性。
注2：仅适用于字符型数据类型。

3.3, 145
值域关系 ^3106 00103111 6:613110081111)/^3106这01X1 汪 1|1 1*6131:10)181111)
两个或更多值域间的一个关系。
注1：元模型构件:关联类。
注2： —个关联类既是一个关联也是—个类。关联的名称首字母用小写字母。类的名称首字母大写。

3.3.146
值域类系类型描述 ^3106 (1001^111 1-613110081111)印？6 ^6801-1^)1100
两个或更多值域间关系类型的描述。
注：元模型构件:值域关系的属性。

3.3, 147
值域表示类 ^3106 (10111&10 1，6|)1，6860431；100 01088
一个值域的表示的类。
注：元模型构件:关系。

3.3, 148
值域度量单位他106 ^0111^10 11011 0^ 01638111*6
一个值域所用的度量单位。

- 注：元模型构件:值域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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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49
值项卩31116 116111
一个具体值域（即实际的值）中值含义的一个表示。 

注：元模型构件:值的屬性。
3：3,150

值含义 \^1此3\16&010^

版本 ^61*81011
管理项唯一的版本标识符。
注：元模型构件:项标识符的属性。

3.4缩略语列表/
本文档主题域中使用下列缩略语。

01)
001106^1:113.1 0011121111 概念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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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
01&551^10&11011 801161X16 11601 分类方案项

02
05113.迟161116111：数据元 

，4
1)^0
1)&I& 1116X116111 0011061)^

1\10坟
1^61： 3.(181； 3,

4.1元数据注
一个元模型 

种机制，它对于用 
08/丁 18391 

述和模拟其他数据，例 
概念数据模型来被规定

结构及其成分提供一个兀松邶为评龆特定模^的；

！ 一个元模型来描述元数据注册系统6^1。/注册系统依次将被用于描 
:业、公共管理或商业应用方面^&册系统元摸型是作为一个 

I然世界中相关信息构造4型的。换句话说，人的头脑是

學段、列、对象以及其他事项作一对一地
怎样习惯地对信息进行思考 1
作为一个概念模型，不需要把属性与数据库^

匹配。每一属性可对应的不只是一个 
实现对于每个关系或实体是否都有一个表。该元模型不需要在物理上作特定的实现。

由这种元模型描述的框架结构可以分为多种实现。这些实现可以是数据库、数据仓库、元数据注册 
簿、元数据注册系统、词典及其他等等。
本模型表明了基于属性最小与最大出现次数的约束。基于最大出现次数的约束对所有注册状态均 

有效，基于最小出现次数的约束只在元数据项注册状态为“已记录”或更高级别时有效，换句话说，注册 
状态为“已记录”即表明了全部的必选属性都已经文档化。
4.2元模型的应用 ,
元数据注册系统元模型的目标是：
——为概念、术语、值域和值含义提供统一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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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对所描述的数据的共同理解；
——共享和复用实现的内容。
一个元模型需要在人和/或系统之间协调数据的表示，以便存储、操纵和交换数据。本元模型将帮 

助注册者维护不同注册系统之间的一致性，并能够使系统工具和信息注册系统按数据的属性、分类、定 
义、命名、标识和注册来存储、操纵和交换元数据。由此，数据内容的一致性便为系统工具与信息注册系 
统之间的互操作提供了支持。
使用本元模型，到每个工具集模式的映射均可实现。本元模型构件能够被翻译成各工具集的语言, 

而保留原始模型所表达的概念。
可以设想某个实现者将使用本概念数据模型来开发一个更加规范的、兴趣范围相同的逻辑数据模 

型。一个逻辑数据模型描述了同样的数据，但只在一个信息系统内部进行构造，它常常被称为一个信息 
系统模型。一个逻辑数据模型能够直接用于数据库设计。
4.3元模型的规定

当用一个模型来规定另一个模型时，容易困惑读者的是:在特定之处涉及的是哪个模型。为了减少 
这种困惑，本文档在模型自身被规范时与模型被用作规范时特意使用了不同的术语。
本文档用统一建模语言(1^41)的一个子集来规定注册系统元摸型。对于本文档使用的模型构件， 

用术语“元模型构件”;而对于本文档规定的模型构件，用术语“元数据对象”。被使用的元模型构件是: 
类、关系、关联类、属性、复合属性及复合数据类型，这些术语在3, 1条中定义，并且在附录8中描述了 
它们的使用。被说明的元数据对象在3, 3条中定义，并且作为本章的主题内容。
然而，两个模型之间的确很相似。例如：在模型中所规定的“对象类”相当于用于规定模型的元模型 

构件“类”,而在模型中所规定的“特性”相当于用于规定模型的元模型构件“属性”。不同的术语用于清 
晰地区别要涉及的是哪一个模型，而不是因为它们表达了不同的概念。本文档在两个级别上都使用的 
一个术语是“数据类型”,但该术语所适用的具体级别应能从其应用的语境中显现出来。
4.4类型、实例和值
在考虑数据和元数据时，重要的是区别二者之间的数据〆元数据类型，以及这些类型的实例与它们 

的关联值。本元模型规定了类、属性和关系。它们的任何特定实例都将是具体的类型，并且位于任意时 
间点上，该实例还应有一个具体的值。作为示例，本文档定义了属性实洌和属炷值，但同样原理也适用 
于类、关系以及定义在3,1条中的所有其他元模型构件。
本文挡第4章详细说明了元数据对象的类型，这些元数据对象构成了元数据注册系统结构。元数 

据注册系统将被组装成这些元数据对象(元数据项）的实例。举例来说，在一个应用数据库内，它们依次 
定义了数据类型。换句话说，元数据实例规定了应用级数据的类型。反过来说，应用数据库将由那些如 
同已定义了数据类型的实例一样的真实世界数据组装而成。
注： 03/7 16647—1996信息资源词典系统(1X03)框架解释了不同级别建模的概念。

4.5可扩展性
不要预期本元模型将完全适用于所有的用户。特定的部门（如文档管理、科学数据、统计数据)所要 

求的元数据属性不在本标准中述及。如果这些属性不违反本标准的元模型所规定的结构和内容中的任 
何固有规则，这样的扩展就应视作具有一致性。类、关系以及属性可附加到本概念数据模型上。
本标准的实现可包含作为一个实现的部分的扩展，并且彳或者它们可提供设施以允许注册系统用户 

定义他们自己的扩展。
4.6日期引用
在本标准中，日期是注册管理记录和注册系统操作的重要属性。就本标准而言，“日期”指的是公历 

日期（见68/丁 7408—2005)，且与默认的表达式7丫丫^\4勝00 (即年-月-日）相关联。例如：2001年 
10月12日如果被引用为数字形式就应当是2001-10-12,而不是像12-10-2001那样（这可能会同2001 
年12月10日相混淆）。



目前，附加到日期中的时间规范应作为本标准的一项用户扩展加以考虑。 -
4.7元模型描述

出于描述的目的，元模型被分为六个功能区的组合：
适用于全部管理项的公共设施(见图1)：
——管理与标识(见4 8)；
——命名与定义(见4.9)；
——分类(见4,10)。
特定类型管理项的描述：
——数据元概念(见4, 11)；
——概念域与值域(见112)；
——数据元（见4,13)。
模型的功能区划分只是出于描述目的，不具有其他含义。
注：如果第4章中的图与文本之间存在差异，应优先接受文本。

4.7, 1公共设施
图1阐明了注册系统中管理项的三种公共设施之间的关系。
这些公共设施适用于下面的所有管理项：
——管理项只被标识一次，并且在注册系统内作为单个项来管理。
——管理项应至少在一个语境中被命名和定义，也可以在多个语境中被命名和定义。在每个语境 

内部,名称和定义可由一种或多种语言所指定。
——管理项可由0或多种分类方案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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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全部管理项的公共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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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的原图为：

图2管理项的类型



图2的原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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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811-16^61 111613111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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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管理与标识区
管理与标识区支持着注册系统中管理项的管理状况。该区述及：
——提交到注册系统的项的标识与注册；
——提交项至注册系统的组织，和/或在注册系统内对项负有责任的组织，包括注册机构；
——组织的联系信息；
——支持文档化；
——各管理项间的关系。
在08/丁 18391.6中描述了管理项的注册。

4.8.1管理与标识区内的元数据对象
图4显示了支持管理与标识的类、关系、属性和复合属性。图5显示了用于复合属性的复合数据 

类型。

图4管理与标识元模型区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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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的原图为:

116215打31100^八0出0“印
108！5打也 100一30111011 攻一 1’己60份161：【1-.1】：及6由5加包00一八 1111101^二 1(36巾1261 

(^00111116111&1100^1211211&3^1^6011^61-【1，产1 : 1,^0211326^1(160^110311011

1-0015&30011^2

1^6|)1~656016^1)；

01@31112311011^11；
0X9.^122^0^ 0..1】： 3物县

3(^1111111516002

II'一！己60圬661* 1【11】： 5111112 

11^0011^01【1.-1】： 0001301；

316\卿触4)

1-0^15&3^00 &(10111115161~6(1

1-6315161*6^1)^

厂戒咖。6

口1~0乂池0运

^506112/551011

|310~(16(5一 13：
5.6&1*61106

『6？61^1106一^！0011！116批」(1601 出6『【1.1】： 3&102 ^

1，6！61，6111，6^00111116111^，|)6^65011|)11011【0.-1】： 5111118
1-6161-01506^(1001111160^1311^200^1(1611111161-【0-本]:

廷6—1^0111100311011
16『6『611。6一(10011016111—枝【0“1】： 8^11112

511131111581011
5111)1111551011X0111301：【1 “ 1 】： 00111&01

51113011116(1^^ (^65011136(1
六(101|015！616(1 11601

3^1015161-6^^6111^2(311111115^&11011^/6001(1【1」1】：』 I 只600((1

(165001)1112

^61-6006

4——^1*11111811'&1100 311 己 1^601100&11011 1116131110^61 1*6^至011

注册机构标识符

国舔代码分爾符〔1., 1：！:字符串 
组织榇谀符1：1“1：1：字符串 
组织肉部机构标识符【0~ 11字符串 
组织内部机构榇轵符楽源⑺..：!]:字符串

语言榇误

语言标轵符【1〃1〕：字符串 
国家标识符卬..：!]:字符串

联系方名称！；1~1：1：字符串 
联系方职衔⑺..字符串 
锻系信息〔1.-.1：！：字符串

项标识符

琐注册机构榇识符IX11】：注册机构标轵符 
数据标识符字符串 
版本以”1：！：字符串

管理兒录

管理项括误符【1.. 11：顼标识符 
:注册状态山，1：^字符串 
管理状态〔1. .字#串 
生成日期日期 
最新更改曰期〔0~1；1：日期 
生效曰期卬..：!]:日期.

-终止日期卬..11厂日期 
更改描述卬..：!]:字符串- 
管理注解！；0一1：1：字符串 ： 

、解释性备注！：0”1；| :字符串 
未决事項阳..13：字符串' -
：起源^0-. 11：字符串 :

图5管理与标识区用作复合数据类型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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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的原图为:

：1」13036【1.-1】： 510112 
[:I份 16【0-.

冊组00【1.-1】： 5111112

//
116^^0131^1：

11601—【增匕的技011—31！&00印」：只6钽51131

也组」加01出8^102 | %^薩
\，6『31011 [[‘| #

~ - /

51笤 111*6 5——^(1

4.8, 1. 1管理项 
一个管理项可以 

录。一个管理项由一 
图4中表现为注册关 
或多个引用文件进行 

贯穿自身管理记录’ 
同其他管理质区别开来。

-------个注册状态，
-------个管理状态，

属性
管理项管理记录

爾
1311011 311(1 1111111111(.111,0^1

所列类型卜卩任力: 
《去提交，在 
\个管理项\

4中;V

『者的:

中一、、必么系 
-1—-个成"!:,.：此-，I

001111)0814| 03&4^65

哩，叫:'!---'个印例都封装|它，己的管湮记 
一 卜管理项由一个+杌|沒来注册，在

朽4现为主管关系。^个^理项可由0
观为引川％^、

管理项的%—个宄闽紐分具有乙个唯一标试它的营^
据’;丨:朋系统中七-个疗观观都成：:有“

仰即.屮-的4，&十】适应的注-:
2 土连？过程？^-

『标#符，以便把它 
7管^记录成分的）：

1现次数
『理项出现1-;

4, 8, 1.2管理记录
一个管理记录的实例记录了关于一 在注册系统中的」

定义、分类和记录关于该管理项在注册系统中^

《理记夫

该管理记录实例为标识、命名、 
个基础。

当一个管理硬被修改时，它就变成了该管理项的一个新的版本，并且它也因而需要自身管理记录的 
一个新的版本。该管埋记录一生威好斯、更改理由（管理记录一更改）、责任组织和提交组织的联系入、 
注册机构以及注册者都应提供给这个新的管理项。注册者可以根据保留的旧管理记录收集历史信息。
属性
管理项标识符 
管理注解 
管理状态 
更改描述

出现次数 数据类型
每一管理记录出现1次 项标识符
每一管理记录出现0或1次 字符串
每一管理记录出现1次 字符串
根据最新更改日期的存在的情况， 字符串 
每一管理记录出现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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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日期 
生效日期 
解释性备注 
最新更改日期 
起源 
注册状态 
未决事项..
终止日期.

4.8, 1.3联系方
复合数据类型联系方,

属性 ,
联系信息 
联系方名称 
联系方职衔

4.8, 1.4项标
复合数据.

的三个部分组 
一个管理项。
于区别同样1

每一管理记录出现1次 
每一管理记录出现0或1 
每一管理记录出现0或1 
每一管理记录出现0或1 
每一管理记录出现0或 
每一管理记录出现1 
每一管理记录出现0 
每:;

属性 
项注册机构板 
数据标识符 
版本

使用方面的变异。 

属性
语言标识符

国家标识符

语識

复合数据类 
——注册机 
——引用文件 
——命名和定义

。项标识|由^示在下列属性列表中 
据标识符卩| 一 只了在注册机构内的 
出现次数4说都I是唯一的。版本用

I注册飢构标识符

’ 1-力
识注^构的缺省 1 

，在该文件内所使用的语言；
,以标识在那个块内名义戶#用的语言。

此标识符包含一个逾嗟胃菁^符和一个可选的屠符/者被用来区别不同国家中语]

每一语言截识出现

每一语穿标识出现0或

字符串
:因扩展需要时，使用选自08/7 4880.2 
中的3位字符字母代码。
字符串
注：因扩展需要时，使用选自03/1 2659中 
的3位数字代码。

组织
就元数据注册系统而论，一个趙织可能扮演着一个或多个角色。08/丁 18391的本部分目前公认 

的角色是:注册扨构、引用组织、（管理项的）主管者——表现为关系主管——以及（管理项的）提交 
者——表现为关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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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组织名称 
组织通信地址

出现次数
每一组织出现1次 
每一组织出现0或1次

数据类型
字符串
字符串

4, 8, 1.7引用文档
一个管理项可以由图4中显示为刃用关系的一个或多个引用文裆来播述。必须标识刃用文裆来源 

的组织，在图4中显示为引用组织关系。

属性
引用文档标识符 
引用文档语言标识符

引用文档标题 
引用文档类型描述

4.4 1.8注册者
-一个注册扨构通过图4显示成关系注册祝构注册者的一个或多个注册者来表现。注册者是在元数 

裾注册系统中执行管理步骤来注册管理項的乂员。

属性 出现次数 数据类型
注册者标识符 ’相对于注册祝构中的每一个注册者出现1次 字符串
注册者联系 相对于注册机构中的每一个注册者岜现1次 联系方

4.8, 1.9注册机构
一个注册机构是经授权注册元数据的任何一个组织。一个注册扨#是组织的一个子类型，并且继 

承了组织的全部属性和关系。一个管理项有其自身的注册杌构，在图4中显示为关系住册。一个注册 
祝构可以注册多个管理項。

属性
注册机构标识符 
文档语言标识符

4.8.1.10注册机构标识符
复合数据类型注册机构标识符用于唯一地标识一个注册机构。该标识符每一成分取值的来源由 

~ 08/了 18391.6进行规定。

属性
国际代码分配符 

〈單织标识符
组织内部机构标识符(0？1)
组织内部机构标识符(0？1)来源

4.8.1.11 主管
一个组织应确定负责管理每一个管埋硬的主管者，在图4中表现为主管关系。该关系为管理项确 

定了一个主管联系。

出现次数 数据类型
每一注册祝抅标识符出现1次 字符串
每一注册机构标识符出现1次 字符串
每一注册祝梅标识符出现0或1次 字符串
每一注册机构标识符&现0或1次 字符串

出现次数 数据类型
每一注册祝构出现1次 注册机构标识符
每一注册祝抅出现次数为从1到多次 语言标识

出现次数 数据类型
每一引用文档出现1次 字符串
每一引用文档出现次数为从0到多次(没有语言标识 
语言预示着使用与注册机构文档语言标识- 
符指定的同样语言）
每一引用文替出现0或1次 字符串
相对于每一引用文苔'出现0或1次 字符串



属性 出现次数 数据类型
主管联系 每一主管出现1次 联系方

4.8.1.12提交
对于每一个管理项，都应有一个组织被标识为提交者，在图4中表现为提交关系。该关系为管理观 

确定了一个提交联系。
属性
提交联系

4.9命名与定义区
命名与定义区被用于管理管理项的名称与定义以及名称的语境。它认可一个管理项可以有多个名 

称，其变化依赖于学科、地点、技术，及其他等等。
4.9.1命名与定义区内的元数据对象
图’6描绘了命名与定义区。元模型的这个区域以130 IX： 37开发的术语模型为基础，并与那个模 

型相一致。 -
&8/1 18391.4提供了数据定义的形成规则与指南。
08/7 18391.5提供了在一个语境内对管理项进行命名和标识的规则。
在4 8,1和图5中描述了基于复合属性而作为数据类型的类，因为这些类也用于管理与标识区域中。

08/1 18391.3—2009/180/0:0 11179-3:20.03

出现次数 数据类型
每一提交出现1次 联系方

图6命名与定义元模型区
注：语境继承了来自于其父辈管理项的管理记录(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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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的原图为：

^ 6——^30110^
4.9, 1.1管理项 ^ 一\\
管理项在4, 8,1.1

4.9, 1.2 (管理项的）语境
每一个管理项都应在一个以命名和定义。 

主题数据具有含义。一个语境可
文件、数据模型、标准文挡，或者任何本身决定的其』 
管理项操纵其自身，并且被给定一个名称和

语境^了一个范围，在该范围内 
^个信息系统、一个数据库、 

每一个语境都在注册系统内由

::在语境内部进行命名和定义了的语境将或许就是注册系统自身，但也可能更宽泛些，并且能简单地由本标准
指定。

为使每一个带有管理硬的语境通过一个术语条尽关联起来，该管理项应至少有一个指称(名称)且 
至少有一个定义。 ―

属性
语境管理记录 
语境描述
语境描述语言标识符

出现次数- 数据类型
每一语境出现1次 管理记录
每一语境出现1次 字符串
每一语境出.现0或1次 语言标识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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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表达为关系名称条百。一个语

4.9, 1.3术语条目
一个木语条百对应于特定语境中的一个管理项。它提供了蓿#和定义划分成浯穿块的一个分组， 

以允许在多语言语境内部命名和定义管理项。
每一个特定语境中，一个管理项可以具有一个或多个术语条百。每一个木语奈后含有一个或多个 

语穿块，在图6中被表达为术语条目语言关系。
4.9, 1.4语言块
如果一个注册系统支持多联的语言就需要被标识。一个语言块依 

据语言划分了一个术语奈^^6中被表达为关系术语言。一个语言块语言标识符标识了与 
特定语言'块相关联的费/一个，在图 

言块含有0或多个）

属性
语言块语言标士

4.9, 1.5 (
定义类 

项的定义由 
确定作为 

属性

，名条目。换句话说，一个 
时，这些指称中的一个可

换句话说，一个管理 
定义中的一个可以被

定义文本 
定义来源弓 
首选定义

4.9, 1.6
指称类 

管理项的名称 
以被确定作为

属性
名称 
首选指称

4.10分类区
图7描绘了分类区
分类区域为注册和管理分类方案及其要素分类方案硬提供了设施。在注册系统内分类方案可有选 

择地用于对管理項进行分类。有些分类方案对现实世界中的对象进行分类比对注册系统中的元数据对 
象进行分类更为适用。

08/1 18391.2为使数据与分类方案相关联提供了程序和技术。

戀睹类型
符串 

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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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分类元模型区域
注：分类方案继承了来自于其父辈管理项的管理纪录(见图2)‘。
图7的原图为：

运 111*0 7——013531^10311011 016131110^61『6每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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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分类区内的元数据对象 
4.10.1.1管理项
管理项在18.1.1中进行了描述。
一个管理项可在0或多个分类方案中通过与其相关联的一个或多个分类方案项进行分类，在图7 

中表现为关系管理硬分类。这种分类是可选的。
4.10.1.2分类方案
一个分类方案可以是一种分类法、一个网络、一个本体,或者其他专门名词的体系。该分类也可以 

只是特性词（或术语）的一个受控词汇列表。这个列表可取自于一种分类法的“叶子级”。
一个分类方案是管理项的一个子类型，它继承了管理项的属性和关系，使管理项得以标识、命名、定 

义并有选择地进行分类。
一个管理硬被命名于特定语境内部，并且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作为一个管理项本 

身来说,一个分类方案也被命名于一个或多个语境内部。为使一个被考虑的管理项在一个分类方案内 
部具有一个名称,该管理顼和分类方案必须共享一个共同的语境。

属性
管理项管理记录

分类方案类型名称 

4.10.1.3分类方案项
一个分类方案项在一个分类方案内部代表一个单个项，在图7中表现为关系分类方案从薦关系。 

该分类方案项可以具有分类方案项类型名称、分类方案项值两者之一,或两者都有。

允许出现次数 数据类型 
每一（自管理项继承的）分类方案管理记录 
允许出现1次
每一分类方案允许出现1次 字符串

属性 允许出现次数 数据类型
分类方案项类型名称 每一分类方案项允许出现0或1次 字符串
分类方案项值 每一分类方案项允许出现0或1次 字符串

4.10.1.4分类方案项关系
一个分类方案硬关系在一个分类方案内部关联了两个或更多的分类方案项。这种关系在大数量的 

分类方案项中起辅助引导作用。

属性 允许出现次数 数据类型
分类方案项关系类型描述 每一分类方案現关系允许出现1次 字符串

4.11数据元概念区
数据元概念区在图8中进行了图解说明。该区旨在维护关于数据元开发的概念方面的信息。在此 

区中，元数据对象集中于语义学方面。这些概念与任何内在或外在的物理表示无关。在此区域中的元 
数据对象是对象类（围绕着概念和概念关系）和特性，它们可以组合成数据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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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的原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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溉念和一个蘅念关系是一个^^类的子类型。每一个概念关系都带有一个描述该关系自然状态的概念 
关系类型描述。

作为一个管理硬，一个;^象类带有它自己的管理记录信息，以使自己得以标识、命名、定义并且在一 
个分类方案内有选择地进行分类。一个对象类可注册为一个管理项，丽无需去关联一个数据元概念或 
通过管理项去关联一个待性。

属性
管理项管理记录 
概念关系类型描述

允许出现次数 数据类型 
每一（自管理项继承的)对象类允许出现1次. 管理记录 
每一概念关系允许出现1次 字符串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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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 1.2特性
特性是对象类全体成员所共有的特征。它可以是人们自然使用的把某个单独对象同另外的对象区 

别开的任何一种特征。它是现实世界中一个对豫类的单一特征的人为感知。它是概念化的，因此与特 
定表示法无关，但特征通过表示进行交流。
作为一个管理项，一个特性带有它自己的管理记录信息，以使自己得以标识、命名、定义并且在一个 

分类方案内有选择地进行分类。一个待性可注册为一个管理项，而无需去关联一个数裾元蘅念或通过 
管理项去关联一个对象类。
属性 允许出现次数 ‘ 数据类型 
管理项管理记录 每一（自管理项继承的）特性允许出现1次 管理记录'

4.11.1.3数据元概念
一个数据元概念是一个能够用数据元的形式表达的概念，对它的描述不取决于任何特定表示法。 

一个数裾元薇念可以具有0或1个对象类以及0或1个特性。—个特性与一个对象类的结合给出的含 
义超越了该特性或该对象类的单一含意，因此一个数据元概念具有一个定义，与对象类或特性的定义无 
关。

作为一个管理项，一个数据元概念带有它自己的管理记录信息，以使自己得以标识、命名、定义并且 
在一个分类方案内有选择地进行分类。一个数据元概念可以通过数据元概念关系同其他数据元凝念相 
关联。对该关系自然状态的描述使用教据元概,含关系类型播'述。

一个数据元概念可注册为一个管理项，而无需与任何数据元相关联，但是一个数据元概念应当确切 
地与一个概念域相关联,通过图8中的“数据元概念一概念域关系”来表现。该概念域规定了一个数据 
元概念的全部有效的值含义。4 12.1.1攝迷了该概念域。

属性
管理项管理记录 
数据元概念对象类 
数据元概念特性 
对象类限定词 
特性限定词

允许出现次数 数据类型
每一（自管理项继承的)教据元概念允许出现1次 管理记录
每一数据元概念允许出现0或1次 对象类
每一数据元概念允许出现0或1次 特性
每一数据元概念允许出现0或1次 字符串
每一数据元概念允许出现0或1次 字符串

4.12概念域和值域区
元模型的这个区论及了#念域和值域的管理。这些域可被视作逻辑代码集合和物理代码集合。黹 

念域支祷数据元概念，值域支持数据元。图9中图示说明了这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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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概念域和值域元模型区域
注：概念域、值域和表示类分别继承了来自于其各自父辈管理项的管理记录(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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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的原图为：

9—00006讲1131 311(1 ^3106 (10013111 1061：&1110(161 炫轵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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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概念域和值域区内的元数据对象 
4, 12. 1. 1 概念域

一个概念域是值含义的一个集合,它或者是枚举的，或者是通过描述表达的。
作为一个會理项,一个概念域带有它自己的管理记录信息，以使自己得以标识、命名、定义并且在一 

个分类方案内有选择地进行分类。
一个癤念域可以通过图9中的概念域关系同其他凝念域相关联。对该关系自然状态的描述使用概 

念域关系类型描述。通过概念域关系，一个概念域可以由其他概念域组成，或者可以是一个更大薇念域
的一个成员（成分）。
一个概念域可以规定某种涅度量”这样的约束作为它1 

这个概念域的值域都应规定该雞/

属性
管理项管理记录 管理项继承的)概念域允许出现 

—，厂々爾!…I乂 4 --

I度。当一个维度确定后，任何基于

数据类型
管理记录 
綠符串

12. 可枚举|
一个概念域? 

枚举概念域。可人 
个子类型，一个；
4.12.1.3 1

可枚举概4

-个有 
『念域的- 
『念域继承

！匕的、允许枚@驭念详细名4。这样I个^域被称为一个可 
1 ：叩00中柹定的国裊概;4作为概念域的一

了蚯念#的属性迎关糸

一个成员邵存一/令虹含女:吐使屯良4干』4惟成员。在48/11-2659-2000示例

中，作为被指定国家的概^都^;职-糸统 
制于)它们在任|3^值域中的乂〆（\ 1^1-(^//^ ^1 1^7
[一个都来自 )可枚卒域.

值含义标识符 
值含义起始日期 
值含义描述 
值含义终止日期

允许出滅&致 
句--斿含义）1^：-出、1次 
何一沿广义允1(，
/ -你广义邱I:〒 
卜值含义;^午

出现I

属性 ,

，12.1.4不可枚举概;
—个概念域不能被表个集合，就称作不 

定来表达，例如:一个规则、一 

举概念域继承了概念域的属性和^

1的值含义; :于(并且不受
卜以上的由槪许#表示的含义-

[据类型
：符串 
日期 
字符串 
曰期

举概它可以通过一个描述或规 
间）。念域的一个子类型，一个不可枚

属性
不可枚举概念域描述

允许出现次数
每一不可枚举概念域允许出现

数据类型
字符串

4.12.1.5值域
一个表示的关键成分之一是其僮猶。一个僮域规定了表示，但没有暗示为值与数据元概念相关联， 

也不暗示作为值的含义。
一个值域同一个凝念狨相关联。一个值域给出了概念域的表示。一个概念域和一个值域集合的示 

例是08/丁 2659—2000。例如，08/丁 2659描述了 7个值域集合：中文简称、英文简称、两字符拉丁字 
母代码、三字符拉丁字母代码、阿拉伯数字代码、中文全称和英文全称。
作为一个管理项，一个值域带有它自己的管理记录信息，以使自己得以标识、命名、定义并且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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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方案内有选择地进行分类。
一个值域可以通过值據关系同其他值域相关联。对该关系自然状态的描述使用值域关系类型播 

述。通过值域关系，一个值域可以由其他值域组合而成，或者可以是一个更大值域的成员（成分）。

属性
管理项管理记录 
值域数据类型 
值域格式 
值域最多字符数 
值域度量单位

允许出现次数
每一（自管理项继承的)值域允许出现1次 
每一值域允许出现1次 
每一值域允许出现0或1次 
每一值域允许出现0或1次 
每一值域允许出现0或1次

数据类型
管理记录 
数据类型 
字符串 
整型’
度量单位

4.12.1.6可枚举值域
一个可'枚举值域是可将值域表达成两个或更多尤许值的一个明确集合的那种值域。作为值域的一 

个子类型，一个可枚举值域继承了值域的属性和关系。
4.12.1.7允许值 ^

一个允许值是可枚举值域內部值含义的一个表:达。它是组成一个可技举璋域的这种值集合中的一 
个值。每一尤许值都同值含义相关联。

属性
允许值起始日期 
允许值终止日期

允许出现次数
每一尤许值允许出现1次
每一尤许值允许出现0或1次

数据类型

这里指的是同可授举道域中的一个尤许疸相关联的实际值。

属性 允许出现次数 数据类型
值项 每一值允许出现1次 字符串

4.12.1.9不可枚举值域
一个值域可以通过一个描述或说明来表达，如:一个规则、一个程序，或者一个范围（即：区间），而不 

是像允许值的一个明确集合那样，这样一个值域称为不可枚举值域。作为值域的一个子类型，一个不可 
枚举值域继承了值域的属性和关系。

属性 允许出现次数 数据类型
不可枚举值域描述 每一不可枚举值域允许出现1次 字符串

4.12.1.10数据类型
一个值域是与一科数辑类型——确切值的集合相关联的，由那些值的特性并基于那些值的操作来 

刻划，例如：为描述由数据元执行操作而决定的数据元值，使用字母、数字和/或符号集合的类别。
一个数据类型由一个数据类型名称来指称，并且由一个数据类型描述来描述。数据类型名称通常 

从一些外部来源取得，由一个数据类型模式引用来指称。附加信息可以用数据类型注释有选择地给出。

属性
数据类型名称 
数据类型描述 
数据类型模式引用 
数据类型注释

允许出现次数
每一数据类型允许出现1次 
每一数据类型允许出现1次 
每一数据类型允许出现1次 
每一数据类型允许出现0或1次

数据类型
字符串
字符串
字符串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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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11度量单位
如果出于有意，一个值域可以同一个度量单位相关联，该度量单位可规定任何与数据元相关联的 

值。该度量单位由一个度量单位名称来指称。该度量单位在被指定时必须同规定在相应的凝念域中的 
维度相一致。可以有选择地规定一个度量卓位精度，以十进制数的位数安放所支持的相关数据元值。 
此精度应视作可为任何具体数据元取代的缺省值。

属性 允许出现次数 数据类型
度量单位名称 每一度量单位允许出现1次 字符串
度量单位精度 每二度量单位允许出现0或1次 整数型

4.13数据元区
图10中图示说明了用来论及数据元管理的数据元元模型区域。效据元为一些关于概念或抽象事 

物的信息（例如：一个事实、一项命题、一次观测，等等)提供了形式表示。数据元是可复用和可共享的数 
据元概念的表示。
4.13.1数据元区域中的元数据对象 
4.13.1.1数据元
一个数据元可被看做是一个组织感兴趣的数据的基本单元。它是由属性集合的含义决定其定义、 

标识、表示、以及允许值的一个数据单元。 ^
注：在一般使用过程中，术语数据元和数据元类型是交替使用的，本文使用较短的术语数据元。 ^
作为一个管理項，一个数据元带有它自己的管理记录信息、，以使自己得以标识、命名、定义并且在一 

个分类方案内有选择地进行分类。
当一个数据元概念被赋予一个表示时，就瑪成了一个数据元。一个表示的关键成分之一是其值域， 

即限定的有效值。.
一个数据元是一个数据元凝念、一个值域，以及一个可选的表示类之间的关联。数据元与一个表示 

类的这种关联既可以是直接的（如图10中由关系数据元表示类显示），也可以通过值域来关联（如图10 
中由关系值域表示类显示）。如果没有同数据元蘅念和值域相关联，一个数据元不能作为一个管理项来 
注册。
可以规定一个表示类限定词，以用于限定数据元的名称。
一个数据元蓿度可被用于去规定关联数据元值所允许的十进制位数。假如不作指定，应使用源于 

相关联值猶的度量单位精度。

属性…
管理项管理记录 
表示类限定词 
数据元精度

允许出现次数 数据类型
每一（自管理项继承的)数据元允许出现1次 管理记录
每一数据元允许出现0或1次 字符串
每一数据元允许出现0或1次 整数型

4.13.1.2数搶元概念
数据元蘅念在4,11.1. 3数据元概念区域中进行了描述。对于每个关联，不同数据元的结果可使一 

个数据元概念关联几个值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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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数据元元模型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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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的原图为:

值域在4,12.1. 5概念域和值域区域中进行了描述。一个值域规定了表示，但没有暗示为值与数据 
元蘅念相关联，也不暗示作为值的含义。一个直域可以同若干敷据:元相关联。
4.13.1.4 表示类
表示类是关于表示的分类方案。类的集合使得注册系统中元素之间的区分变得容易。例如，一个 

以表示类“数额”作分类的数据元与一个作为“数字”来分类的元素是不同的。比较这些元素的内容，或 
者使用它们一起执行计算或许将使人无法理解。

作为一个管理硬,一个表示类带有它自己的管理记录信息，以使自己得以标识、命名、定义并且在一 
个分类方案内有选择地进行分类。
表示类的主要意图在于为数据元/值域归类提供一个离散且完整的高级（粗粒度）定义集合。这有 

助于商业规则应用术语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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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类是一种机制，通过该机制一个项的功能和/或表象归类可传达到用户。
在02/了 18391.5中给出了表示类词的一个报告表。为提供更加全面的示例列表，下面所列出的 

已被扩展。
代码——用特定的值，比如字母、数字、记号和/或组合进行替代的一种有效的符号系统。
合计——通过计算得出的非货币性数值。
货币——金钱表示。
日期——日历的表示，例如,
图形——绘图、图表、数学曲线或者同类性质的——通常为矢量图像。
图标——借助于类同或类似而代表着对象的一种符号或表示。
图像——人、物,或者场景的一种可视化表示——通常为栅格图像。
数量——像某种对象的线性维度、容量八非货币性的)数额这样一类的连续数字。
文本——某种文字字段，通常是无格式的。
时间——日子或期间的时点，例如：只只:％从: 33, 3333:
这个表所列的术语没有一个是必需要在表示类的特定实现中的。
通过使用表示类，可以保持对内容的控制。依靠表示类，可以引出规则，以允许在值域内部和值域 

之间的强制内容。例如：
“一个数字类数据元不能用于计算。”
“一个日期类数据元必须是的格式。”
“一个关系必须存在于一个代码表示与特定的代码表现的值含义二者之间。”

属性 允许出现次数
管理项管理记录 每一（自管理埂继承的)表示类允许出现1次

4.13.1.5数据元示例
一个数据元可以拥有用于提供代表该数据元例子的数据元示例。

属性 允许出现次数
数据元示例项 每一数据元示例允许出现1次或多次

4- 13. 1.6派生规则
一个数据元可以具有一个派生规则，它是适合于数据元派生的一个规范。该派生规则可以从简单 

操作如“减法”到非常复杂的派生集合(派生被定义为一个派生规则与对一个输入集合所起的作用之间 
的一个关系）之间变化。派生颜姆不限于算法和逻辑操作。-

作为一个管理项，一个派生规则带有电自己的管理记录信息，以使自己得以标识、命名、定义并且在 
—个分类方案内有选择地进行分类。
一个派生趨娜可以被注册为一个管理項，而不需要与任何数据元派生相关联。

属性 允许出现次数 数据类型
管理项管理记录 每一（自管理项继承的)派生规则允资出现1次 管理记录
派生规则规范 每一派生规则允许出现1次 字符串

4.13.1.7数据元派生
一个数据元派生是派生规爾对一个或多个输人数据元、对派生一个或多个输出数据元的应用。

4, 14整理过的元模型
一个整理过的元模型如图11显示。它联合了数据元概念、数据元，以及模型区域中的概念域和 

值域。

数据类型
管理记录

数据类型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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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整理过的元模型
注：数据元概念、概念域、数据元、派生规则和值域分别继承了来自于其各1父辈管理项的管理记录(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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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的原图为:

5.1基本属性的使用
第4章描述了注册系统中具体元数据的一个模型。然而，有时元数据规范的要求存在于注册系统 

的语境之外，例如当作一项国际标准的部分。
一个元数据的规范由一系列属性，以及这些属性之间的关系组成。本章规定了用在不同于元数据 

注册系统的语境中的一系列基本属性。基本意味着规定元数据项时频繁需要这些属性。本章觌定的这 
些属性在某种意义上也被认为是基本的，当元数据项被用于具体语境时，可以要求附加属性。
基本不意味着本章所介绍的全部标准化属性在所有情况中都作要求。这些基本属性之间的差 

异是： , -
——必选的：总是被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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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选:在确切指定的条件下提出的要求； 
-可选的：允许但不是必需的。

注：不同于注册系统的语境中的某些基本属性(尤其是标识符)所规定的约束与在注册系统中元数据项所规定的约 
束是不同的，正如第4章所定义的那样。 ^

本章旨在提供与08/7 18391.3—2001的连续性，那个版本关注于数据元的基本属性。然而，本章 
范围的扩展超出了数据元，还包括:数据元概念、概念域、值域、允许值以及值含义。可以在附录6中找 
到2001版的基本属性、2009版的基本属性以及2009版的元模型之间的映射。
5.2公共属性
本条所列出的属性是管全部类型所共有的。这^^性更进一步分类为：标识的、定义的、管 

理的，以及关系的。
用于标识的羼

属性
名称
语境名称.

语境标识符

语境描述 
项标识符

项标识符-兔 
项标识符-\

允许出现次数

:于一个名#属性存在，

到;

缺符
1机构标识:

版本

1：如果；！
称)作 

2：当项标 
项标识符I 

3：当项注册机\
4：在一个注册系嶺 
用于定义的属性’

-儿财允竹出现。多次\如：
则足必
旬次;4 1次。果语驗名称在其使用环境内 
郃"一(例如：；是必需的 1 

V兄各挤允'〔々卜〉取〗次,，
4免奴务:壤！、0次嵘1次。如幕名襴在其给出的语境内部 

^ 介怀！扔；「1次(:一个项标识|
4〆廣知.识符#(4扁()戍,次(一个

何一1』据项允力4现0次4 1次(见名

卜选成分）。
「的可选成分-

碑境内，“定/ -个以卜吋4你肩1「1常彳1，：泞- '名称作I 》的（名称)”，并且其他的（名

非注#系统#用中就仅仅是条件选的。一个
喊被限定的名称和/或语境名称消除，以便确^并的^性。
I个注册系统内部是必选时(见1 8.1,/则它^注册系统设置中就是可选的。

I埂标识符的一部分。在非法| 『，廢本可以独立于项标识符使用。

属性

定义语言标识符 
定义来源引用

1许出现次数
1每一语境允许出现1次(见注）, 

每一定义允许出现0或1次，
每一定义允许出现0或1次。

注：当若干定义被分配给相同的元数据项时，定义的语义宜跨越所有的语境而具有相同含义（如果语义不同，各自 
的元数据项宜被指定）。然而，不同的语境可能需要不同的用于表达语义的术语，因而允许对每个语境单独 
定义。

3用于管理的属性
管理的属性主要与注册系统中记录的元数据项相关联。因此在非注册系统设置中它们是可选的。

属性
备注

允许出现次数 ,
每一元数据项允许出现0或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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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状态 
主管组织名称 
提交组织名称

每一元数据项允许出现0或1次。 
每一元数据项允许出现0或1次。 
每一元数据项允许出现0或1次。

5.2.4用于关系的属性

属性
分类方案名称
分类方案标识符

分类方案类型名称

允许出现次数
在其内进行元数据项分类的每一分类方案允许出现1次。
每一分类方案名称允许出现0或1次。如果在一个语境内部分类方 
案名称不唯一，则是必需的。
在其内进行元数据项分类的每一分类方案允许出现1次。

分类方案项类型名称

分类方案项值 
相关元数据引用 
关系类型

在其内进行元数据项分类的每一分类方案允许出现0或1次02 
注V。
据此对元数据项进行分类的每一分类方案項允许岀现1次。
每一元数据项允许出现0或多次(见注幻。
每一#关元数据引用允许出现1次。

注1：在4 10.1中，元模型论述了作为分类方案类型的关键字。
注2： 一个注册机构可以选甩引用文档、管理注解或解释性备注来记录相关元数据引用。 

5.3规定数据元概念的属性
本条列出的属性是规定数据元概念的。

允许出现次数
每一数据元概念允许出现1次。
每一对康类名称允许出现0或1次。
每一数据元概念允许出现1次。
每一特性名称允许出现0或1次。

属性
对象类名称 
对象类标识符 
特性名称 
特性标识符

5.4规定数据元的属性
’本条列出的属性是规定数据元的。

属性
值域名称.
值域标识符 
数据类型名称

数据类型模式引用 
表示记法 
表示类 
最大长度
最小长度

允许出现次数
每一数据元允许出现0或1次。
每一数据元允许出现0或1次。
每一数据元允许出现0或1次。如果既不规定值域名称也不规定值 
域标识符，则是必需的。
每一数据类型名称允许出现0或1次。
每一数据元允许出现0或1次。
每一数据元允许出现0或1次。
每一数据元允许出现0或1次。
每一数据元允许出现0或1次。

5.5规定概念域的属性
本条列出的属性是规定概念域的。

属性 允许出现次数
每一氣念域允许出现0或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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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出现次数 
每一值域允许出现1次。
每一数据类型名称允许&现0或1次。 
每一值域允许出现0或1次。

允许出现次数 
每一尤谇值允许出现1次。 
每一为谇值允许出现0或1次。 
每一尤许值允许出现0或1次。

允许出现次数 
每二值含义允许出现1次。 
每一值含义允许出现0或1次。 
每一值含义允许出现0或1次。 
每一值含义允许出现0或1次。

0^/1 18391的本部分规定了一个概念模型，而不是一个物理实现。因此，该元模型不需要像规定 
的那样严格地在物理上实现，但要能够做到在实现与元模型之间明确无二义的双向映射。

08/了 18391的本部分也为不需要或者不适用完整概念模型的情形规定了一个基本属性列表。
一致性既可以由概念模型声明，也可以由基本属性声明，或者由两者声明，见6, 2条。一致性声明 

应指定一致性的程度和级别，如下所述。 ,
6, 1 —致性程度
对于涉及同时需要互操作性与扩展性的情况，在“严格一致”实现与“一致性”实现之间进行区别是 

必要的。68/丁 18391的本部分描述了促进互操作性的规范。扩展要以用户、采购方、公共机构以及行 
业的要求为根据,并且：

&)扩展不由02/1 18391的本部分直接规定；
…扩展在08/了 18391的本部分之外进行规定和协商；
(0扩展可为08/丁 18391的本部分未来的版本起着实验用法的作用。
严格一致实现可能会被有用性所限制，但能最大程度地用到08/了 18391的本部分。一致性实现 

可能会有较多的使用，但使用08/了 18391本部分的程度却可能较小。
6.1.1严格一致实现
严格一致实现：
幻应支持全部必选的、可选的以及条件选的数据元属性和关系；
不应使用、测试、访问，或探查任何扩展特征，或者扩展数据元属性；

5.6规定值域的属性
本条列出的属性是规定值域的。

属性
数据类型名称 
数据类型模式引用 
度量单位名称

5.7规定允许值的属性
本条列出的属性是规定允许值的。

属性

允许值起始日期 
允许值终止日期

5.8规定值含义的属性
本条列出的属性是规定值含义的。

属性
值含义描述 
值含义标识符 
值含义起始日期 
值含义终止日期

6 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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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不应认可、使用，或允许依赖于未规定、未定义，或定义了实现行为的数据元属性产品。 
注：元模型或基本属性的扩展使用可能会引起未定义的行为。
2 一致性实现 
一致性实现：
3)应当支持全部必选的、可选的以及条件选的数据元属性和关系；
…作为实现许可，使用、测试、访问，或探查任何扩展特征，或者扩展数据元属性；
0)可以认可、作用于，或承认依赖定义实遽&敏邀据元属性的产品，
注1：所有的严格一致实现也是一致^
注2：元模型或基本属性的扩展使请^旨会引起未定义的妇 

一致性的级别
一个实现可以一致于个一致性级别中的任何一个7 

, 1 1级一致性
只支持和使用在 

，2 2级一致性 
支持并且可以 
约束

在02/丁 1！

为了一致性 
应存在 

…如果满 
理为必 

0)可选的 
08/丁

假如并旦仅仅 
与本部分先前 
下面是08/1 
——标识类属性：

规定必邡一元敌''犯、儿系以及、仏、(：； 

4 ,‘ 屮规定的全郤兀萝足元索、关系以及 

部分中所规定的^性和 1

藝顯【^^8
'丄V、士!-V。「"广

特性。

条件选或3

性和关系，4 
4条件，那么/1： 01-5/ 1\ 
匕且应当不％外出\匕

的也萍分 
:设1：1卜卜】分，内部祐义

性軔关系对十行在来、^不是畜％; IV〆似如沿 
本部分的规定相 ，
相关0： ‘效据项的注&状盛％记；或史对，这

^致性

的规定相一 I 
条件选而3

它们确实I

定的(壬何事物都应处

1它们就应当与

？约#就是强制性的。

论每#项现在是否已被认为过时：
：)、标识符（条件选）、版本（条件选）、注#机构/条件选）、同义名称（可

选,过时）、语境(1 
-定义类属性:定义(】
-关系类属性:分类方案1 ；)、关I 厂相关数滅用（可选，过时），关系类型(条
件选）；
-表示类属性:表示类别(必选，过时)71 II，过时)、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必选）、数据 
元值的最大长度(必选）、数据元值的最小长度（必选，过财）、表示格式（条件选，过时）、数据元 
允许值(必选，过对）；

——管理类属性:主管组织（可选）、注册状态(条件选）、提交组织（可选）、备注(可选）。
附录0阐述了 2001版的属性与新的元模型的属性之间的关系。
实现一致性声明（108)
一个声称与08/了 18391的本部分相一致的实现应包含一个实现一致性声明，以表明：
3)是一致还是严格一致(6.1)；
…一致性是对应于级别1、级别2(6, 2)，还是二者兼顾；
0)支持或使用什么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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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注册的角色和职责
一致性需要在注册机构的角色与职责语境中加以考虑，如08/7 18391.6“注册”的覆盖范围。
系统扩展的一致性要求程序的形式化、角色的协商以及团体之间的职责，并且指导软件产品的寻址 

使用和来自其他系统的变换。这些方面的形式化必须与以上所述中的一致性要求相一致，并且注册机 
构的角色应与02/1 18391.6中的陈述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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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附录）
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的术语表

术语 定义在 术语 定义在

版本 3, 3, 156 分类方案项类型名称 3.3, 14

绑定 3, 2.4 分类方案项值 3.3, 15

必选 3.2, 17 复合数据类型 3, 1.6

(元数据注册系统中的）标识符 3, 1.8 复合属性 3, 1.5

表示类 3, 3, 126 概念 3.3, 18

表示类限定词 3.3, 128 概念关系 3.3, 19

不可枚举概念域 3, 3, 84 概念关系类型描述 3, 3.20

不可枚举概念域描述 3, 3, 85 概念数据模型 3.2.8

不可枚举值域 3.3.86 概念域 3.3.21

不可枚举值域描述 3.3.87 概念域表示 3, 3.25

00 3.3.21, 3.4, 1 概念域关系 3.3.23

081 3.3, 11, 3.4.2 概念域关系类型描述 3.3.24

02 3.3.36, 3.4.3 更改描述 3.3.8

皿0 3.3.38, 3.4.4 公共设施 3.2.7

定义 3.2, 12 公共属性 3.2.6

(管理项的）定义 3, 3, 58 关联 3, 1. 1

定义来源引用- 3, 3, 59 关联类 3, 1.2

定义文本 3, 3, 60 (注册系统元模型中）关系 3, 1.9

度量单位 3, 3, 134 管理记录 3.3.5

度量单位精度 3.3, 136 管理项 3.3, 1

度量单位名綠^ 3.3, 135 管理项标识符 3, 3.4

对象 1.2.21 管理项分类 3.3.2

对象类 3.3.88 管理项语境- 3.3.3

对象类限定词 3： 3, 90 管理注解 3.3.6

泛化 3, 1.7 管理状态 3.3.7

范例 3.3.73 国际代码分配符 3.3.75

分类方案 3.3.9 国家标识符 3.3.34

分类方案从属关系 3.3, 16 基本属性 3.2.3

分类方案类型名称 3.3.17 解释性备注 3.3.74

分类方案项 3.3, 11 可枚举概念域 3.3.71

分类方案项关系 3.3,12 可枚举值域 3.3.72

分类方案项关系类型描述 3.3.13 可选 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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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术语 - 定义在 术语 定义在

扩展 3.2, 15 数据宂表示 3, 3, 50

类 3, 1.4 数据兀双不类 3.3.51

联系方 3, 3, 26 数据元概念 3.3.38

联系方名称 3, 3, 28 数据元概念表达 3.3.41

联系方职衔 3, 3, 29 数据元概念对象类 3, 3, 42

联系信息 3, 3, 27 数据元概念概念域的关系 3.3.40

3.2.22, 3. 4.5 数据元概念关系 3, 3, 44

名称 3, 2, 26 数据元概念关系类型描述 3.3.45

(管理项)名称 3, 3, 83 数据元概念特性 3.3.43

0卩1 3.3.96, 3.4.6 数据元精度 3.3.49

派生规则- 3, 3, 63 数据元派生 3.3.46

派生规则规范 3.3.66 数据元示例 3.3.47

派生规则应用 3, 3, 65 数据元示例项 3.3.48

派生输出 3, 3, 62 特性 3.3.107

派生输入 3.3.61 特性限定词 3.3.109

起源 3.3.98 特征 3.2.5

3.3.121,3.4.7 (管理顼的）提交 3.3.131

生成日期 3.3.35 提交联系 3, 3, 132

生效日期 3, 3, 70 条件选 3.2.9

实体 3.2, 14 VI？ 3.3, 140, 3.4.8

首选定义 3.3.105 维度 3.3.68

首选指称 3, 3, 106 未决事项 3.3.137

属性 3, 1.3 文档语言标识符 3.3.69

属性实例 - 3.2.1 相关元数据引用 3.2.31

属性值 3, 2.2 项标识符 3, 3, 76

术语条目 3.3, 133 项注册机构标识符 3, 3.77

数据 3.2, 10 许可值 3.3.104

数据标识符 3.3.52 引用 3.3, 110

数据类型 3, 3, 53 引用文档 3.3, 111

数据类型描述 3.3.55 引用文裆标识符 3.3, 112

数据类型名称 3： 3, 56 引用文档标题 3.3, 114

数据类型模式弓1用 3, 3.57 引用文档类型描述 3, 3, 115

数据类型注释 孓3, 54 引用文档语言标识符 3.3, 113

数据襻型 3.2^ 11 引用组织 3.3.116

数据元 3.3.36 (管理项的）语境 3.3.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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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定义在 术语 定义在

语境描述 3, 3, 32 值域格式 3.3, 143

语境描述语言标识符 3, 3, 33 值域关系 3.3, 145

语言 3, 2, 16 值域关系类型描述 3, 3, 146

语言标识 3, 3, 78 值域数据类型 3.3, 142

语言标识符 ， 3-3-79 3.3.144

语言块 指称 3.2, 13

语言块语言标识符 ^81 (管 3, 3, 67
元模型 / 终止日期 \ 3.3, 138
元模型构件 於5 (管琿项的）主管 \ \ 3, 3.129

元醜 - ^^元#据的）主\ 2,32
元数据聽 /!# / 3.2—和 扣联系 \ 3^，130
元数据集’//^'// 3,2也.〆 \ 3.^120

元数据项 II II 3-2-19 / 注册斗^构\
\

3.31121
元数据注册簿 1 陶1 〜… / / I -注顯之』—只符 ----------- ^

卜3，|22
元数据注册雜1^1 3,2/ ^构^!^符 13,3，|3
允许# 1^1

3.3」 9 4 :、 注册机构
圓-一-

㈣―—

允许值含义 1^1
3.3,， 02 \\ I / //

允许值集合 1 | 3, 3,- 03 \ -、、 -注册..：，:;型 |3, 2，|0
允许值起始曰期 |||)\\ 3, 3,- 00 \ 注册在/ 1 3, 3^17

允许值终止日期 3.3, 01 、 '注4者标识符 / 3-,119 ,

值 ― 3, 3,- 39 #册者联系 / 3^，118
值含& - 63- ^0^ 34^ / 3, 125
值含义标贿 &：154 组织 / / 3.3:91
值含义集合 \ 组织标识符 ^ / - 3.3.92
值含义描述 , 组织名 3.3.94
值含义起始日期 3兔 1织内部机构 3, 3, 95
值含义终止日期 3-3.153 组织由惠识符 3, 3, 96
值项 3- 3, 149 组织内部机构标识符来源 3.3.97
值域 3, 3, 140 组织通信地址 3.3.93
值域表示类 3.3, 147 最新更改日期 3- 3. 82
值域度量单位 3.3,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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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附录）
建模符号表示

::在08/1 18391的本部分中，第4章元模型是用统一建模语言（0从1)表达的。本附录介绍11从[句法。 

.1建模符号

统一建模语言(11^^)用于元模型。这种符号表示 
描述(元元模型)所用的结构容的 
据摸型，故仅仅使用了数对11^更完整的播 
对象模型提供了吗类型的对象:类(表现为图中的

别适合于文档化一个概念数据模式。 
述的元描述。因为这是一个蘅念数 

在 19501-1 之中。
尽）、I间的关联（表现为图中的

线）、操作，以及关联3 『勺属性。/ I性描述」 1们拥^汽车、建模如图氏1所示：

1匕II紅
触权 \，车 \\

目前没显示1

类(实体)用3
性。类可以是人，地装 
部区域。

\ '呢叱

业务处迚6总

15.1 ~匕0图范例

4宵，-个災卜有独#和#型性，即它自己的特 
车类。^的名称写在矩形的顶

如下所述，实体可有属性。 
关联

类与一个或多个其他类之间存在基于业务的关联（关系）。这些关联是双向的，例如，员工有一辆 
车，反过来车为该员工所拥有，这种车和员工之间的关联称为所有权。在11从1^图中这些类之间的联接 
用线来表示。

图8.3 “关联”的符号表示
线绘制在矩形之间，以标识参与关联的类。关联中每一个类的角色被指定在关联线的相应端。关 

联的名称显示在关联线接近中间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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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类之间关系的符号表示
标明在关联两端的类实例数目为其基数，表示成最小值和最大值，用“..”分开。

图8.5带有基数的关系的符号表示
这个示例表明类1可与最少一个、最多若干个类2相关联。类2可与最少0个（即关联是可选的）、 

最多一个类1相关联。
如下所述，像类一样，关联类也可以具有属性。

8.1.3关联类

有些情况下一个特定的业务对象既符合类的规则也符合关联的规则，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一个关 
联自身具有一个与类相关联的业务的时候。因此，一个关联类被定义为像类一样起作用的关联，它表示 
成一个用虚线连接到一个关联的类。

关联

图8.6 “关联类”的符号表示
4子类
类可以分解成详细级别逐渐増加的层次。每一个父类都可以有子类。这是一种泛化7特化的关联。

图8, 7 “父类子类”的符号表示
子类继承父类的所有属性。除了继承的属性,每一个子类还有自己的独有属性。此外，子类参与其 

父类所参与的全部关联。
8, 1.5聚合

一个类有时由成分类构成。当一个类由各“部分”集合而成时，各组成部分与表现为这些部分集合 
的类之间是一种特殊关系。一个聚合由一个位于关联线终端的中空菱形表示。菱形的顶点指向集 
合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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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类有时由成分类构成，而这些部分类在没有整体类的情况下是无法存在的。当一个类由各“部 
分”集合而成时，组成部分与表现为这些部分集合的类之间是一种特殊关系。一个组合由一个位于关联 
线终端的实心菱形表示，菱形的顶点指向集合类。

8.1.7属性
类或关联类的#性(或特征)是由属性来描述的。每个属性表示一种事实。独处于其他信息的建模 

对象之间，属性具有一个真实的为许值。在本文档中，我们把属性名称显示在类名称的下面区域。对于 
属性约束，必选属性用〔1.11〕表示，可选属性用, 1〕表示。一个属性可以有一个数据类型，用冒号与 
属性名称(及选择的属性约束)隔开。

属性111二1；1：：：：麵类型3： 
属性2、|；0〃1；1广数搪类型1)

图8, 10具有属性的类的符号表示 
8.1.8复合属性与复合数据类型
一个数据类型本身可以是一个类。在本文中，术语复合属性是指有一个类作为其数据类型的属性。 

术语复合数据类型是指一个类被用作数据类型。
注：在130/120 19501-1中，都不把复合属性或复合数据类型规定为一个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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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附录）
18931.3—2009元模型与基本属性与08/了 18931.3—2001基本属性的映射

概述

来自管理项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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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列的描述 
表中的各列使用如下：

——第1列:关于行的标记。
——第2列：^^/丁 18391.3—2001第6章中什么是被指定的。

——第3列：^^/了 18391. 3—2009第4章中什么是被指定的。

——第4列：087了 18391. 3—2009第5章中什么是被指定的。

1.1.2行的描述

表中的各行使用如下，它自由列确定的该条的元中的值(见上表）。
注：出于在下面文本中弓的,&忽略歹

——第1行:属性名称。对于第指类名”.“属性名称”，在这里就 

是用“类名该属性的元模型中的类别。
——第2行&属‘|

3行/约^纳1〉， 
4才，幾〆若约

-行可以竹哜）- 
【据类型4

：|士的约采（—-—' 

足“龙(1-选”.!灰

:必选、可选 1 

竑袢纳/"应川

或条1 

的条料

1数据类型。

注释记1 
(11.1.3 ！ 

对于新 

属性需被指 

小圆点“.”另 

“类

-注-容-, 1^；！』1“！1、〉||、部不相 
”表明对卜-个# ,,々」乂]纪乂;小；、別的， 

3列中属性名

属性(分别对1 
在-1个特定类4的即

'皮，则整/

直白的.；称足
別名森在先，然)

‘属性名 
紅只符”.“扳本’

！性的管理；路-径0规定

I它对于任何一列都不相

以省略）,

！中（第3列），等价的 

:，在它们中间用一个

例如,

(11.1.4 对来卜
这个信息显如何与关联，且^用^ 3#。它已被放置在表后以节 

省空间，并使得此它规定了这种路径需要在元模1^1导#到达任何具体管理项的已 

命名属性(关于符号只要该属性是基于管别不必浏览且可省略该行。
除了指明在类别语1行第管理^径”还显示了类是如何与一个管 

理项相关联的。对于在该从的和/或复合属性来说，它是必要的。 
对于公共属性(也就是那些应用属性），豆I县的^点是父类“管理项”。对于规定管理项特 

定子类的属性来说，引导的出发点是那个子类(例如数据元）。“圆点”符号被用于下面的描述。

注1：使用下述符号约定：

——类名称和复合数据类型是要首字母大写的，例如：“1任111 项标识符)”

——属性名称要全盘小写，例如：％011(版本)”

——关系的名称要要全盘小写并且是斜体的，例如：“加功6卽切(名称条目)”

注2：使用斜体字来显示关系仅适用于引导路径的规定。在本表第2行(定义）中，斜体字被用于辨别来自于定义均 

术语。

示例1：属性“〃61：3〖011(版本)”

在这个示例中，该属性是一个公共属性(也就是它能应用于任意类型的管理项），所以引导要从父类 

“管理项”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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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1111131；61：6(1 116111 (管理项）”.^ 8.(1111111151:61:6(1 116111 3(101111151:1:8.1:1011 16001(1 (管理项管理记 
录）”，“么(111111115打511；1011 1^001(1 (管理记录）”.“116111 1(16111：迅61'(管理项标识符）”. 
“116111 1(16111；1661-(项标识符）”. “76—011 (版本）”

在该模型中规定了如下路径：
——从类“管理项”经由它的属性“管理项管理记录”到达复合数据类型“管理记录”，然后 
——从类“管理记录”经由它的属性“管理项标识符”到达复合数据类型“项标识符”以及它的属性 

“版本”。
示例2：属性吨％ 031116(数据类型名称)”
在这个示例中，该属性是专门针对数据元的，所以引导要从管理项的“数据元”子类出发。

“03炫2161116111：(数据元）”.“(1 血6161116111： ^6^)X65611^1:1011 (数据元表示）”.“'0(3111&1x1 (值 
域)”.“财1116 (10111&111 (1虹21；71)6 (值域数据类型）”. “0站211：5；1)6 (数据类型）”.11&1116 (数 
据类型名称)”

在该模型中规定了如下路径：
——从类“数据元”经由它的关系“数据元表示”到达关联类“值域”，然后
——从类“值域”经由它的属性“值域数据类型”到达复合数据类型“数据类型”以及它的属性“数据 
类型名称”。

0.2基本属性的映射

本附录中属性的排列与本部分第5章所排列的相同。 

0.2, V公共的标识类属性 

〔2.1.1名称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名称 “(管理项的)指称”.“名称” 名称

定义： 赋予数据元的单个或多个

字词的指称

在一个特定语境内确定给一个管理

项的名称

在一个特定语境内确定给

一个元数据项的名称

约束： 必选 必选 必选

数据类型： 字符串 字符串 ， 字符串

备注： 如果一个特定语境中还存在同义名 

称，属性“首选指称”可以被用于指 
定原本的名称 〜.

(12.1.1.1来自管理项的路径
“么(1111111151:616(1 116111(管理项）”. “3(&3以3如"60？ 11:6111 00111:6X1：(管理项语境），’.“！'6110111010的031 211- 

1X7(术语条目）”.11 ^1-111111010^1081 6血又 1811^113^65 (术语条目语言)”.“1^邱0明6 3601：1011 (语言块）”. 

“113106 6114X7 (名称条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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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同义名称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同义名称 “(管理项的)指称”.“名称” 名称

定义： 与给定名称有区别但表示相同 
的数据元概念的单个或多个字 
词的指称

在一个特定语境内确定给一个 
管理项的名称 -

在一个特定语境内确定给一个 
元数据项的名称

约束： 可选 可选 可选

数据类型： 字符串 字符串 字符串

备注： 在确定的应用环境中，同义名 
称常常是熟悉的名称。如果是 
这种情况的话，要使用属性“语 
境”来指明这个环境。假如有更 
多的同义名称存在，则属性“同 
义名称”和“语境”应作为一对属 

性来规定

在相同或者不同的语境中，一 
个管理项可以具有多个名称。 
在特定语境中，“名称”与“同义 
名称”的区别可由属性“首选指 
称”来指定，对于首选名称来 
说，此属性为“真”，而对于所有 
胃的“同义名称”来说，则为“假”

在相同或者不同的语境中，一个 
元数据项可以具有多个名称。 
在特定语境中，“名称”与“同义 
名称”的区别可由属性“首选指 
称”来指定，对于首选名称来说， 
此属性为“真”，而对于所有的 
“同义名称”来说，则为“假”

0, 2, 1.2.1来自管理项的路径
1161X1(管理项）”.“以爪/乃/对61161X1 ⑺ 12把打（管理项语境），’.“丁01：111111010扣&1 &1- 

1X7(术语条目）”.“【6加』'613^7 1312^11^^65 (术语条目语言)”.“ 1^X1职9^ &011011 (语言块）”. 
“2332716 6111X7 I名称条目）”。
0.2, 1.3语境名称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语境 “(管理项的）指称”.“名称”
注：这里所提及的“管理项”是语 
境自身，而不是关于提供语 
境的管理项

语境名称

定义： 对使用或产生名称和〆或同义名称 
的应用环境或应用规程的指明或 
描述 -
注：本标准的最新版本把指称与描 
述作了区分+

语瑭:使用名称或定义的论域 
名祢:在一个特定语境（此处关 
于该语境的语境很可能就是该 
注册系统）肉确定给一个管理项 
(在此场合为语境）的名称

语獍：使用名称或定义的 
论域
名#:在一个特定语境（此 
处关于某个语境的语境是 
语境在其中得以使用的设 

置）内确定给一个元数据项 
(在此场合为语境）的名称

约束： 条件选 必选 条件选

条件： 对属性“同义名称”的每一次出现来 
说，本属性都是必选的。当属性“名 
称”存在于一个信息交换过程时，本 
属性是必选的

如果相对于某个特定元数 
据项存在着一个以上的名 
祢属性，就是必选的

数据类型： 字符串 字符串 ， 字符串

备注： 为属性“名称”指定'属性“语境”对于 
任何注册机构的注册程序成分来说 
是必选的

作为一个管理项本身，用于一个 
注册系统内部的任何语境都必 
须给出名称和定义。一个语境 
必须自身存在于一个语境之内， 
大多数的语境将很可能就是该 
注册系统（一个语境可以为其自 
身提供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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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1来自管理项的路径
^^，(1111111151：6^6(1 116111(管理项）”(1) , 116111 00加&XI (管理项"语境）”. “0)111；6又1；(语境）”.

1100111:6x1； 3(1111111151:1:31:1011 1600)：(1 (语境管理记录）”.，(^，(1111111151：1&1:1011 1^00：1：(1 (管理记录）”.^(111111113- 

1：616(1 11：6111(管理项）”⑵.^2(1111111131：61~6(1 1X6171 00111：&XI (管理项.语境)”.^ X 6^1111110102103.1 2111:13^(术语条 

目）”.“如732/230/0旦/以卽!]：乂 1姐居II2辟5 (术语条目语言）’’.“1^1祖113^ 5601：1011(语言块）”.“11&1116 6111；17 

(名称条目）”。

注：〜〜第一个“管理项”是所提供的语境;第二个“管理项”是语境自身。

0- 2.1.4语境标识符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5章
V

属性名称： 不支持/^/4境”.“1 吾境管理记录记 

录”.“管理项标识符”

^识符

定义： 11
名1！5或定义的论域

(1^
--4』'卿 \

场

名称或定义的论域 
^标^:在所使用的语境内 

部^予语^的唯一标识符

约束： 叫 1&II 条件1 \

条件：
II㈣ II 擊〆 如果^名^对于它所使用的

语境来^不唯 1，就是必选的

数据类型： % 7”；〆 \、\
―字—符!1」^

备注： 1 \ 讎.
、于^雜‘㈣必

':气-个㈣

闬

顷

0.2, 1.4.1 来自

0, 2, 1.5语境描

|鵠的路径

管理项V纖
,\
’.^^(17711111^7- 1

/ ^ 
^1*1 001110X1 (夕』。

里项语境1。1

章 0空'版卞-:，-、、 / ,
#09版第5章
皆------------------

属性名称： 语境狐 “语境’，；:语境描述” ^
4

4吾境#

定义： 对使用或产^义名 

称的应用环境

明或描述

注:新的元模型把指明 

了区分 ‘

语境:使用名称或定义的

语境雄述:语境的文

^使用名称或定义的论域
^&播述:语境的文本描述

约束： 条件选 必选 条件选

条件： 对属性“同义名称”的每一次出 

现来说，本属性都是必选的。当 

属性“名称”存在于一个信息交

换过程时，本属性是必选的

如果要使用语境名#，就是必

选的

数据类型： 字符串 字符串 字符串

备注： 为属性“名称”指定属性“语境”

对于任何注册机构的注册程序

成分来说是必选的

在03/1 18391本部分的这一

版本中，语境描述和语境名称是 

作为两个分立的属性而存在的

在08/1 18391本部分的这一

版本中，语境描述和语境名称是 

作为两个分立的属性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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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1.5.1来自管理项的路径
^ 116111(管理项）”. “3(&1^/5如'6以 116111 00121:6X1：(管理项语境）” 0

01 2.1.6项标识符-数据标识符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标识符 “项标识符”.“数据标识符” 项标识符-数据标识符

定义： 在一个注册机构内与语言无关

的一个数据元的唯一标识

在一个注册机构内部赋予一个 在一个特定语境内赋予一个元

数据项的唯一标识符

约束： 条件选 必选 ― 条件选 ^

条件： 如果属性“数称

注册机构本

属性就

如果属性名称在一个语境内不 

^唯一的，那么本属性就是必 
\的

数据类型： 字符/撕, ，帝 \ 字％

备注： 唯^示分配 

注注册1

4(1为江何

1111111
1111111111

|麗漏
1 1 , 【参；網轉3钱务樹均4相)鹿辟傳豫潑虐9摄繼 1 稱驅碰

\ 过^名称和/或语瑭名称能 
~消除\个项标识符的必要条 
^从而 ~证这种结合的唯一性

0, 2, 1.6. 1 :

^(111111115

, 2, 1.7 项】

^管^项的路径

管理: 

管理屯
^ 构标识符

㈤'」'-、

/
1”)111151打(？(1、【匕?1 \(1011111^

,\ I
^1:1011 160(|1：(1 ( %

3(管理项识符

：理项管理记录）”. 
” 0

10=12001 版第6： 一2009 V I 2( )9版第5章
1 1 V 緻#戯？纖||11 1

属性名称：
\

1**118 丄加机㈠命 只符” 项缚识符！项注册机构标识符

定义： 数据另3：册的

1 響離詹
|讎糞|

1 分#
&仉构注耻项的

禮禮驗&114論鍾慮』潘窗谬秦猶5鬚较齡#|穿#辨111(祕 ^@綠4货4經奢樹稱搏樹！1

述的）
-个标

08/1 18391第6部分描述 
#)分8 ！̂1注册机构注册项的一

/'标參

约束：
条件^1 身’备\參

'条件： 每一个'符都应指 
明一个

…乂 ^在使用的语境内项标识符- 
^据标识符不是唯一的，那么本 

属性就是必选的

数据类型： 字符串 、 字符串

, 2, 1.7.1来自管理项的路径
^^10.1X1151&V11601(管理项）”.“&&16001(1 (管理项管理记录）”.

：(^\，(1111111131：13,1；1011 只6003：(1(管理记录）”.^3(11X111X151:616(1 116111 1(16111；出61：(管理项标识符）”。

^ 2.1.8版本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版本 “项标识符”.“版本” 版本

定义： 在一个注册机构内的一系列逐

渐完善的数据元规范中，某个数 

据元规范发布的标识

管理项的唯一性版本标识符 元数据项的唯一性版本标

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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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约束： 条件选 - 必选 可选

条件： 当对属性进行了更新，并且这种

更新满足注册机构制定的新版

本维护规则时，则本属性就是必

选的

+擊

数据类型： 字符 字符串 字符串

(12.1.8.1来自管理项的路径

，(1111111131；61：601 116111(管理项）”. “ 3士11！11；31；616(1 11:6111 3(1111111151；1-&11011 16001x1 (管理项管理记录）’’. 

44^111111151：1&11011 116001(1(管理记录）”.“116X11 46111：出61：(管理项标识符）”。

0, 2.2公共的定义类属性 

0, 2, 2, 1定义

,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定义 “（管理项的）定义”.“定义文本” 定义

定义： 表达一个数据元的本质特性并 

使其區刹于所有其他数据元的

陈述

定义：在一个语境内管理项的定义 

定义文本:定义的文本

在一个语境内元数据项

的定义

约束： 必选 必选 必选

数据类型：- 字符串 字符串 字符串

备注： 如果在一个特定语境内给出了一

个以上的定义，那么其中的一个定

义可根据属性“首选定义”为“真”

的设置而被指定为首选的

。2.2, 1.1来自管理项的路径

，，^(1111111151；6^6(1 11：6111(管理项）”.“0(&2以5如一 11：&III 001！如^ (管理项语境）”.“丁61111111010由⑶1 &1- 

117'(术语条目）”.“化打如'22010尽613^7 1紐8⑽辟3 (术语条百语言')”.“乙肛18此86 36011011(语言块）’’. 

(1^111111011 613^，(定义条目）”。

〔2.2.2定义语言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不支持 “语言块”.“语言块语言标识符” 定义语言标识符

定义： 术语条目中所使用的语言的标识符，

它既适用于名称又适用于定义

在定义中使用的语言的标

识符

约束： 可选 可选

数据类型： 字符串 字符串

〔2.2.2, 1 来自管理项的路径

^(1111111151:61601 116111(管理项）”. '对61*6(/ 116111 00加6X(：(管理项'语撞）”.“了过 1^1101081 丑打-

打〆术语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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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2.3定义来源引用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不支持 “定义”.“定义来源引用” 定义来源引用

定义： 定义来源的一个依据 定义来源的一个依据

约束： 以/九 可选 可选

数据类型： 以/八 字符串 字符串 -

(12.2.3.1来自管理项的路径
^7\(1111111131；616(1 116111(管理项）”. “36？！071！以6『6(^ 116111 00加6X1 (管理项'语境）”.“！'61111111010由。&1 211- 

1：1〆术语条目）”.“油710‘12010招'0〆613^7 1^11^113^65 (术语条目语言)”.“ 义出。!!（语言块）”.

11 (16^11111:1011 61^1^ (定义条目）”。

0- 2.3公共的管理类属性 ’
0, 2, 3, 1备注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备注 “管理记录”.“解释性注释” 备注

定义： 数据元的注释 关于管理项的描述性注释 关于元数据项的描述性

注释

约束： 可选 可选 可选

-数据类型： 字符串 字符串 字符串

0, 2.3, 1. 1来自管理项的路径
^^\(1111111151；63：6(1 116111(管理项）”.^3.(1111111151:616(1 11:6111 3，(1111111151；1&11011 戊00：1：(1(管理项管理记录）”。

0, 2, 3, 2注册状态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注册状态 “管理记录”.“注册状态” 注册状态

定义： 数据元在其注册的生存期内状 

态的标示

管理项在其注册的生存期内状 

态的标示

元数据项在其注册的生存 

期内状态的标示

约束： 条件选 必选 可选

条件： 在注册机构所规定的数据元生

存期内，本属性是必选的

%/八

数据类型： 字符 字符串 字符串

备注： 判别注册状态的类型和注册状 
态的确定应当遵循在數据元注 

册规程中所阐述的规则（见 
08/7 18391.6)

0.2, 3.2.1来自管理项的路径
^^\(1111111151；616(1 1161X1(管理项）”，116111 &16001(1(管理项管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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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主管机构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主管机构 “组织”.“组织名称” 主管机构

定义： 对必选属性内容负责的#织 

或组织内部的部门。数据元

就是由这些必选属性的内容 

来规定的

组织：为了某种目的，一个或多个人运

作或指定其运作的一个特定机构架构 

主管:元数据主管中涉及的管理项、联

对必选属性内容负责的组 

织或组织内部的部门。元 

数据项就是由这些必选属 

性的内容来规定的

约束： 可选 /嚅选 \ 可选

数据类型： 字符串 ^^X 字符串

备注： 该组织应当被视
“拥有者” //參/ ^ X \ -

, 2, 3, 4, 1来自管理^

，2,4公共的关系类属性’ 
，2, 4, 1分类方案名称

2001 版 、 2009版第4章^ ,
--------二：2，，，)身

/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分类方案 “(^111 彷赢7. “名称

处提及的类方

理项

分类方案名称

定义： 根据对象的来源、组成、结构、 

应用、功能等共同特征，将对 

象排列或划分成组的方案的

分类引用

分类方案：根据对象具有的共同特 

征,獲对象进行排列或划分成组的 

描述性信息

名#：在一个特定语境内确定给一 

个管理项(在此场合为分类方案）的

名称

根据对象具有的共同特征， 

专门将对象排列或划分成 

组的名称

约束： 可选 条件选 条件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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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条件： 擊 如果分类方案被使用，则其名称就 

是必选的

如果分类方案被使用，则其 

名称就是必选的

数据类型： 字符串 字符串 字符串

备注：- 此定义不指定弓1用是否要依 

名称或标识符而定

.1.1来自管理项的路 

1X011 501161116 116111(分
^103.1:1011 3(21161116(分 
“ &11011

(管理项语境)”.
言）”.“[抓卯明

(管理项分类)”.^018551^10&- 

-类方案从属关系V“01狀二 
4(分类方案管理记录）”.

1^61X1 001116X1：

7313^03^*65 I术语条目语

, 2, 4, 2, 1来自管理项的
11:601(管理’

501161116 1161X1(分类方案顼）”. 
〔2.4.3分类方案类型名称

^0^110X1 (管理项分类)”.^ 0151551^10&11011 
挪邮、分类方案从癘关系')”。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不支持 “分类方案”.“分类方案类型名称” 分类方案类型名称

定义： 擊 分类方案类型的名称 分类方案类型的名称

约束： 条件选 可选

条件： 以/八 如果出现有分类方案，则分卖方案 
类型名称就是必选的

鱗

数据类型： …八 字符串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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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4, 3, 1来自管理项的路径

’ 1161X1(管理项）”.^111111151:616(1 116X11 ^355；&2^01！(管理项"分类）”. “ 01&53出(^100

501161116 116111(分类方案项）”.1101&351-1108.1:1011 50/]6106 10610661~5/!1^3、分类方案从属关系 V’。

(12.4.4分类方案项类型名称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不支持 “分类方案项”.“分类方案项类型名称” 分类方案项类型名称

定义： 以/八 分类方案项的类型的名称 分类方案项的类型的名称

约束： 可选 可选

数据类型： 字符串 字符串

0, 2.4, 4, 1来自管理项的路径

^^，(1111111131；616(1 116111(管理项）”. “3(&1/加.5亡116111 0！355扭(：36(10 (管理项"分类）’’。

0 2.4.5分类方案项值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关键字 “分类方案项”.“分类方案项值” 分类方案项值

定义： 用于数据元检索的一个或多 

个有意义的字词

分类方案项的一个实例 分类方案项的一个实例

约束： 可选 可选 可选

数据类型： 字符串 字符串

备注： 本属性可作为记录的关键字 

(搜索键)与所研究的数据元 

相关联

08/丁 18391. 3的2009版视关键字

为一个的分类方案类型，即作为分

类方案项值来表现的特殊关键字

03/1： 18391. 3的2009版

视关键字为一个的分类方 

案类型，即作为分类方案项

值来表现的特殊关键字

0- 2, 4, 5, 1来自管理项的路径

，^(101111151：61，6(1 116111(管理项）”. “3^111111131；6代(1 11:6111 01&55迅03^011(管理项分类）”。 

(12.4.6相关元数据引用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相关数据引用 “管理记录”.“管理注解”或“管理记录”.“解 

释性备注”或“引用文挡”.“弓1用文档标识符”

相关元数据引用

定义： 数据元与相关数据之间

的引用

管理注解：关于管理项的概要性注释 

解猙性备注:关于管理项的描述性注释 

刃用文趙:为查阅一个主题提供相关细节的 

一份文档

引用文档标识符:引用文档的一个标识符

从一个元数据项到另. 

—个元数据项的一个 

引用

约束： 可选 可选 可选

数据类型： 字符串 字符串 字符串

备注： 如果本属性存在，则它

应当与属性“关系类型” 

作为一对属性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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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4.6.1来自管理项的路径
对于“一111！11〗31；1^：卜6加1：6(管理注解），，：
^^(11111X1151:616(1 管理项）”.“汪(1111111131：61：6(1 116111 10001：(1(管理项管理记录）’’0

对于“6X^)1^131:01:7 001111X16111:(解释性备注）”：

“八11：6111(管理项）”. “21(1111 ㈤311616(1 116111 &(1111111151181:1011 化003：(1(管理项管理记录）”。

对于“16(6161106 (^00111116111； 146111；1(引用文档标识符）”：

^^^111111151:61601 1芘111(管理项）”.“1^63：61106(引用）”。

〔2.4.7关系类型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关系类型 “引用文档”.“引用文档类型描述” 关系类型

定义： 数据元与相关数据之间关系特

征的一种表达

与另一个数据元概;^相关联的类型 

描述,关联表现为本数据元概念去 

修改另一个数据元概念、被另一个 

数据元概念所修改，或者以别的方

式连接

由相关元数据引用标识的

关系类型的描述

约束： 条件选 条件选或可选 条件选

条件： 若属性“相关数据引用”存在，则

本属性就是必选

如果使用引用文档，则“引用文档类 

型描述”就是可选的

若属性“相关元数据引用” 

存在，则本属性就是必选的

数据类型： 字符串 字符串' 字符串

备注： 关系类型的示例有：

“…的限定符”、“由…限定”、“…

的主体”、“…的部分”、“物理条 

件”、“外部引用”、“更高级的标

准”、“数据元概念”

见0.2, 4.6相关元数据引用

〔2.4.7, 1来自管理项的路径
^^1X115^(1 1仏111(管理项）”.“代：^61106(引用）”。 

0, 2.5规定数据元概念的属性 
0, 2, 5, 1对象类名称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不支持 “(管理的)指称”.“名称”

注.-适用于此处的管理项是对象类

对象类名称

定义： 数据元概念对象类:关于数据元概念 

的一个对象类的指称

名称.-在一个特定语境内确定给一个 

管理项(在此场合为对象类）的名称

关于数据元概念的一个
对象类的指称

约束： 以/八 - 可选 可选

数据类型： 以/八 字符串 字符串

0.2.5, 1.1来自数据元概念的路径
“0313 2161116111： 00X1061)1(数据元概念）”.“也切6161116111： 00X106^1 0^601； (数据元概念对象

类）”. “0切601： 01狂55(对象类）”. “01^01： 01&55 &(111X111131:]：81：1011 2^001(1(对象类管理记录）”.“八- 

11011尺6001(1(管理记录）”.“八4111㈤51=616(1 116X11(管理项）”.“以朋’乃以&阳/ 116111 00加6X1 (管理项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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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运 1.0&1 丑111：1：7(术语条目）”.“化，瓜匕。/。办⑷ 
语言块）”.“皿服6111；17'(名称条目）”。

2.5.2对象类标识符

1312居113轻63 (术语条目语言)”.“ 1^11运0吨6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不支持 ‘ “管理记录”.“管理项标识符”

注:适用于此处的管理项是对象类

对象类标识符

定义： 擊
^ /1

机枸内部
赋予—个管理项对象

X

赋予一个数据元蘅念的对

象类标识符

约束： 可选 -、V可选

数据类型： ^ //鮮 字符串 \ 、串

，2,5,2, 1来自数据
^1)3.13, 2161X16111：

9 ”. “0扮奶01^33(

，2, 5, 3特性名称

0-0110切6(：\0。31数据元概念对象

012.5.3. 1来自数据
“0咖五 16016111： 0。！？

“？]：00611：7(特性）”.“以0口61、 

记录)'“八(11X1㈤5丈6163 1她1

2111:1^(术语条目）”.^^111111010^1 

“11&1116 6111；1：7(名称条目） 

(12.5.4特性标识符

數据元概念特性)”. 

16001(1 (特性管理记录^6.^^13113X10X1 1^6001(1 (管理 
(管吾境)”.“丁6皿111010扭211 

^^)3\ 3604011(语言块），’.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不支持 “管理记录”.“管理项标识符”

注:适用于此处的管理项是特性

特性标识符

定义： 管理顼标识符:在一个注册机构 

内部赋予一个管理项（在此场合

为特性）的标识符

赋予一个数裾元概念的特 

性标识符

约束： 可选 可选

数据类型： 字符串 字符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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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1来自数据元概念的路径
“0扣3 ^161116111： 00X10印 1(数据元概念）”.^ 6.&1& 6161X16111； 001X0印1：(数据元概念特性）”. 

“？特性）”.3(^111111151:131:1011 3：6001(1(特性管理记录）”。
0.2.6规定数据元的属性 
0.2.6, 1表示类别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表/下类别 不支持

定义： 用于表示驗^的符号、字符或其他 擊
、X

”/八

约束： 擊' \ 擊

数据类型： 疆/ 付/允 \ \ 擊

备注： ！

//^

’ 别应

可/用作氧 

撕 
/—字符/ 
^注册出版4 

——条码表

——图形表

/大別的^体：、 

小―；?、（130/11:(： 6！0 
巧“-法⑽义」 

):/

水？人（幻7 0)1 -

1

0, 2, 6.2儀 一』1 ^

11 20018籮綠 ，-- --
讓/ / 200 3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 -- 7 -
属性名称：| 表^形式

11)1

、 、、

？ 1^4)1)厂-此处
'“名称” 1 I
旳管理项是#示类#

表示类

定义：’ 表示形趴
歡码'

的名称戍

‘文水”、“％标” 济称：迮一个^

雜錄1 3

定语境#定^个 

含为表#)6#称

数据元表示的类的 
'名称

约束：
1/ 可选 1 / / 可选

数据类型： 字符 字符串―乂 /1， 字符串‘

备注： 1.见关适用术语

(“特性词词―. 

2-示例1：对于生地代码”的
数据元来说，本属性;

3, 示例2：对于数据元“产品描述”来

说，本属性相当于“文本”。
4, 示例3：对于数据元“托运物重量”

来说，本属性相当于“数值” 、

13.1.4 关于表示类词的列 
表见4,13.1.4

〔16.2. 1来自数据元的路径
“031& 2161X16X11：(数据元），’.“也亡3 61 已 1X16111 0』355 (数据元表示类）”.“尺叩1：656111：狂1：1011

01^53(表示类）’’.“八只6001(1 (管理记录）’’.^^(1111111151:616(1 1如111 (管理项）’’.

11:6172。。加6对（營1理项'语境），’.“丁^：111111010#(^1 2x11:17 (术语条目）”-“如顶匕以明7^ 611^ 1紐邑0吨63 

(木语奈百语穿)”.“[抓糾吨6 36出011(语言块）”.“II㈣6卽打〆名称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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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3值域名称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不直接支持 “(管理的）指称”.“名称”

注:适用于此处的管理项是值域
值域名称

定义： …八 值域:允许值的一个集合。它提供表 

示，但并不隐含与值可能关联的数据 

元概念，也不表明值的含义。

名称:在一个特定语境内确定给一个 

管理项（在此场合为值域）的名称

为数据元提供表示的

值域的名称

约束： 必选 可选

数据类型： 字符串 字符串

备注： 最近似等价的是“数据元允许 

值”，但这个实际上表示的是值

0, 2, 6, 3, 1来自数据元的路径
“0&11& 21&1116111：(数据元）”.“也❽6161116111： 2：6^65612^1011 (数据元表示）”.“001X1^11(值域），’. 

“现100 (101X18111 &(值域管理记录）”.只6001：(1 (管理记录）”.“八(1 - 

111111151：63：6(1 116111(管理项）”. “3—4^62以！丈6111 001^6对（管理项"语境）”.“ 丁61！！1〖110102论31 2111：1〆术语 

条目）”.“如初/皿/。沿’⑶/ 611^ 1311^113^65 (术语条目语言)”.3601丨011(语言块）”.“11&1116 611- 

灶〆名称条目）”。

0 2.6.4值域标识符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不直接支持 “管理记录”.“管理项标识符” 值域标识符

定义： 職 值域:允许值的一个集合。它提 

供表示，但并不隐含与值可能关 

联的数据元概念，也不表明值的

含义
管理项标识符:在一个注册机构 

内部赋予一个管理项（在此场合 

为值域）的标识符

为数据元提供表示的值域 

标识符

约束： 擊 必选 可选

数据类型： 字符串 字符串

备注： 最近似等价的是“数据元允许 

值”，但这个实际上表示的是值

0.2, 6.4.1来自数据元的路径
“0&11& 2101116111：(数据元）’’，“也玄3 6161X1612玄 ^^8^111^1:1011 (数据元表示）”.&1^6 1)0X11 以 11(值域）”. 

“乂丑106 (^01118111 &(11111X1151:111011 值域管理 1 己录)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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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6.5数据类型名称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名称” 数据类型名称

定义： 表示数据元值的不同值的一个

集合

数据类型:一些可區分的值的集合，这 

种区别由这些值的特性以及对这些值 
的运算所表征

数据矣型名称:数据类型的一个指称

数据类型名称：数据 

类型的一个指称

约束： 必选 必选 条件选

条件： 如果既不规定值域名

称，也不规定值域标

识符，则为必选的

数据类型： 字符串 字符串 字符串

备注： 示例：可能的实例为：“字符”、 

“序数”、“整数”、“实数”、“比例 

数”、“二进制数”、“有理数”。

注:示例显示了属性是由数据类 

型名称预示的，反之定义暗示了

数据类型是值的一个集合

在元模型中，数据类型是值域的一个 

属性，不直接作为数据元的属性

(12.6.5.1来自数据元的路径
2161116111；(数据元）”.“也岱 &161X16111 &86111&11011 (数据元表示）”.“\^1此00脱；11(值域）”.

“财1116 (101X1&111 (131；站7116(值域数据类型)”。
0 2.6.6数据类型模式引用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不支持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模式引用” 数据类型模式引用

定义： 抖/众 标识数据类型规范来源的一个依据 标识数据类型规范来源的一个 

依据

约束： 必选 条件选 +

条件： 擊 如果规定了数据类型名#，则为

必选的

数据类型： 字符串 字符串

备注： 在元模型中，数据类型是值域的一个

属性，不直接作为数据元的属性

0.2, 6.6.1来自数据元的路径
“13&垃2101116！！！：(数据元）”.“也岱 &1&1716111： 1-6^1*656^！^3？！023 (数据元表示）”.“~^106 001X13111(值域）”. 

“卿106 (10111&111 331^1；沖6(值域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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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7最大长度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数据元值的最大长度 “值域”.“值域最多字符数” 最大长度

定义： 表示数据元值的（与数据类型相

对应的)存储单元的最大数目

用于表示数据元值的最多字符数量。 

注:仅适用于字符型的数据类型

表示数据元值的（与 

数据类型相对应的） 

存储单元的最大数目

约束： 必选 可选 可选

数据类型： 整型 ^ 整型

备注： 1.示例

对于数

性“数

并

为“:

数据元
⑽/字符。

12. 据元值的』

两个属性表
緣參的”(最大长

还是“可变 
^小长度不同）

来说，属

3例为“字符”， 

^诎耵大6 

/''那么“发 
人不疢赵

1人和仏小炉^ 
3)】放把兀,〆:：

2 1 叫'’

不》

用〒

厂

爨

1严格等
尸字符型的数据^

，-7厂

最仅适

1

0.2, 6, 7, 1 来』

^1) &13. 61611161

(12.6.8最小长

数^6的路径

元）”.“山
\

13 0101116111 1^ 1)*1

|1|#纖轉凝竭畢

))

…” #00(数据五

表示')”。1 1

糧- 胃版第6 0 2009版纪 4章〆 ’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数小书 7 ^长度

定义： 表示与数据类型相对应的）

存储单

^示数据元值的（与数据类

型相对应的）存储单元的最

小数目

约束： 必选 ^ 擊 可选

数据类型： 整型 整型

备注： 1. 示例1：

对于数据元“产品描述”来说，属性“数据 

类型”的实例为“字符”，并且属性“数据元
值的最小长度”的实例值为“10”。那么“产 

品描述”的数据元值最小不应少于10个

字符。

2, “数据元值的最大长度和最小长度”这

两个属性表明数据元值是“不变的”（最大

长度与最小长度相等）还是“可变的”（最 

大长度与最小长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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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9 表示记法

数‘元翁\

\^^01版第6章 200^第4 #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数据元響 见值 等价效能见值域

定义： 根据相应属定的表示形5、格. 

式、数据类型和度而决定,
的数据元的允许实例表示的集合。该 

集合可以根据名称、引用来源、实例表

达的枚举，或者根据实例生成规则来

规定

约束： 必选 以/八 擊

数据类型： 字符串 擊

备注： 当数据元允许值是编码表示的枚举形 
式时，每一个数据元值及其实例都应当 

成对表示



08/7 18391.3—2009/180/11:0 11179-3:2003

0, 2.7规定概念域的属性 
0, 2, 7, 1 维度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不支持 “概念域”.“维度” 维度

定义： 适于某一概念的维度 适于某一概念的维度

约束： 以/八 可选 可选

数据类型： 字符串 字符串

备注： 例如：长度、质量、速率、货币 例如：长度、质量、速率'、

货币

0, 2.8规定值域的属性 
0, 2, 8, 1数据类型名称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见“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
(0.2, 6.5)

“值域”.“值域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名称”

数据类型名称

定义： 以/八 数据类型：一.些可区分的值的集合，这 

种区别由这些值的特性以及对这些值

的运算所表征

数据卖型名#:数据类型的一个指称

数据类型名称：数据类

型的一个指称

约束： 必选 必选

数据类型： 字符串 字符串

0 2.8.2数据类型模式引用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不支持 “值域”.“值域数据类型”.“数据类 

型”.“数据类型模式引用”

数据类型模式引用

定义： 标识数据类型规范来源的一个依据 标识数据类型规范来源的一个

依据

约束： 必选 可选

数据类型： 字符串 字符串

0 2.8.3度量单位名称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不支持 “值域”.“值域度量单位”.“度量 

单位”.“度量单位名称”

度量单位名称

定义： 一个度量单位的名称 一个度量单位的名称

约束： 可选 可选

数据类型： 字符串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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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9规定允许值的属性 
0, 2, 9, 1 值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见“数据元允许值”(0.2, 6.10) “允许值”.“许可值”.“值”.“值项” 值

定义： 以/八 在特定值域中某值含义的一个 

表示。实际的值

在特定值域中某值含义的一个

表示。实际的值

约束： 擊 必选- 必选

数据类型： 字符串 - 字符串

备注：

(12.9.2允许值起始日期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不支持 ‘ “允许值”.“允许值起始日期” 允许值起始曰期

定义： 擊 值在值域中得到允许的日期 值在值域中得到允许的日期

约束： 可选 可选

数据类型： 日期型 日期型

(12.9.3允许值终止日期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不支持 “允许值”.“允许值终止日期” 允许值终止日期

定义： 擊 值在值域中不再允许的日期 值在值域中不再允许的日期

约束： 1^1/久 可选 可选

数据类型： 以/八 日期型 日期型

0.2.10规定值含义的属性 
0.2.10.1值含义描述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不支持 “值含义”.“值含义描述” 值含义描述

定义： 擊 值含义的一个描述 值含义的一个描述

约束： 必选 必选

数据类型： -擊 字符串 字符串

0.2.10.2值含义标识符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不支持 “值含义”.“值含义标识符” 值含义标识符

定义： 一个值含义的唯一性标识符 一个值含义的唯一性标识符

约束： 擊 必选 可选

数据类型： 以/八 字符串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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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0.3值含义起始日期

2001版第6章 2009版第4章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不支持' “值含义”.“值含义起始日期” 值含义起始日期

定义： 擊 值含义在概念域中生效的曰期 值含义在概念域中生效的日期

约束： 可选 可选

数据类型： 擊 日期型

12.10.4值含义终止日期
2001版第褒# ^ 2009 V 2009版第5章

属性名称： 不支持/講 “值含义”.“值含义终止日 值^终止日期

定义， 難-〆 4.1；，-守为气㈣！:，)‘、、 ^ \含义^失效的日期

约束： 擊
士蘭纖繼 1 讎懸讎磁 1
1-11 \
藤篇観徽纖讎搬跋纖徽纖II纖 可\ \

数据类型： 擊㈣ 日蟑\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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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50/120 XII 9007：1987信息处理系统概念模式和信息基础的概念与术语 
9007提供了基于概念建模的信息。

〔2〕08/7 16647—1996信息技术信息资源词典系统(1尺03)框架0办130/120 10027：1990) 
08/1： 16647—1996描述了建模层级的概念。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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