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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RFID 技术的图书馆智能图书采编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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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广东 深圳 518029
摘要：文章阐述了无线非直接接触自动射频识别（RFID）技术应用到图书馆智能图书采编工作中
的必要性；分析了图书馆智能图书采编系统的功能需求及整体设计；论述了此系统基于藏书剔除、文献
采访、数据采编及优化采编工作等方面的技术实现；最后探讨了基于 RFID 技术的图书馆智能图书采编
系统的服务创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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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telligent Book Editing System in Libraries Based on RFID
CHEN Yu-qi
(Library of Shenzhen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29,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d the necessity of applying RFID to intelligent book editing system in
libraries; analyzed the function demands and overall design of intelligent book editing system in libraries;
argued the technological realization based on leaving out stock books, document acquisition, data editing and
optimization; at last discussed the innovative trend of this system based on R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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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1 世纪新信息技术的推广及快速发展，与

点，已被大量图书馆智能信息服务者探讨应用。特

其相关的各项新技术也得到了有效利用，并被推广

别是 RFID 技术中的数据采集统计功能，更是被很多

到人们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图书馆信息化就是应

院校图书馆及科研单位研究使用[2]。图书馆图书管理

用新技术中的计算机及互联网技术，把馆藏资源及

者使用 RFID 技术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其工作效率，

管理资源进行信息化数字化处理，使读者更好地使

同时还能大大增强阅读者对图书的使用效率。

用图书馆馆藏资源，并得到智慧化、个性化的信息

1 图书馆采编系统应用 RFID 技术的必要性

服务

[1]

。 无 线 非 直 接 接 触 自 动 射 频 识 别 （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技术可以很好地实现
图书馆此功能需求。

1.1 实现图书采编智能化的需要
图书馆员整理图书要对图书进行分类、借还管
理、检查图书及排架等，要花费很多时间，常易出

现代信息科学不断变革进步，RFID 技术可以显

现问题。RFID 技术让图书馆改变原来的模式，让高

示其应用系统的智能化科技水平。随着 RFID 技术

科技和以前人们的管理方法相辅相成，图书采编智

在各个方面的大规模使用，其技术发展程度已达到

能化，大幅度缩短时间，提高效率。

成熟阶段。RFID 技术由于具有非直接接触、信息存

1.2 提高馆藏图书管理水平的需要

量大、多方向辐射、数据的输入输出快速等显著特

RFID 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新出版的书籍，尤其是
外文出版物。这种标签及扫描仪价格都不贵，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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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 RFID 技术会风靡全球[3]。RFID 技术在资源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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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及图书借还等过程中都能很好实现智能管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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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对馆藏图书的管理水平[4]。

构主要有 3 层结构，具体如下图 1 所示。层层直接

2 基于 RFID 技术的图书馆智能图书采编系统设计

相互作用、互相影响，共同完成系统功能。

2.1 系统的功能需求
图书馆智能图书采编系统由 5 个功能模块组成。

⑴硬件层：此层主要由一些信号传达网络架设
等设备组成。⑵逻辑层：又名定位引擎层，主要为

这个模块主要是完成对新书的预订，

上层提供硬件设备需要的内容，还要对上层设备完

工作人员把订到的新书保存到书库里。在这个环

成管理。通过把上层要表达的信号传达出来，以检

节，书本信息的准确程度，是实现整个系统管理的

查信息是否安全，并筛选信息。本层计算方法需完

重要因素。

成想要计算的位置，同时还要为下层供应 API（应

2.1.1

预订

新书到达图书馆后要对其进行检查，

用程序接口）。⑶应用层：完成系统和读者的交互

主要是检查数量、质量等。这个模块对已经检查过

接口，还有系统和 RFID 设备的交互。首要是满足

的书籍，自动把书本转移到登录库，而且通过对预

读者的需要，使图书馆更加多样化，保证数据库的

订书本的检查、标记等证明这本书检查过了。

安全性。

2.1.2

登录处理，可以把检查过的预订书本

这些作用都不需要进行人为操作，因此使繁琐的工

图书数据库

置，并且可以清楚知道哪些书本已经登录 [5] 。上述

图书检索

生成一个号码，把那些登录过的书本放在指定的位

其他应用程序

登录

综合操作平台

2.1.3

核对

应用层

作也能迅速完成，人们只用在登录库中查找编码，
系统就会提示这种图书大概在什么位置，然后再根
据提醒一步步完成。这个功能可以免除人工计算的
繁琐，完全可以通过计算机把结果快速精确地计算
出来，非常方便，让工作人员不用再大量劳动。
2.1.4

编目

这个模块是依据国家规范即《普通图

程序接口

数据过滤

位置计算

设备驱动

数据转换

数据校验

逻辑层

书著录规则》来完成的，而且对某些项目进行完
善。除了上面所描述，编目处理可以把所需要的新

RFID 标签

书架

计算机

硬件层

书内容打印出来，完全由机器代替了以前的人工劳
动。另外，编目处理模块还能把检查过的图书自动

图 1 智能图书采编 RFID 系统软件框架结构

归库，从而完成了人们从买书订书到检查处理的所

3 基于 RFID 技术的图书馆智能图书采编系统的实现

有步骤，这样让图书馆管理更加全方位全自动。从

RFID 技术在图书馆内得到了广泛使用，是图书

编目库到母库的这些书本，依据国家规范可以打印

馆采编工作智能化的强大科技后盾，是图书馆采编

通报，也可以打印新书卡片。

工作管理手段变革和管理技术进步的有力工具，是

2.1.5

采编工作在图书馆藏资源建设中的可靠保障 [6] 。故

查询

图书馆大部分任务都需要通过查询操

作来完成。图书信息查询模块主要有 2 个方面的优

RFID 系统的实现是图书馆采编工作的重中之重。

点：⑴查找新书。人们想知道这个图书馆都有哪些

3.1 实现藏书剔除及文献采访工作

新书，可以在预订库里通过按征订编号、标准编

本文设计的基于 RFID 技术的智能采编系统为

号、书本名称来查找，只要输入上面编号的其中一

图书馆图书储存及剔除和文献资源采访提供了积极

个，便能知道该图书馆有没有预订这本书。⑵查看

的指导作用。

书本有没有到图书馆。通过检索书的编号或者通过

美国霍利斯在 1725 年首次明确藏书剔除工作是

检索书中的章节内容来进行查找。不同段落越多，

馆藏资源建设的关键部分，并强调此工作完成的好

检查的准确性也就越高。通过索书号查找，还可以

坏将影响图书采编工作的顺利进行 [7] 。现代信息知

通过个别词查找到书本，如果人们记不清书本的全

识的不断迅速更新及新旧知识的快速交替，导致图

名，能通过输入记到的个别词语，也能找到这本书。

书馆员只有及时预订最新图书资源同时淘汰掉旧的

2.2 系统的整体设计

文献资源，才能使馆藏资源始终有强大的吸引力。

图书馆智能图书采编 RFID 系统的软件框架结

由于图书馆业务工作较多且繁琐，图书文献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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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统计更新不及时，导致文献资源的剔除不合

图书，这样工作量是极其地繁琐。RFID 技术改变了

理，最终不能把图书馆资源的价值完全为读者所利

旧的图书级别分类方法，利用 OPAC 的文献导航定

用。基于 RFID 技术的图书管理系统准确剔除图书

位功能，使用户将很快找到其要读之书[8]。

的标准是资源被点击阅览的次数，此 RFID 技术在

4

图书馆的应用推广为图书文献资源的建设和管理工

创新

作提供了创新源。

4.1 建立专业化的采编人员

基于 RFID 技术的图书馆智能图书采编系统服务

图书馆文献采访困难在于没有准确的用户需求

图书采编人员的专业化程度也会严重影响图书

信息综合数据。基于 RFID 技术的图书查询及统计

的采编质量，采编人员的能力素养不但要求专业化

处理模块能准确地显示文献被查阅的时间和次数，

的学科知识、一定程度的外语技能等，还必须具备

从而能详尽地预测图书用户个性化读书行为及喜好

较高的职业道德，利用 RFID 技术可以随时监控文

需求，为高效准确地采访图书资源提供依据。其

献图书的去向。故采编人员必须要能掌握并使用此

中，期刊类资源的借阅次数是 RFID 系统统计模块

技术，跟进技术的进步。对于图书采编人员首先要

设计的困难，这是因为这类资源只在图书馆内阅

实时更新资源管理模式和方法，提高教育水平，学

览，读者借阅图书时没有数据显示，故每次预订这

习图书馆文献资源管理理念和互联网技术，最终达

类期刊尤其是单价较贵的国外期刊时没有可靠的借

到熟练使用 RFID 技术的要求。采编人员优化工

阅次数统计数据。本文设计的智能图书采编 RFID

作、减少错误，读者才能得到高科技、智能化的个

系统采用的是文献被借阅的报表，此统计分析报表

性服务。

以期刊被用户访问点击次数作为标准排列资源，图

4.2 创建采编数据平台

书馆员能清楚地看出需要淘汰哪些资源及将要预购

图书馆图书采编工作的重点在于数据信息统

何种期刊。同时，此 RFID 系统还具有收集用户阅

计，即按照读者的信息资源需求及个人喜好来统计

读爱好相关信息的功能，为采编者进行图书建设提

数据分布，根据统计数据分析读者的借阅情况，最

供全方位的参考，从而大大提高个性化服务能力。

终实现图书期刊文献资源的使用价值。RFID 系统首

3.2 实现采编数据的可控化

先利用其采编数据平台实时统计图书期刊资源的阅

图书编目工作易出现索书号与书名不相符、电

读次数及借阅时间，然后使用其数据分析功能来预

脑书名信息有错别字、书名条形码和书目不一致、

测图书采编需求。通过 RFID 系统提供的用户信息

图书摆放混乱等问题。RFID 系统要求所有图书文献

需求，采编人员对数据信息进行多角度全面地分

资源必须以数据信息顺架摆放，故其对图书编目信

析，恰如其分地使用资金制定合理的采购计划，最

息有极高的要求，特别是系统内自动借还书模块的

终把购置资金用在需求量最大的文献资源上。学

顺利完成需要非常正确的信息。这需要馆员对编目

生、教师和采编人员也可以在此采编数据资源平台

信息进行多次审查及核对，才能进行数据信息的相

上进行信息分享，使大家掌握最前沿的信息资源需

互关联。对于已经上架的图书也要求多次审核，有

求，使采编人员更实际、更专业地为读者提供图书

问题及时下架重新编目处理，最终要求编目的数据

文献资源。创建智能图书编目数据平台，实现图书

准确无误。利用 RFID 系统可以全面审核已经编目

采编的规范化、程序化和标准化，是 RFID 新技术

的图书数据信息，及时纠正出现的错误，实现编目

下图书智能采编工作的巨大创新。

数据在系统内可控。

4.3 创新立体式图书采编新方式

3.3 优化采编工作

图书馆智能图书采编 RFID 系统创新性地变革

图书馆传统的图书采编工作有相当多的流程和

传统图书采编模式，创建现书采购、书名采访、馈

要求，故很容易出现漏洞错误。智能化图书采编

赠、网络采购及期刊征收等多层次、多方位、多渠

RFID 系统按照采编要求简化采编流程，并完善其细

道的立体式图书采编新方式。此图书采编方式可以

则要求，最终使采编工作能够实现现代化数字化管

最大程度地集合资源，可以为资源集中分配提供可

理要求。基于 RFID 技术优化后的采编工作流程为

能性，最终保证采编的图书种类及数量大大地满足

图书预订、校验验收、移送藏馆。传统方法要求图

读者连续性、全面性的要求。立体式图书采编方式

书必须按最详细的分类法对图书进行分类才能排架

信息量较大、专业局限较小、速度更快，能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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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学刊,2012(2):94-95.

资源。数字化的图书馆藏资源能够实现电子化网络

[3] 熊筠.基于 RFID 技术的图书馆采编工作[J].学园,2015(6):196.

服务，实现计算机读取书目代替人工，实现网络化

[4] 肖亚迪,李俐萍,徐帅,等.基于 RFID 技术的高校智能图书馆管理系统

收集和处理信息的目的。
5 结语
图书馆智能图书采编是基本业务，更是提高图
书馆服务能力基础，图书资源的高水平服务需要采
编为基点。把 RFID 技术应用到图书馆智能图书采
编管理工作中，为采编事业提供了新的动力，为采
编部门自动化发展进步提供技术支持，最终最大限
度地提高图书资源的共享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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