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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测试概况与进展 
 



2010年百年校庆前夕，为即将落成的文科新馆RFID方案提供决
策支持。2010年6、7月共有4家公司的RFID设备参加测试,3M/海
恒/阿法迪/远望谷。最终选择了远望谷UHF的标签、设备和管理
系统试点应用。 

 

优势：标签隐蔽性好，识别率高 

                RFID图书管理系统完善 

磁条和标签并存同时生效 

  

2012年1月至今，在逸夫馆新书及常用书阅览室进行RFID测试应
用。收藏近两年的中外文科技新书及使用频率较高的中文科技
常用书3.5万册，全部实行开架借阅，室内设有168个阅览座位。 

               RFID试点应用背景 



测试重点 

 

读者应用端： 

自助借还的准确性、方便性和友好型 

 

馆员应用端： 

阅读器的读写效率，误读现象是否严重？ 

标签转换系统、馆藏管理系统（顺架、盘点、倒架）
是否准确简便？ 

是否可以保持精细排架？ 

工作模式如何重构？         

            

 

 
 

 

   

      



1、注册系统及盘点车功能 2、自助借还书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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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图书智能管理系统 

            RFID测试的内容 

新
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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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内容充分 

 提出有效改进建议、摸索出工作窍门 

4、双标签监测门 



清华大学图书馆的RFID测试的进展  1 

馆藏层数：1048层，21排，A、B两面，3-4架/面  6-7层/架 

注册新书：62188册。2013年初，38825册，目前累计增加23363册。 

在库：35557册，退库：26631册。 

总借量：65963册次      

  RFID出借量：40770册           比例：61.8% 

总还量：64988册 

  RFID还书量：10948册            

 其他通还点还本室图书量：15294 

 人工还书数量：38746 
 

  截至2014年6月24日 



 

1、多次清点测试，安装键盘仿真和数据同步程序 
 

2、更换为三代标签，比较二代标签和三代标签的性能差别 

 

3、远望谷RFID应用程序升级，功能有所提升 

 

4、强制定位模式下，标签注册和图书上架流程的创新 

 

5、双门禁检测门功能测试，RFID标签检测准确，软件报警准
确。磁条误报频繁，不可用，返厂。公司最近报告说双门禁
功能基本可用，对国产磁条检测效果好，对3M磁条检测效果
达到95%，综合效果达到100% 

 

 

 

 
 

 

 

 

 

 

 

 

 

 

 

 
 

清华大学图书馆RFID测试的进展  2 



首次清点，阅读器误读情况严重，盘点车馆藏管理软件
功能不方便。核对清点结果时，发现INNOPAC系统图书
状态和实际情况不一致。 
 

分析原因：人工借还图书没有修改标签安全位，
INNOPAC借还数据没有写入RFID数据库。 

公司反馈：没有安装键盘仿真程序，人工借还图书标签
安全位未改写，借还状态未更改。 
 

 

 

2013年7月的改进工作： 

安装XC-RF811读写器、键盘仿真程序、数据同步程序 

改进阅读器、图书标签由第二代改为第三代 

更新盘点车软件，RFID管理软件 

1-1馆藏清点及安装键盘仿真等程序的背景 



测试目的： 三代标签抗磁条干扰性好，便于阅读器识别 

测试区域：新书及常用书阅览室 TH126---TM62 

测试规模：共6架图书  约1500册 

具体安排： 

             远望谷公司负责完成原标签“灭活”处理 
        勤工助学同学将图书下架按顺序装车 
        安装三代标签、注册、上架、定位   

                                         
 

1-2更换三代标签，比较二代和三代标签性能差别 



1-3    应用程序升级—标签转换、馆藏管理、后台管理 



1-3  应用程序升级—标签转换、馆藏管理、后台管理 



 

1-3   应用程序升级—标签转换、馆藏管理、后台管理 



1-3  改进阅读器，同步数据，再次清点 

   2013年 10月18日到10月21日： 

  阅览室对外文图书（共4076册）进行清点： 
> 正确在库 3654 
> 外借           79 
> 错架           230 
> 在他库       23 
> 状态不明   90（含预约书）。 

 

 
 



产生新问题：清点结果与实际情况有差异 

• 2012年1月，测试之初，RFID管理系统、后台数据
库和自助借还程序都安装在一台机器上。 
 

• 2014年2月，机器电源出现问题，于是将自助借还
程序和RFID管理系统、后台数据库分离，迁移RFID

管理系统至一台新的服务器。服务器迁移之后，再
次盘点，发现数据对不上的大幅上升。至今问题未
解决。 
 



应用程序—标签转换、馆藏管理、后台管理 



管理界面的层位管理有误（1排A面1架4层） 

 





清点数据与实际情况不一致 

• 2014年1月进行每年一次图书退库，约12546册调整出库。
退库后阅览室库存图书28660册。并在假期中2人利用一天
时间完成全库清点。但在分析盘点结果时发现一些问题，
如下： 

• 盘点管理系统显示应在库图书41236册，盘点到正确在库图
书36488册。大大超出了阅览室库存量。 

• 在借图书：盘点管理系统显示197册，实际在借图书38册。 

• 非本库图书显示：系统显示非本库图书共23册，经查除1册
为馆内阅览状态外，其余图书均为正常在架图书 

• 状态未知图书显示：系统显示状态未知图书共8册，其中在
预约架1册，丢失赔款1册，其余均为正确在架。 

 



清点数据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原因分析 

• 以外文图书为例，将其与外文退库清单进行了比对： 

 

• 系统显示外文在库4788册，而实际在库图书应为3484册，
比对后相差1316册，与外文退库量1306基本吻合。 

 

• 外文（1316册）与退库（清单中1327册）中完全吻合的
1297册，为98.5%， 可以认定RFID管理系统将1月退库图书
加入了正确在库清单。 
 



1-4   强制定位模式下， 
标签注册和图书上架流程的创新 

 

问题提出：图书注册和上架的流程繁琐 

 

1、用XC-RF811和标签转换系统，逐本注册，用条码号从图书馆
管理系统中调出所需书目信息，架位信息暂时为空。 

2、图书按索书号分发到物理层位，平放在每层一侧。 

3、用盘点车新书上架功能注册上架，将层位标签信息和图书标
签信息绑定。 

4、图书上架。 

 

馆员工作量大，超出每架首本、末本书索书号的图书，凭经验，
难以定位应在哪一层。 
 

 

 

 

 

 

 

 



1-4   强制定位模式下， 
标签注册和图书上架流程的创新 

 

馆员在工作中摸索经验，提出有效改进方式： 
 

将所有书架层位上首本书和末本书的号码，列表编制成文档。 

 

 

 

 

 

 
 

在图书注册时，查文档计算应在层位，在标签转换系统直接填
写层位信息。 

架位有变动需及时更新，保证架位图准确。 

 

 

 

 

 

 

 



1-4   强制定位模式下， 
标签注册和图书上架流程的创新 

 

馆员在工作中摸索经验，提出有效改进方式： 

每册架位贴上首本书和末本书的索书号。便于正确上
架，保证图书注册架位和实际架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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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由强制定位转换到首书定位的意向 

 

强制定位和首书定位的区别： 

 

强制定位，图书架位信息准确，图书标签和层位标签信息严格
绑定，但操作繁琐。 

 

首书定位标签信息注册简单，无需逐本注册，只要每层首、末
图书定位即可。但是对索书号排架要求严格，要求整个库都是
按一条龙索书号排序。 

 

我们对强制定位的流程基本了解，下学期将转移至首书定位。 

 

清华图书馆新书阅览室外文书和中文书索书号规则不一致。而
且多个索书号类别有单排列的【QRT】索书号。这些是首书定位
的难点，也是我们重点要测试的内容。 

 

 

 

 

 

 

 

 

 

 

 

 



 

RFID测试工作的思考 
 



2-1     清华大学图书馆RFID测试工作的思考—后续测试计划 

1、和公司充分沟通，更换现有服务器管理程序，保证现有RFID

管理系统的数据准确，和INNOPAC的馆藏状态一致。 

 2、由强制定位转为首书定位。通过实践，选择更适合清华图书
馆的排架方式。 

 3、测试公司新研制的双重门禁，是否真正发挥作用。 

 4、设计RFID模式下图书馆馆藏管理流程，与现有流程比较，是
否真正节省人力，并提升了图书馆服务水平？馆员是否接受？ 

 5、到应用较好的多家图书馆深入学习，了解RFID的应用效果。 

 6、汇总改进需求，请公司修改提升产品性能。 

 



2-2    清华大学图书馆RFID测试工作的思考—推广应用考虑因素 

当前本馆的工作模式： 

清华大学图书馆2010年7月开始，应用条码+磁条方
式的自助借还设备。 

3个厂家的8台借书机。 

（3M  3台，博美讯  3台，感创  2台） 

2台具有分拣功能的还书机。 

 （3M3分拣还书机1台，博美讯5分拣还书机1台） 

 

  
 

 

 



2台自助借书机 

1台自助圈存机 

1台自助缴纳过
期罚款机 

1台24小时自助
还书机 

         2-2  构建一站式借还服务空间 

 

借书、还书、充值、缴费在10米半径服务区内一站式完成 

 



2-2  清华大学图书馆RFID测试工作的思考—推广应用考虑因素 



3-2  清华大学图书馆RFID测试工作的思考—推广应用考虑因素 

应用情况比较好，给读者和馆员都带来方便，
深受读者和馆员欢迎。 

图书馆读者服务已经实现了人工服务模式向自
助服务模式的阶段性转变。 
 

下一步目标： 

   图书馆后台管理智能化  人性化 

       

RFID是否可以担此重任？ 

 

 

 

 

 

 

 

 
 

 

 



3-2 清华大学图书馆RFID测试工作的思考—推广应用考虑因素 

在这种模式下，应用RFID的考虑因素： 

• 成本： 价格成本（标签成本和设备成本），投资回报率 

                    读者时间成本，是否大大提高读者的借书效率？              

• 性能：工作复杂程度是否增加？ 后台设备是否可靠、好用？ 

• 效率提高比率：分拣、键盘仿真都是逐本操作，和条码自助
借还相比，效率并未明显提高。 

• 工作人员关于图书馆相关经验（比如索书号顺架，定位错架
图书等），如何鼓励积累和发挥？ 

• 非精细排架是否给读者找书增加不变？ 

• 图书馆流通的工作重心在哪里？ 

                               馆藏管理和馆藏揭示孰轻孰重？ 

学生分类 

已开通权限读者借书册次数 
未开通 
权限人数 

年级 
总人数 

200 199-100 99-50 49-10 9-1 0 

2013级 3 4 5 15 8 5 4 44 

2012级 5 14 17 34 11 4 6 91 

2011级 11 17 25 19 2 5 5 84 

2010级 7 18 21 26 3 2 0 77 

2009级 8 15 11 7 3 2 1 47 

合  计 34 68 79 101 27 18 16 343 



3-2 清华大学图书馆RFID测试工作的思考—推广应用考虑因素 

在这种模式下，应用RFID的考虑因素： 

• 成本： 价格成本（标签成本和设备成本），投资回报率 

                    时间成本（读者时间成本和馆员时间成本）              

• 性能：工作复杂程度是否增加？ 后台设备是否可靠、
好用？ 

• 效率提高比率：分拣、键盘仿真都是逐本操作，和条码自助
借还相比，效率并未明显提高。 

• 工作人员关于图书馆相关经验（比如索书号顺架，定位错架
图书等），如何鼓励积累和发挥？ 

• 非精细排架是否给读者找书增加不变？ 

• 图书馆流通的工作重心在哪里？ 

                               馆藏管理和馆藏揭示孰轻孰重？ 



 

        先进的清点模式 
 

从书架逐本抽书至露出条码的
位置 

利用无线扫描枪将条码信息扫
描进INNOPAC系统（客户端
装置在连无线网络的笔记本电
脑上） ，标记馆藏 

将抽出的书推至原来位置 

后续数据统计、二遍查找、修
改馆藏状态 

 

     

 

 

 

 

 

 

              清点周期：四年一次 

Mindeo S3260 

前提：条码在封面上 

实施方案 

无线扫描枪+笔记本电脑+
无线网络 

 

 

 

 

日常业务、节省人力、提高效率、服务正常 

 

 

      



2-2清华大学图书馆RFID测试工作的思考—推广应用考虑因素 

RFID盘点的步骤：RFID读取数量和人工复核数量的方式，
确保读取图书数据完整。 

 

1、先把架上图书人工数出来，记下数字，贴在相应架位
上。 

2、利用盘点车盘点功能，用阅读器反复读取标签，直至读
出馆藏数量和架位数量一致。如不一致，查找原因。 

3、将盘点结果存盘，生成盘点报告。 

4、比对结果。 

 

节省人力，但并非厂家介绍的那样好用，标签识别率不是
很理想。 
 

 

 



2-2       RFID测试工作的思考—推广应用考虑因素 

基于RFID技术的馆藏图书盘点实践和启示      施小培   孙琳  山
东农业大学图书馆    农业网络信息     2013.9 

46人，6天，31.9万册，4台盘点车 

RFID 技术环境下图书盘点的实践与探索  ──以电子科技大学
图书馆为例   李斌，陈琳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四川图书馆
学报   2012.3 

60人，15天   ，54.5万册，11台盘点车 

图书馆建设中RFID技术的实施与应用—以西南大学图书馆为例    

周欢，夏大飞，陈文文   西南大学图书馆             西南农业大学
学报   2014.2         100万册 

图书馆RFID应用实践中的问题及思考— 以汕头大学图书馆为
例   董朝峰   汕头大学图书馆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0年    

两个月   18万册     双标签   
 



3-2   清华大学图书馆RFID测试工作的思考—转型评估 

在这种模式下，应用RFID的考虑因素： 

• 成本：价格成本（标签价格和设备价格）电子书的购买是否更划算？ 

                    时间成本（读者时间成本和馆员时间成本）              

• 性能：工作复杂程度是否增加？ 后台设备是否可靠、好用？ 
 

• 效率提高比率：分拣、键盘仿真都是逐本操作，和条
码自助借还相比，效率并未明显提高。 
 

• 工作人员关于图书馆相关经验（比如索书号顺架，定
位错架图书等），如何鼓励积累和发挥？ 
 

• 非精细排架是否给读者找书增加不便？ 
 

• 图书馆流通的工作重心在哪里？ 

                     馆藏管理和馆藏揭示孰轻孰重？ 



 

RFID技术在图书馆的 

扩展应用 



3、RFID技术在图书馆的扩展应用 

1    遍布各地的智慧图书馆，尤以公共图书馆为例，
深圳图书馆（2006年10月）、杭州图书馆（2008年
10月，250万）和首都图书馆，上海普陀区图书馆。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实施该技术之后效果显著,在经费上, 每年
可节省2,800 万美元。 在管理上, 每年可节省2,000名人力成
本; 借阅次数由一年1,000 万人次提升到了3,100 万人次.同
时,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与国家邮政局通力合作, 建立了一个现
代化图书物流系统和遍及全国各公共图书馆的物流系统。 



3、RFID技术在图书馆的扩展应用 

2    在出版行业加装RFID，使rfid从前端贯穿而下。 
 

  
 

荷兰图书馆的RFID 使用从图书出版销售环节开始实施。自
2004 年3 月开始, 占荷兰图书馆市场80%的著名出版公司
NBD Biblion 在所有向荷兰图书馆售出的图书上贴上了RFID 
标签, 以实现图书在图书馆内的自动跟踪。NBD 并没有向客
户增收额外费用。荷兰已有数十家图书馆启用了RFID 系统。 

 



3、RFID技术在图书馆的扩展应用 

3     建立预约书自助借阅区（台湾新竹清华为例）。 

4    成都电子科大，馆内阅览统计。 

5    台北科技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建立
了智慧期刊架或书架，动态掌握书刊阅览状况。 

6   开发兼容RFID的智能手机app，允许用户在手机上借书。
读者不需到自助借书机借书，也不需要在专门的KIOSK上修
改安全位。 (Tech-Logic/Boopsie支持智能手机自助借还， 但
是必须到专门的KIOSK上关闭安全位。)  

 7   对于馆内阅览图书，利用基于RFID的智能手机，获取关于
该图书的评论或推荐。 

 
                                     
 

 

 

 

 

 



3、RFID技术在图书馆的扩展应用 

 
8     在图书馆建立读者咨询机或者在其他地点建立自动
售卖或还书机，读者操作时，能给读者推荐相似图书。 
 
 

 

 

 



 

国外RFID应用情况 

调查的启示 



4、国外RFID应用情况调查的启示 
 

• 公司名称  The Galecia Group      

• 业务范围  致力于materials handling, library automation, and Open 
Source Library System software高质量咨询 

• 公司网站  http://galecia.com        所属行业  图书馆 

• 公司类型   独资      公司总部美国 CA Petaluma, 15 Old Creek Road 94952  

• 公司规模  仅自己      创立年份  2000 

 

国外每几年有针对RFID行业，尤其在图书馆应用情
况的，开放性调研，最终形成调研报告网络发布。 

http://cn.linkedin.com/redirect?url=http://galecia.com&urlhash=A-Sc&trk=The+Galecia+Group_website


中国RFID联盟是否也可以定
期开展图书馆行业RFID应用
情况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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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武汉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吉林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南京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重庆大学 南开大学 厦门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山东大学 郑州大学 

东北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科技大学  

东南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复旦大学 四川大学 中山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天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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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研，希望： 

全面了解图书馆RFID的应用情况 

便于各馆充分交流和借鉴 

为RFID的发展提供辅助 



体会 

• RFID与任何进入图书馆领域的新技术一样，有明显优势，具
有改变图书馆传统业务流程的技术基础，但也存在诸多问题。 
 

• 为了更真实全面地体验RFID的性能，图书馆需要分阶段，进
行小范围实境测试，积累经验。不断和商家沟通，完善产品，
力争提升图书馆应用效果和服务水平。 
 

• 目前全面实施与否，关键要评估对图书馆的影响是否利大于
弊，并且选择恰当的时机。 

谢谢各位！ 



 应用试点过程测试的RFID软硬件  

  

标签转换系统（馆员工作站） 

 盘点车（推车式盘点系统） 

 借还书机（自助借还书系统） 

 RFID管理系统 

 RFID馆藏架位图 

 安全门检测系统 

 

 



安装标签读写器811和键盘仿真软件 



退库时标签防盗位的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