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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The Founding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In March 2010, libraries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th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joined forces to form the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The three libraries from 
Beijing, Shanghai and Hong Kong, with a 
common belief in service transformation, 
come together to explore cross-border  
collaboration opportunities in the area of 
UHF RFID deployment in order to achieve 
greater operational efficiency in the areas 
of book loans and returns, book sorting and 
stack management as well as interlibrary 
loan.

Mainland and Hong Kong Libraries – 
“UHF RFID” Data Model  
Standardization

To collaborate in the area of UHF RFID  
deployment, however, the pre-requisites  
are common standards. In the inaugural  
meeting of the Working Group in March 
2010, the three libraries all felt the needs to 
work out a common data model whereby 
data on the UHF RFID tags are stored in a 
standardized format to ensure  
interoperability. Therefore, hosted by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the 
Working Group held its 2nd meeting in 
Shenzhen on 20th August 2010 and met with 
representatives from other libraries in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The theme of the 
meeting is Mainland and Hong Kong 
Libraries – “UHF RFID” Data Model  
Standardization. Participating libraries 
included the following: 
 

Mainland: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Library,  
                 th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Library, the Shantou University        
                 Library 
Hong Kong: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the Baptist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and  
                     GS1 Hong Kong 

The objectives of the meeting are (i) to  
discuss the format of data models to be 
adopted by the participating libraries, (ii) to 
look into the possibility of standardization so 
as to ensure interoperability, (iii) to study the 
implication of the data models on the  
memory size of the RFID tags and how this 
affects the choice of tags, and (iv) to  
exchange ideas and experience on the use of 
UHF RFID. 

By establishing and following a standard 
data model to store pertinent book  
information on the tags, libraries, even 
with UHF RFID systems of different brand 
names, will still be able to recognize each 
other’s books to facilitate reciprocal  
borrowing. This is essential for resource 
sharing and interlibrary loans. A standard 
data model also ensures common  
requirements on tags and equipment, thus 
creating the environment for UHF RFID 
libraries to form a mega user group to  
influence the market, to negotiate on the 
terms and the ways the system providers 
develop their products according to common 
needs. Moreover, there also exists the  
possibility for publishers to supply books 
with UHF RFID tags intact. The same tags, 
being used during the book trade by the 
publishers, may subsequently be used by the 
libraries during the book loan process too as 
long as the data models are consis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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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different presentations

In the meeting “Mainland and Hong Kong 
Libraries – “UHF RFID” Data Model 
Standardization held on 20th August 2010, 
participating libraries made presentations, 
exchanged views on data model  
standardization and discussed common  
issues related to the use of UHF RFID. This 
report features the slides and manuscripts of 
the following presentations:

1. Library Data Model Standardization –  
    the Progress*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图书馆RFID数据模型标准化工作进程*
   国家图书馆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he  
pioneer in drafting a standard data model 
proposal for HF RFID libraries in  
Mainland with reference to ISO28560, 
provided a historical accou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library data 
model standards worldwide. Data Models 
of the regional scale such as the Danish 
Data Model for Danish libraries and the 
NISO Data Model for the US libraries 
were mentioned.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ISO28560 as an  
international Data Model by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 (ISO) 
and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s effort 
and approach in adopting ISO28560-2 
as the data model standard for HF RFID 
libraries in China was covered. The 
presentation concluded that, for RFID of 
different frequencies (that is, no matter it 
is HF or UHF), data model standardization 
is essential. 

*   Because of flight cancellation, the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could not attend the meeting. The  
University Librarian of Shantou University, 
with the permission from the original  
presenter, has made the presentation based on 
the slides suppli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2. RFID for Academic Libraries: Use and 
    Application, Data Model and  
    Implement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Library 
    学术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调研、
   数据模型与实施构想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The presentation highlighted that the use 
of RFID in libraries is on the rise.  
Examples of RFID libraries and system 
suppliers were quoted. There was a quick 
overview of different types of standards 
(technical, data model, performance and 
operational) for RFID but the emphasis of 
the discussion was on data model  
standards. Factors that libraries should 
consider when formulating the data model 
were outlined. The presentation also 
shared with the audience the proposed 
data model of th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Library and concluded with 
a list of related issues that libraries will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when adopting 
RFID. 

 
3. UHF RFID Data Model Standard for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in Hong Kong – A Draft 
    Proposal  
   香港高校图书馆UHF RFID数据模型
  标准建议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

The presentation started with a definition 
of standards and the benefits that they 
would bring about. The use of UHF RFID 
in academic libraries in Hong Kong was 
briefly described. Based on its pilot test 
experience and with reference to data 
models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for 
HF RFID libraries,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ityU), together with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ttempted to propose a standard data 
model for UHF RFID libraries in Hong 
Kong. The proposed data model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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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pted from ISO28560-2. The criteria 
that CityU have used when evaluating 
different data models were analyzed and 
recommendations were made on the tag 
memory size and the ways EPC and user 
memories of the UHF RFID tags should 
be utilized. The presentation invited UHF 
RFID libraries in China to also adopt the 
data model proposed by CityU. 

4. UHF RFID Data Model – A Proposal and  
    Experience Sharing  
   图书馆UHF RFID 数据模型建议及
  经验分享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HK) outlined the different data  
elements in ISO28560 and made  
recommendations that “primary item 
identifier” and “owner institution” should 
be mandatory elements that must be 
stored in the EPC memory of the UHF 
RFID tag. As for the other data elements, 
they are optional that can be stored in 
either the EPC or user memory  
depending on the memory size of the 
UHF RFID tags concerned. The pilot test 
experience of CUHK in trying out UHF 
RFID in one of the branch collections 
was shared. 

Post-presentation Discussion 

Post-presentation discussion was related 
to hot issues, such as, the life span of 
traditional tattle tapes and the associated 
costs, the life expectancy of RFID tags,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using UHF RFID and 
the emphasis after all was the draft data 
model standard proposed by libraries from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Librarian of th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ofessor 
Chen-Jin, made four recommendations to 
conclude the discussion session. The four 
recommendations are: 

(1) Roles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in catalyzing collaboration among  
     libraries across the border in the area of  
     UHF RFID deployment should be  
     reinforced and made more visible  
     through publicity and proper    
     communication channels.

(2) Further collaboration should be extended    
      to include system providers and libraries  
      must take the lead to influence the  
      vendors.

(3) Regional nodes for testing UHF RFID  
      products are to be developed for the 
      Beijing – Shanghai - Hong Kong –   
      Guangdong region.

(4) Libraries should proactively apply for  
      patents for self-developed applications in  
      order to ensure technical control in the  
      use of UHF RFID. 

Outcomes of the Meeting and the Way 
Ahead

Professor Steve Ching, University 
Librarian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ncluded the one-day meeting by 
summarizing the consensus achieved in the 
meeting and mapping out the actions ahead:

(1) The draft UHF RFID Data Model  
      proposed by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as discussed and  
      received no objection from the  
      participating libraries though finer  
      details are to be fine-tuned upon further  
      post-meeting feedback from the  
      participants. The hope is that a standard  
      data model appropriate for use by both  
      Hong Kong and China libraries can be  
      devised and be made available for  
      reference by overseas libraries and ISO  
      as well. 

Executive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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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meeting reiterated the objectives  
      behind the collaboration. With libraries  
      in the Beijing – Shanghai - Hong Kong –  
      Guangdong region as the pioneers, the  
      aim is to promote cross-border  
      collaboration in the area of UHF RFID  
      deployment to achieve the greatest cost  
      effectiveness in using the technology for  
      service transformation. 

(3) The Working Group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collaboration in UHF RFID  
      deployment among libraries. The plan  
      is to have a bi-annual meeting. The next  
      meeting is tentatively decided to be held  
      in Shanghai.

(4) The presentations and discussion in the  
      meeting will be further organized for  
      formal publication.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versions of such  
      a publication respectively.

The meeting concluded with fruitful results 
and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media. 
There has been various news coverage and 
the related news articles are included at the 
end of thi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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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
及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于2010年3月联合
启动高校图书馆UHF RFID技术应用工作小
组。来自北京、上海和香港的三家图书馆
在服务转型上拥有着共同的愿景。我们共
同携手，积极寻求UHF RFID跨区域的合作
机会，以此提高图书馆借还书服务、书
籍分类、书库盘点及馆际互借等的运作效
率。 
 
 

制定统一的运作模式和标准是实现UHF 
RFID合作的必需条件。2010年3月，在高
校图书馆UHF RFID技术应用工作小组成立
之初，负责创办的三家图书馆便意识到
这一必要性。凭借统一的数据模型，UHF 
RFID的标签数据可实现标准化存储，进而
确保UHF RFID系统的互操作性。由香港城

市大学图书馆发起，工作小组联同内地与
香港其他高校图书馆代表于2010年8月20
日在深圳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深入探讨
内地与香港图书馆UHF RFID之数据模型标
准化。

与会者包括：

内地—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汕头大学 
         图书馆

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 
         学图书馆、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及 
         香港货品编码协会

会议目的：(i)讨论与会图书馆现时采用
的数据模型格式；(ii)探讨数据模型标准
化的可能性，以增强互操作性；(iii)研究

各类数据模型对RFID 标签记忆容量的影
响及与之相关的标签选择；(iv)分享UHF 
RFID的应用经验。

通过建立和运用统一的数据模型，书籍信
息便能储存在统一的标签模式下，即使采
用了不同品牌的UHF RFID系统，图书馆仍
能成功读取馆际书籍信息。这对馆际资源
共享、馆际互借服务显得尤为重要。标准
数据模型还就相关的标签和设备提出了统
一化的要求。这些要求将为UHF RFID图书
馆组成庞大的用户群制造良好的市场环
境，与设备商商讨新产品开发模式时亦能
处于有利地位。此外，若出版商也为他们
提供的书籍加上UHF RFID标签，只要数据
模型一致，同一个标签既可被出版商在图
书物流中应用，也能随之在图书馆借还服
务时使用。 
 

在2010年8月20日内地与香港图书馆「UHF 
RFID」之数据模型标准化会议上，与会图

书馆代表分别发言，就数据模型标准化交
换意见，并藉此讨论UHF RFID应用的相关
议题。

会议发言简述如下﹕

1. 国家RFID数据模型标准化工作进程*         
   国家图书馆

作为内地HF RFID图书馆数据模型标准
的先驱起草人，国家图书馆根据ISO 
28560制定了国家数据模型标准的草
案。报告介绍了地方性数据模型标准的
发展，当中提到丹麦图书馆的丹麦数据
模型和美国图书馆的NISO数据模型等。
随后，报告介绍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制定的ISO 28560，作为国际性的数据模
型标准。面对ISO 28560的提出及国内业
界的呼声，国家图书馆连同其他国内的

Executive Summary 
会议摘要

9



图书馆建立了全国图书馆标准化委员
会——图书馆RFID标准工作组，建议采
用ISO28560-2为中国图书馆数据模型标
准的编码方案。最后，报告更指出，在
各个RFID频率平台上数据元素一致性的
需要。 
 
*由于航班问题，国家图书馆的代表未
能出席会议。汕头大学图书馆馆长获国
家图书馆同意，于会上代国家图书馆发
表他們原来的报告。

2. 学术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调研、
   数据模型与实施构想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报告首先以具体数据说明了图书馆RFID
技术应用快速的增长趋势，并列举了国
内外主要RFID图书馆及供货商。报告分
别对RFID的各类标准（包括技术、数据
模型、性能、应用等）作了简单介绍，
并以数据模型标准化为重点展开讨论。
报告探讨了建立数据模型需考虑的要
素，并向与会者分享了上海交通大学图
书馆RFID的实施构想。最后，报告以图
书馆应用RFID技术时需注意的问题作为
总结部份，跟与会人员共同思考和讨
论。

3. 香港高校图书馆UHF RFID数据模型
   标准建议 
   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

报告以标准之定义及其带来之益处作为
开始，并简要介绍了UHF RFID在香港学
术图书馆的应用。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
联同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积极参考 
HF RFID图书馆地区性和国际性的数据
模型，并总结了初步试验的成果，尝
试在ISO28560-2的基础上草拟一份适用
于香港UHF RFID图书馆的数据模型标准
编码方案。香港城市大学在报告中提
出了评估准则，以分析及评估各种数据

模型，并对标签的记忆容量及如何使
用UHF RFID标签的EPC和用户记忆模式
提出了建议。报告表示，欢迎国内UHF 
RFID图书馆采用由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
提出的数据模型。

4. 图书馆UHF RFID数据模型建议及
   经验分享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香港中文大学在报告中列出了ISO28560
中的各类数据元素，并建议“主馆藏标
识”及“所属馆代码”应作为必须数
据元素储存在UHF RFID标签的EPC内存
中。至于其他数据元素则根据UHF RFID 
标签的记忆大小，有选择性地储存在
EPC内存或读者内存中。报告还分享了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在其中一个分馆馆
藏中UHF RFID的实验测试成果。

与会者在报告结束后针对热门议题展开讨
论，其中包括传统安全磁条的寿命周期及
其价格、RFID标签的预期寿命、UHF RFID
的应用成本及效益等，并重点讨论了由香
港高校图书馆提议的数据模型标准。最
后，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陈进馆长为讨论
环节进行总结，并提出四点建议。

（一）加强高校图书馆“UHF RFID技术
         应用”工作小组在促进UHF RFID
               跨分区图书馆合作的催化作用，
         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增强信息 
         透明度；

（二）延伸合作领域至各大设备商， 
         图书馆以主导角色影响供货商；

（三）在北京、上海、香港及广东地区 
         发展UHF RFID产品测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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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图书馆应主动为自我研发的应用 
         程申请专利，保持其在图书馆 
         UHF RFID应用技术的主导及监控
         地位。

为期一天的工作会议结束之际，香港城市
大学图书馆馆长景祥祜作了会议总结，并
制定了未来的工作规划。简述如下：

（一）会议讨论了由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 
         和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草拟的 
         UHF RFID数据模型标准，且获得一
         致认同。与会图书馆亦就部份细节 
         提出了修改建议。我们希望在不久 
         的将来，将推出一套适用于香港与 
         内地图书馆的UHF数据模型标准，
         并能成为海外图书馆及ISO的有益
         参考；

（二）会议重申了工作小组的合作目的。 
         在北京、上海、香港及广东地区 
         图书馆的带动下，工作小组旨在加 
         强UHF RFID 跨区域的合作应用，
         通过科技运用实现服务转型，最大 
         限度地提高成本效率；

（三）工作小组将继续推广馆际UHF RFID
              合作应用，并计划以半年一度的
         形式举办工作会议。下次工作会议 
         将初定在上海举行；

（四）会议的报告及讨论内容将在会后制 
         作成正式出版品。香港城市大学和 
         上海交通大学将分别负责英、中版 
         本的编辑。

是次会议成果丰硕，获得了广大传媒的关
注和认可。随后请详见相关的新闻报导及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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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e   

9:00 Registration   
9:30 Opening Remarks   

Professor Steve Ching, University Libraria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馆长 景祥祜教授

9:45 Group Photo    

Presentations (conducted in Mandarin)

10:00 1.     Library Data Model Standardization – the Progress *
                         RFID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国家图书馆

董曦京(技术专家) 副研究馆员

10:25 2.    RFID for Academic Libraries: Use and Application, Data Model and  
       Implement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Library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郑巧英副馆长

10:50                                                     Tea Break

11:10 3.    UHF RFID Data Model Standard for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in Hong  
       Kong – A Draft Proposal
       UHF RFID数据模型标准建议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
   Michael Cheng   Section Coordinator, Equipment Management Section
      郑世福 设备管理组主管 

11:35 4.    UHF RFID Data Model – A Proposal and Experience Sharing
        UHF RFID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Ivan Chan  Assistant Librarian  陳世斌 主任

12:00 Luncheon  
13:30 Discussion

Facilitator 主持人: 
Tsinghua University Library  清华大学图书馆
姜爱蓉副馆长

15:00                        Tea Break 

15:10 Closing Remarks
Professor Steve Ching, University Libraria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馆长 景祥祜教授

15:30                    End of Meeting  

*   Because of flight cancellation, the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could not attend the  
meeting. The University Librarian of Shantou University, with the permission from the original presenter, has 
made the presentation based on the slides suppli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由于航班问题，国家图书馆的代表未能出席会议。汕头大学图书馆馆长获国家图书馆同意，于会上代

 国家图书馆发表他們原来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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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and and Hong Kong Libraries –
“UHF RFID” Data Model Standardization
内地与香港图书馆之数据模型标准化

2nd Meeting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高校图书馆 “UHF RFID 应用” 工作小组第二次会议
2010.8.20    深圳 Shenzhen

Opening Remarks
Professor Steve Ching 

Libraria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pening Remark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

 
Professor Steve Ching   景祥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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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高校图书馆 “UHF RFID 应用” 工作小组)

Aims:  
(1) to exchange experience on the use of UHF RFID; 
(2) to look into possibilities  of collaboration in terms of 

acquisitions, market influence and bargaining with the 
vendors 

– First Meeting : 10 March 2010 at Hong Kong

3

Background 背景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高校图书馆 “UHF RFID 应用” 工作小组)

– Formed in March 2010 
– Members include:

•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 Tsinghua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 Shanghia Jiao Tong University Library 

– Common Vision: Using UHF RFID technology to 
achieve greater operational efficiency through 
service transformation (in the areas of book loans and 
returns, book sorting and stack management as well as 
interlibrary loans) 

2

Repor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高校图书馆「UHF RFID应用」工作小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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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高校图书馆 “UHF RFID 应用” 工作小组)

– Agreed to have the Second Meeting in Summer 
(Therefore  today’s meeting)

Mainland and Hong Kong Libraries
– “UHF RFID” Data Model Standardization
内地与香港图书馆之数据模型标准化

Expected Outcome of the Meeting
An Agreed UHF RFID Data Model Standard 

for Mainland and Hong Kong Libraries

4

Opening Remarks 
会议序言

Acknowledgement from the Working Group
Participation from related parties is important:
Mainland
• 国家图书馆 (pioneer in establishing data model standards for HF 

libraries in Mainland)
• 汕头大学图书馆 (pioneer in using UHF RFID)
Hong Kong
•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pioneer in trying out UHF RFID, close partner 

with CityU Library in terms of data model recommendation and UHF 
RFID collaboration)

• 香港浸會大学图书馆(close partner with CityU Library in terms of UHF 
RFID collaboration)

• GS1 Hong Kong (standard expert)

Mainland and Hong Kong Libraries
– “UHF RFID” Data Model Standardization

内地与香港图书馆之数据模型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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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and and Hong Kong Libraries
- “UHF RFID” Data Model Standardization
内地与香港图书馆之数据模型标准化

Standards take time to emerge!
• HF RFID – in use in libraries for more than a decade
• BUT – draft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n data 

model (ISO28560) came round the corner only 
recently in 2009

• INTERIM – Regional data model standards have 
been widely adopted and making an impact  
e.g. Danish Data Model (Danish Libraries) in 2005

NISO Data Model (US Libraries) in 2007 

• ISO28560 in 2009, one way or the other, has 
modeled on Danish Data Model and NISO Data 
Model

7

Mainland and Hong Kong Libraries
- “UHF RFID” Data Model Standardization
内地与香港图书馆之数据模型标准化

To collaborate, the precursor is interoperability! 
-- Interoperability through common standards
Perfect scenarios: 
1. Libraries can read tags on items from any libraries that 

follow the same standard  essential for resource sharing 
and interlibrary loans

e.g. HKALL for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HK
CityU: HKALL shares 10% of all loan transactions

2. The standard data model provides guidelines for RFID 
system providers to follow thus getting rid of proprietary 
solutions  libraries are not bound to any particular RFID 
suppliers  thus opening up the choices for libraries when 
purchasing RFID equipment and tags

6

Repor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高校图书馆「UHF RFID应用」工作小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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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and and Hong Kong Libraries
- “UHF RFID” Data Model Standardization
内地与香港图书馆之数据模型标准化

UHF RFID in the library arena is still at the take-off 
stage!
• A good time for UHF RFID libraries to get together 

to agree on the standards
• Common standards and practices enable different 

libraries to form a mega user group with common 
user requirements to:
• Influence the market

• Influence the ways the system providers develop their 
products before any inertia is built 

8

Mainland and Hong Kong Libraries
- “UHF RFID” Data Model Standardization
内地与香港图书馆之数据模型标准化

The technology life cycle is short!
• Vendors keep developing their RIFD tags and products
• Established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from libraries 

ensure that tags and equipment acquired at different 
points of time are still appropriate for library use 
thus, technology life cycle will not create compatibility 
issues. 

• RFID conversion  one-off for 1st time deployment 
and will continue for continuous new acquisitions for 
the collection 

• Tags acquired at different times, even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and models and maybe of different 
brands, are equally compatible

9

Opening Remarks 
会议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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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F RFID Experience at CityU Library 
城大图书馆之UHF RFID经验

The 1st library in Hong Kong in trying out UHF RFID!
• 2008, April: UHF RFID applications (we call it 

EasyCheck System) were made available for public use
• What was the technical scenario at the time?

– Gen 2 UHF RFID? YES
– UHF RFID tags used? AD820 tags
– Tag memory size? 96 bits (without user memory)
– Data model? Fixed length, proprietary

• Issues: 
– AD820 ceased production 
– 96 bits not suitable for ISO28560 adoption
– Proprietary data model – not adoptable by other 

libraries with long barcodes 
11

UHF RFID Experience at CityU Library 
城大图书馆之UHF RFID经验

10

Repor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高校图书馆「UHF RFID应用」工作小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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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the pilot test itself is successful!

12

UHF RFID Experience at CityU Library 
城大图书馆之UHF RFID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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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s in Checkout Rate after the Launch of EasyCheck System

2007-2008

2008-2009

Launch of EasyCheck
System in April 2008

+52.5%

+14.6%

+73.7%

+75.1%

+10.6%

+55.4%
+61.8%

+70.6%

+52.5%

+63.9%
+47.2%

+23.6%

BUT, the pilot test itself is successful!

Opening Remarks 
会议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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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F RFID Experience at CityU Library 
城大图书馆之UHF RFID经验

BUT, the pilot test itself is successful!
4. Staff time allocation (explains why the 50% increase)

• No more counter duties (100% selfcheck for SSC 
materials)

• More time for:
• backend faculty liaison to increase relevancy and 

precision of the Collection 
• more frequent re-shelving (every 30 minutes) and 

shelf-reading, thus reducing mis-shelving and 
materials are quickly put back on shelves thus 
increasing availability

5. No item misread reported

15

UHF RFID Experience at CityU Library 
城大图书馆之UHF RFID经验

BUT, the pilot test itself is successful!
1. Checkouts increased by 50% for all months during the 

semester time when compared to the equivalent figures of 
the previous two years.

2.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use of UHF RFID and the 
increase. 

3. User survey (July 2008) – very positive feedback
• Convenient
• User-friendly
• Quick response
• Cyber design 
• Request to extend to the whole library 

14

Repor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高校图书馆「UHF RFID应用」工作小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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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and and Hong Kong Libraries
- “UHF RFID” Data Model Standardization
内地与香港图书馆之数据模型标准化

More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collaboration!

会议日程 (上午)
• 合影留念

• 主题报告:
– 图书馆RFID数据模型标准化工作进程

国家图书馆 董曦京(技术专家) 副研究馆员

(cannot come because of flight cancellation)

– 学术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调研、数据模型与
实施构想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郑巧英副馆长

• 茶憩
– 香港高校图书馆UHF RFID 数据模型标准建议

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 郑世福

– 图书馆UHF RFID 数据模型建议及经验分享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陈世斌

17

Opening Remarks 
会议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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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下午)
• 综合讨论

– 主持人:清华大学图书馆 姜爱蓉副馆长

• 茶憩

• 会议总结
– 香港城市大学 图书馆 馆长 景祥祜教授

• 会议结束

18

谢谢各位参与!

Repor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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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Report
会议报告





图书馆RFID数据模型标准化工
作进程

国家图书馆-全国图书馆标准化委员会-图书馆
RFID标准工作组相关科研工作介绍

董曦京

深圳 香港-内地图书馆界RFID标准化讨论会

2010-8-20

国家图书馆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resentation Report –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董曦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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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图书馆RFID标准化工作的
发展过程

• 2000年前后出现了50万枚RFID标签用户的图书馆，图书馆自动化程
度迅速提高。

• 2003年针对图书馆RFID应用的自动识别-自动分拣配送-自助化借还服
务需求，丹麦图书馆标准化工作组首先提出了ISO15511 ISIL（国际
图书馆标准标识代码），解决馆藏权属区分问题。随后就引出了更重
要的RFID数据模型。

• 2005年5月丹麦图书馆标准化工作组将其模型提交ISO组织。
• 2005年7月丹麦图书馆提出RFID图书馆数据模型（上网公布）
• 2006年9月澳大利亚、 2007年12月美国等也先后公布了数据模型。
• 2008年5月ISO28560工作组成立。
• ISO28560将图书馆数据模型分成3各部分：

ISO 28560-1总体要求及数据元素，
ISO28560-2 基于ISO15962的编码，
ISO28560-3固定格式编码

1. 国家图书馆RFID标准化工作的启动

• 国家图书馆2004开始规划新馆建设的设备
引进方案，决定引进RFID设备，但来馆展
示设备的供应商均表明没有统一的数据标
准。甚至当时标签的通信标准也不能保证
完全兼容，考虑到未来全图书馆行业RFID
应用发展，比照MARC的思想，认为一定要
制定图书馆RFID数据标准。

Repor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高校图书馆「UHF RFID应用」工作小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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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书馆、设备商、标准化组织
各自的关注点

• 图书馆：希望RFID技术有序平稳地应用于图书馆
业，最大限度的满足、提高、改变图书馆各种传
统业务的拓展需求，设备兼容良好。

• 设备商：希望数据模型具有高效简洁的编码、通
信、交换格式，使其RFID设备的各种作业表现达
到最佳状态。

• ISO组织：希望图书馆RFID应用分支成为全社会
RFID技术应用中的和谐成员；图书馆标签的数据
参数-格式能够在行业链条中互通共享。

4.    国家图书馆RFID标准化工作
的初期成果

• 2006年4月成立国家图书馆RFID标准化专
项科研课题组，

• 提出符合ISO15511格式的中国图书馆ISIL
馆代码方案

• 根据中国国情，参考国外数据模型方案筛
选提出中国图书馆业RFID标签的数据元素-
序列及编码方案。

• 2007年在期刊上公开上述两个方案，引起
业界关注。

国家图书馆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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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丹麦数据模型的核心思想

• 固定格式的特点——数据元素序列与数据元素的

字符集编码固定，数据分组打包，数据一般按包
提取，加包校验。

• 第一数据包——前32byte各数据长度完全固定，
此包允许按存储地址提取单一数据元素。

• 后续各包数据元素的序列字符集编码固定固定，
但数据长度不保证固定。

• 针对不同用途特点，有标签格式版本号要求。

5. ISO28560 3个部分的提出的背景

• 主要以13.56Mhz标签为参照背景，由于编码方案的二元
化，编码方案分为3部分。

• ISO28560-1部分： 数据元素与公共参数独立出来，希望
在此平台上图书馆数据模型是统一的（元素定义-序列-使
用、AFI、DSFID、标签图书馆用途指示代码）。

• ISO28560-2部分：对RFID应用体系的总体考虑；对采用
15962的通用编码方案。

• ISO28560-3部分：对过往研究的延续和尊重，希望保留
固定格式在某些基本数据上的作业高效性。

Repor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高校图书馆「UHF RFID应用」工作小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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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于ISO15962编码模型的核心思想

• 以一种“数据格式”（TLV-类型、长度、
数据）应对未来可能出现所有数据元素变
化，以及用户(图书馆用户，出版商，物流
商，编目组织)的不同要求。

• 数据元素没有统一的存储位置（但可以按
每个用户需求约定）。

• 有数据元素存在提示位图（bit表）

• 将图书馆RFID应用统一在RFID全领域布局
之内，数据编码传输的统一化。

国家图书馆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8. ISO28560标准的统一与分化

• 由于编码理念、需求重点强调的差异，
ISO28560在数据编码格式上出现分化，用
户感到疑惑。

• 作为地区、国家用户需权衡各方利弊做出
选择，不宜全选。

• 在元素与基本参数上的统一是基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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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全国图书馆标准化委员会-图书馆RFID
标准工作组工作进程

• 2009年10月北京第一次会议，工作组成立，确定进程及
工作内容分工，分析ISO28560。

• 2010年1月北京第二次会议，讨论问题，达成共识，确定
行业模型选型方案，开始撰写模型草案。

• 2010年4月汕头大学第三次会议，内部审议、讨论、修改
草案 。

• 5月公示草案，涵盖各地区各行业类别图书馆，设备商（5
个），相关科研单位共108个，回收反馈近40个。

• 目前对模型草案进一步修改，等待组内意见反馈，最终发
布。

9. 全国图书馆标准化委员会-图书馆
RFID标准工作组的建立

• 面对ISO28560的提出及国内业界呼声，2009年
10月由国家图书馆、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
北京大学图书馆、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深圳图
书馆、上海图书馆，汕头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
馆、南京图书馆，杭州图书馆共同组建全国图书
馆标准化委员会-图书馆RFID标准工作组成立，
共同完成文化部图书馆行业RFID标准制定工作。

• 工作组含13.56Mhz 与900Mhz用户，考虑到发展
的问题。

Repor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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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工作组对ISO28560标准的认识与选择

• 接受ISO28560是基于一个地区-国家标准应该与
世界标准保持一致的思想，这将有利于物流及图
书馆业RFID应用。

• ISO28560-1 应作为各种方案（不同频段与编码）
统一的基础。

• ISO28560-2 与 ISO28560-3 数据编码方案各有
侧重，ISO28560-2在面对用户多样性、数据格式
统一性、近期与远期发展变化适应性上具有优势，
工作组综合权衡后选择了ISO28560编码方案。

国家图书馆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12.全国图书馆标准化委员会-图书馆
RFID数据模型结果要点

• 模型同期发布中国图书馆四段式馆代码方案（国别

代码-行政区划代码-图书馆类别代码-图书馆自申请代码）。符合
ISO15511-2009标准的架构。

• 接受ISO28560-1 作为中国图书馆RFID数据模型
的数据元素（目前31个元素）及通用参数配置。

• 选择ISO28560-2 作为中国图书馆RFID数据模型
标准的编码方案。

• 在特殊场合（国际互借、图书采购）允许中国用
户以ISO28560-3数据模式解读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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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一的图书馆RFID数据模型

• 在各个频率平台上数据元素-序号一致，公共参数
一致（指元素定义-序列-使用、AFI、DSFID、标
签图书馆用途指示代码）。

• 在同一频率平台上基本通信协议-指令一致，保证
标签互用性一致。

• 在数据输出公共平台上保持数据前缀一致（前端
数据经变换后）。

• 在不同频率平台前端设备的通信协议，编码格式
等可以各有一定特色。

13. 关于900Mhz频段图书馆RFID数
据模型标准化问题

• UID问题，采用 EPC-global含用户参数模
式还是ISO单纯TagID模式。

• 采用固定数据格式还是动态存储格式。

• 图书馆RFID数据模型应与世界物联网、全
社会RFID总平台接轨，还是独立。

• ISO28560 工作组对900Mhz频段的态度，

规划28560-4？

Repor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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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图书馆RFID应用:
需求调研、数据模型与实施构想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郑巧英 副馆长

2010年08月20日·深圳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Library

Presentation Report –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Library

   
 
 

郑巧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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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调研与服务需求

2010/9/15学术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调研、数据模型与实施构想 2

主要内容

应用调研与服务需求

标准协议及数据模型

实施构想

思考与讨论

Repor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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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15学术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调研、数据模型与实施构想 4

应用调研

作为学术图书馆，调研中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

经济成本与人力成本

标签选择、生命周期与可适性

互操作标准

实施后带来的服务模式、成效与品质的变化

与图书馆现有环境、设施、管理和发展目标等的兼容、

衔接与协调发展

是否可以实现学术图书馆的泛在智能服务

手工登记
条码、磁条、自动

化系统
RFID自助服务 泛在智能服务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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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15学术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调研、数据模型与实施构想 7

应用调研

应用典型案例：内华达州立大学图书馆

 全盘使用了RFID系统,

 实现了图书清点功能

 创造性实现了定位排架、电脑机械手存放、索取图书等功能

汕头大学图书馆

 和国内一家RFID系统供应商合作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全面UHF RFID
应用试验，随后于2007年初在新书流通管理中全面实施和部署了

UHF RFID应用（2万多册新书），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确定了2009~2012年分阶段在新图书馆实施RFID应用的战略规划

2010/9/15学术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调研、数据模型与实施构想 6

应用调研

国内外主要供应商

国内成熟厂商

上海阿法迪：高频，UPM Raflatac-RFID技术（芬欧蓝泰标签-
RFID技术），自助设计和研发能力，应用案例较多

深圳海恒：高频，国图和深图供应商

远望谷：超高频，价格优势

国际知名厂商

3M（美国）：老资格的图书馆设备供应商, 其标签粘贴技术、磁

条技术独步全球

Tagsys（法国）

Repor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高校图书馆「UHF RFID应用」工作小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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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15学术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调研、数据模型与实施构想 8

应用调研

经济成本：一次性投资和长期维护

硬件投资和软件投资

标签持续消耗及更新

系统及外围设备维护和升级

防盗安全模式

单磁条方式

单RFID方式

磁条+RFID方式√

2010/9/15学术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调研、数据模型与实施构想 9

应用调研

标签选择：频率选择需考虑因素

频段的传播特性

信息传递效率

电磁辐射人体安全适用性

不同频率标签选择需考虑因素

价格、读取速度与准确性、存储容量

隐蔽性

标准兼容性

抗干扰性

市场前景、厂商支持度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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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15学术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调研、数据模型与实施构想 11

服务需求

学术图书馆应用RFID，是提高服务和管理的有效

途径（续）

记录文献的利用历史

出借文献

阅览文献

复印、扫描文献

图书损毁的查验

积累读者数据，分析读者偏好，合理采购文献

统一标准的RFID电子标签，实现地域性资源共享

利用RFID技术进行设备管理和仓储管理等

降低手工劳动量，提高工作效率

2010/9/15学术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调研、数据模型与实施构想 10

服务需求

学术图书馆应用RFID，是提高服务和管理的有效

途径

自动分拣，加快图书的分流

清查书目，提高馆藏书目的准确性

简化文献加工，实现精确典藏

加入电子保安系统，避免图书丢失

细化文献馆藏地址，实现文献定位导航

增加可出借文献类型（薄片的乐谱、图册、DVD等）

延长服务时间，延伸服务空间，实现自助 式和24小时的

人性化、全天候服务

Repor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高校图书馆「UHF RFID应用」工作小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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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协议及数据模型

2010/9/15学术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调研、数据模型与实施构想 13

制订标准的现实意义

 确定电子标签数据模型

 安全防盗检测方法

 数据安全的保护机制

 商家间RFID设备无法互用

（自助借还书机设备、门禁设备、读写设备）

 不同商家的电子标签无法相互读写

（图书资料不能在本系统以外交流）

 更换商家时必需重新更新标签编码

（对更换的标签按新商家重新格式化）

标准协议标准协议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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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15学术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调研、数据模型与实施构想 15

ISO/IEC标准

技术标准 数据结构标准 性能标准 应用标准

标准号 标准名称和内容
ISO18000-1 空中接口一般参数
ISO18000-2 低于135KHz频率的空中接口参数
ISO18000-3 13.56MHz频率的空中接口参数
ISO18000-4 2.4GHz频率下空中接口参数
ISO18000-6 860-960MHz频率下空中接口参数
ISO18000-7 433.92MHz频率下空中接口参数

ISO10536  非接触集成电路卡

ISO15693  非接触集成电路卡附近式卡
ISO14443  非接触集成电路卡附近式卡

ISO18046  RFID性能测试方法

ISO18047  RFID一致性测试方法
（有无源）

标准号 标准名称和内容
ISO15424 数据载体/特征标示符
ISO15418 ENA UCC应用标示符及ASC MH10标识符
ISO15434 大容量ADC媒体用的传送语法
ISO15459 物品管理的唯一ID（1。技术标准、

2。规程标准）
ISO15961 数据协议：应用接口
ISO15962 数据编码规则和逻辑存储功能的协议
ISO15963          RF标签的惟一标识

标准号 标准名称和内容
ISO10374 货运集装箱标签（自动识别）
ISO18185 货运集装箱电子封条RF通信协议
ISO11784 基于动物的物的RFID的代码结构
ISO11785         基于动物的物的RFID技术准则
ISO17358 应用需求

规范 名称/内容
ISO17363 货运集装箱
ISO17364 可回收运输单品
ISO17365 运输单元
ISO17363         产品包装
ISO17364 产品标识

标准协议

2010/9/15学术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调研、数据模型与实施构想 14

标准协议

国家标准或推荐标准

澳大利亚，德国，芬兰，丹麦，美国NISO… 

中国尚未出台自己的国家标准

国家图书馆课题组研究成果

厂家自己的标准

非公开的，和公开的

ISO 28560-1，2，3 RFID in Library(草案)
 ISO TC46/SC4/WG 11 

可变格式 ISO 28560-2

固定格式 ISO 28560-3

Repor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高校图书馆「UHF RFID应用」工作小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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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15学术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调研、数据模型与实施构想 16

标准协议

RFID空气接口标准

空中接口通信协议规范了读写器与电子标签之间的信息

交互，目的是为了不同厂家生产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性



 ISO 15693,ISO18000,EPC Gen2 

 RFID标签数据格式标准

 ISO 18000-6

厂家标准，国家标准，ISO标准

2010/9/15学术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调研、数据模型与实施构想 17

标准协议

超高频的标准,不同国家使用的频率不尽相同：

欧盟指定的超高频是865－868MHz

美国是902－928 MHz

印度是865－867MHz

澳大利亚是920－926 MHz

日本是952－954 MHz

我国无线电频段管理部门于2007年4月20日公布了

中国 RFID应用频率：

超高频UHF段基准为920－925MHz和 840－845MHz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Library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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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15学术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调研、数据模型与实施构想 19

数据模型

数据模型需要考虑的要素

定义数据的存储结构（数据字段的格式，内容

及排列顺序）

数据的编码方式

定义图书安全防盗的检测方式

定义必选和可选数据字段及取值规范

RFID数据模型的构建

采编数据：馆代码、馆藏号码、书目信息、典藏数据

流通数据

2010/9/15学术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调研、数据模型与实施构想 18

标准协议

RFID系统和图书馆管理系统交互协议

美国NISO的Z39.83-NCIP协议

即Z39.83协议，是由美国国家信息标准组织(NISO)制定的有关馆
际互借的一种新协议

 3M公司的SIP2协议

最早由3M公司发布，是3M自助借还机与自动化系统之间的通讯接
口，随着图书馆自动化程度的提高，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系统间通

讯交换数据的标准协议

第三种方式: 开发国内版的软件

因为按照每台 RFID终端收取的接口购置费、年度使用许可费，在
全国图书馆RFID逐步普及的情况下其总体费用开支将相当可观

Repor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高校图书馆「UHF RFID应用」工作小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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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15学术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调研、数据模型与实施构想 20

数据对象

长度

类别（强制、可选）

主要作用

是否锁定

图书馆/机构

媒体格式

用途：流通？参考？

书架位置

标题

订单号

数据模型

美国国家信息标准化组织（NISO）制定的美国图书馆RFID数据模型建

议书

2010/9/15学术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调研、数据模型与实施构想 21

元数据

项目数据

图书馆数据

应用数据

供应商数据

强制部分 结构化扩展 非结构化扩展

数据模型

丹麦图书馆RFID数据模型建议书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Library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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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15学术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调研、数据模型与实施构想 23

数据模型

系统数据元素

应用标识AFI 
表示由阅读器锁定的应用类型

唯一标签标识符UID
目前主要有两种规范：符合ISO 15693协议不含用户代码的64bit 
UID通用型标签；符合EPC Global协议标准的96bit UID通用型标签

电子防盗EAS

数据编码规则

按照ISO 15962和ISO 28560-2的定义标准来执行

编码规则的实现应该由系统自动完成

 RFID系统在设计时也需要严格参照相关ISO标准

2010/9/15学术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调研、数据模型与实施构想 22

数据模型

上交大图书馆拟定的RFID数据模型草案

 UHF RFID数据模型基于国际标准ISO 28560来设计，遵循ISO 
28560-1，28560-2，28560-3的相关规范

 用户数据元素

馆藏标识符

字段内容索引

所属馆代码

应用类别

索书号

架位信息

馆际互借借入机构

馆际互借事务号字段

其它备用字段

优先读取

随后读取

Repor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高校图书馆「UHF RFID应用」工作小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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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构想

2010/9/15学术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调研、数据模型与实施构想 25

功能需求

功能需求要点

 RFID与磁条共存的双重防盗，门禁二合一

 自助借还书籍和光盘，实现全天候图书馆服务

 图书自动分拣：由自动分拣机自动将图书作分类，细化到某个阅览

室。后续的分架，分层的工作可以由智能书车来完成

 快速上架、排架、理架，准确清点资源，动态清点数据的自动记录

 开发“智能便携式找书器”，实现馆藏资源的智能实景定位、可视

化导航

 利用数据统计分析功能，科学合理进行架位规划，记录文献利用信

息，实现文献采购与剔旧

 个性化学科书目推送

 全自动闭架式阅览室（书库）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Library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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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8-9学术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调研、数据模型与实施构想 27

系统框架

2010/9/15学术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调研、数据模型与实施构想 26

系统框架

RFID系统框架设计

 读者自助管理系统

 RFID数据统计系统

 自助借还书（光盘）系

统

 条码转RFID标签系统

 自动分拣系统

 图书盘点排架系统

 三维馆藏定位导航系统

 馆际互借系统

 安全门禁系统

Repor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高校图书馆「UHF RFID应用」工作小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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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15学术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调研、数据模型与实施构想 28

实施模式

“合作联盟+供应商+单个图书馆”三级联合支撑模

式

分工调研

制订标准

降低成本

积极配合

协同推进

与供应商合作，借鉴实施经验

成立项目组，组织实施

成立联盟RFID试验基地

思考与讨论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Library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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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15学术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调研、数据模型与实施构想 31

思考与讨论

有关标签

标签的使用寿命

超高频标签的读取距离确定及准确性

 RFID标签与条形码、磁针、索书号标签的关系，分阶段

实施过程中，如何兼容与衔接

金属书架影响到RFID标签的读取问题

 RFID标签的粘贴位置（安全性、生命周期、装订）

……

2010/9/15学术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调研、数据模型与实施构想 30

思考与讨论

有关标准

图书馆RFID还没有全球统一的技术标准，不同的厂商使

用各自的标签，实施时没有遵循相关的国际标准

厂商的数据安全与加密方式成为了馆际互操作的障碍；

不同的图书馆使用EAS安全方式会造成应用时的混乱，

甚至非图书馆领域应用EAS都可能造成错误的门禁报警

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关系问题

有关数据模型

数据应用类型、取值及编码方式（馆藏类型、馆代码、

UID……）

Repor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高校图书馆「UHF RFID应用」工作小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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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与讨论

有关系统

 图书馆现有管理系统与RFID设备的数据交换

管理系统与RFID芯片的数据交换

标签数据信息与后台数据库存储的位置信息保持同步

 RFID自动分拣系统

分拣基本单位的设定

流通量大的阅览室或书库的分拣系统

 RFID和磁条双系统门禁的合理检测方式

 ……

2010/9/15学术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调研、数据模型与实施构想 33

思考与讨论

有关服务与管理

启动RFID的准备事项

 RFID系统下的排架体系和标识系统

存放基本单位的设定

排架体系：存放基本单位+索书号
标识系统的改变

岗位重心的调整及服务设计

系统的引进对图书馆工作人员、工作流程及人员管理的影响

用户调研的实施与评估

 RFID 技术可能导致的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保护问题

联盟如何在保证成效的情况下，有效降低成本和风险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Library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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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2010/9/15学术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调研、数据模型与实施构想 34

思考与讨论

RFID与任何进入图书馆领域的新技术一样，有明

显优势，但也存在诸多问题

从已有经验和长远发展来看，RFID是图书馆管理

水平提升与服务模式转变的必然趋势

目前实施与否，关键要评估对图书馆的影响是否利

大于弊，并且是在恰当的时机

Repor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高校图书馆「UHF RFID应用」工作小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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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Report –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郑世福

香港高校图书馆
UHF RFID 数据模型

标准建议

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
郑世福(设备管理组-主任)

2010年08月20日- 深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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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RFID标准的概念及内涵

图书馆

技术标准

ISO 15693
ISO 18000-3 (HF)

ISO 18000-6 (UHF)
EPC C1G2

数据标准

ISO 28560
丹麦数据模型

NISO

实践标准

ISO 28560 / NISO ?
AFI / EAC / 
Database?

供应商

技术标准

ISO 15693
ISO 18000-3 (HF)

ISO 18000-6 (UHF)
EPC C1G2

数据标准

No one cares!

实践标准?
AFI? 非AFI?

自主權?

Who cares?
2

标准化的目的

圖書館之間RFID設備的互操作性

防止不同系統之間的沖突

作為圖書館領域的識別

提高數據可移植性

提高圖書館書籍的安全性 /保護用戶隱私

令圖書館有通用標準,使供應商有良性充競爭

3

Repor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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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 

香港高校图书馆使用
UHF RFID 的情况

• 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

– 始于图书馆与无线通迅研究中心共同申请的应用研究

资助项目(该中心有多位IEEE fellows)

– 属于自己开发的 UHF RFID 系统

– 2008年4月起在实际应用环境进行测试

– 测试书库： 教师指定参考书库

(>7,000课程相关的参考书)

– 效果良好,读者期望图书馆可以大规模 UHF RFID 

4

香港高校图书馆使用
UHF RFID 的情况

•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 测试: 2010年1月到5月

–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图书馆 – 通识教育馆藏

– 效果良好

– 稍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陈世斌先生会作更详细的介

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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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高校图书馆使用
UHF RFID 的情况

• 展望
– 其他大学图书馆例如香港浸會大学图书馆也在积极考

虑。展望将来，图书馆之间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 合作的空间关键在于：

• 共同的目标（利用科技去做服务转型)

• 共同的技术（UHF RFID - 共同的技术标准 – 供应商)

• 共同的要求和做法（数据标准及实践标准) – 在大同之中有变

化，互操作性和图书馆自主性一并兼容 – 主导商家配合

6

数据
标准

7

香港高校图书馆
UHF RFID 数据模型标准提议

实践
标准

Repor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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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 

香港高校图书馆
UHF RFID 数据模型标准提议

• 建议是从经验和观摩得出来的。

• 让我们先分享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在2008
年进行测试时采用的数据模型和检讨。

• 稍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陈世斌先生也会
分享他们的经验。

8

2008年进行UHF RFID 测试时采用的
数据模型和检讨

• 在2008年,UHF RFID: 没有图书馆数据模型的标准
• 标签: AD-820,96-bits

• 缺点:

– 封闭系统 (proprietary)
– 互操作性的问题

– 固定长度,其他图书馆很难使用这数据模型,因为一些图书馆的主馆藏标
识很长

9

长度 数据元素

1字节 (byte) 所属馆

1字节 (byte) 分馆标识

2字节 (bytes) 分类号

6字节 (bytes) 主馆藏标识

2字节 (bytes) CRC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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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eria for evaluating Data Model
数据模型评估的标准

Criteria (评估的标准) Meaning

Comprehensiveness 
(全面性)

Are the fields and content options are enough and sufficient 
for diverse needs of different Libraries?

Flexibility (灵活性) Can the Library choose different fields in the data model? 

Scalability (延展性) Can the data model be added with additional fields or 
expanded for various needs in future? New hardware?

Compatibility with 
existing UHF technology 
(兼容现有的超高频技
术)

Can the data model be easily integrated with existing UHF 
technology?

Performance (性能表现) Are the data model efficient and fast enough for different 
Library applications?

Interoperability (互操作
性)

Are the data model providing interoperability in ILL of 
different security systems?

10

不同数据模型应用于UHF RFID的评估
- ISO 28560, NISO,丹麦数据模型

Criteria ISO 28560-2 NISO 丹麦数据模型

Comprehensiveness (全
面性)

The data fields are 
more holistic. Total 25 
fields including 7 

additional fields.

Total 18 fields of data 
element defined.

Total 17 fields of data 
defined.

Flexibility (灵活性) More flexible because 
content parameter (内
容参数) is optional 
and including fixed 
length encoding.

Tag content key (標籤內容
键) is mandatory.

Many mandatory fields.

Scalability (延展性) More scalable because
may include UHF 
encoding as another 
part.

All are variable length 
encoding.

Some fields are not defined 
for future reserved use.

Compatibility with 
existing UHF technology 
(兼容现有的超高频技术)

Yes, can be adopted 
for UHF technology.

Yes, can be adopted for 
UHF technology

Not compatible with UHF
as required 32 bytes.

Interoperability (互操作
性)

Yes. Include ILL 
scenario security 
analysis.

Yes. Include ILL transaction 
and security scenario
analysis.

Does not include ILL 
transaction no.

11







 

 

Repor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高校图书馆「UHF RFID应用」工作小组报告

58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 

香港高校图书馆
UHF RFID 数据模型标准提议

• 综合了测试经验

• 参考了不同的标准（NISO 及丹麦数据模型）

• 观摩了ISO 28560 的草案

• 参考了全国图书馆标准委员会就ISO 28560 
的分析和推荐

• 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和香港中文大学图书
馆共同就香港高校图书馆UHF RFID 数据模
型标提出建议

12

香港高校图书馆
UHF RFID 数据模型标准提议

• 目前，就UHF RFID 来说，没有国际标准（ HF 
RFID 也要经过10年的时间国际标准才出现）

• 建议以ISO28560为标准基础

• 认为ISO28560-1所提出的31个数据元素可用于
不同的RFID频段和编码方案

• 推荐ISO28560-2作为编码方案（动态存储格式）

• 建议1 : 数据元素 (强制):主馆藏标识,所属馆代
码

• 建议2 :标签内 EPC记忆容量不能少于240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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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高校图书馆
UHF RFID 数据模型标准提议

跟Alan Butters 的电邮沟通：

“……. It may even be that you could force a 
"defacto standard" data model into being 
by being the first to develop a UHF data 
model for libraries. ……..” 

14

ISO28560-1数据元素
ISO 28560-1 (2009 Draft)

1. 主馆藏标识,  Primary item 
identifier 

2. 内容参数, Content parameter 

3. 所属馆代码, Owner institution 
(ISIL) 

4. 卷册信息, Set information 

5. 应用类别, Type of usage 

6. 排架地点, Shelf location 

7. ONIX 媒体格式, ONIX media 
format 

8. MARC 媒体格式, MARC media 
format 

9. 供货商标识, Supplier identifier 

10. 订购号, Order number 

11. 馆际互借借入机构, ILL 
borrowing institution (ISIL) 

12. 馆际互借事务号, ILL borrowing 
transaction number 

13. GS1 产品标识, GS1 product 
identifier 

14. 本地数据 A,Local data A

15. 本地数据 B, Local data B

16. 本地数据 C,Local data C

17. 题名, Title 

18. 产品标识(本地), Product 
identifier (local) 

19. 媒体格式, Media format (other) 

20. 供应键阶段标识, Supply chain 
stage 

21. 发票号, Supplier invoice number 

22. 备选馆藏标识, Alternative item 
identifier 

23. 备选所属馆标识, Alternative 
owner institution 

24. 所属馆标识补充, Subsidiary of 
an owner institution 

25. 备选ILL互借机构标识, 
Alternative ILL borrowing institution

ISO 28560-1 (2010 – Aug)

1. 主馆藏标识,  Primary item 
identifier 

2. 内容参数, Content parameter 

3. 所属馆代码, Owner institution 
(ISIL) 

4. 卷册信息, Set information 

5. 应用类别, Type of usage 

6. 排架地点, Shelf location 

7. ONIX 媒体格式, ONIX media 
format 

8. MARC 媒体格式, MARC media 
format 

9. 供货商标识, Supplier identifier 

10. 订购号, Order number 

11. 馆际互借借入机构, ILL 
borrowing institution (ISIL) 

12. 馆际互借事务号, ILL borrowing 
transaction number 

13. GS1 产品标识, GS1 product 
identifier 

14. 预留给备选馆藏标识, Reserved 
for Alternative unique item identifier 

15. 本地数据 A, Local data A 

16. 本地数据 B,Local data B 

17. 题名, Title 

18. 产品标识(本地), Product 
identifier (local) 

19. 媒体格式, Media format (other) 

20. 供应键阶段标识, Supply chain 
stage 

21. 发票号, Supplier invoice number 

22. 备选馆藏标识, Alternative item 
identifier 

23. 备选所属馆标识, Alternative 
owner institution 

24. 所属馆标识补充, Subsidiary of 
an owner institution 

25. 备选ILL互借机构标识, 
Alternative ILL borrowing institution 

26. 本地数据 C,Local data C 

27. 预留作将来用途, Reserved for 
future use 

28. 预留作将来用途, Reserved for 
future use 

29. 预留作将来用途, Reserved for 
future use 

30. 预留作将来用途, Reserved for 
future use 

31. 预留作将来用途, Reserved for 
future us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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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 

Observation 
观察

• 可被写入到标签数据是巨大的!
• 标签内的记忆容量是有限的!在最新的UHF
标签内,  => 496 bits (电子产品码记忆) + 
512bits (使用者记忆体).

• 我们的目标=> To minimize the read time as 
small as possible. (尽量减少读取时间.)

16

Observation 
观察

两种写入RFID标签数据的方式。

• Minimalist’s approach:只写了唯一的标识符,
其他所有数据可以从数据库检索.

• Maximalist’s approach :尽可能多写入数据.

17

Best approach: Optimal approach 
(最优化的方法) 

depending on local needs and tag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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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es to writing data 
写入数据的途径

Maximalist’s approach Minimalist’s approach
Fields to be written on Tag
(写在标签的字段)

As many fields as possible Only unique identifier of the 
item is written

Operation 
(运行机制)

No need to look up from the 
database

Most of other data can be 
looked up from the Database 
such as ILS.

Privacy concerns 
(隐私问题)

Yes. Other users can read data 
by interpreting the data.

No.

Network/database is broken 
down or slow 
(网络/数据库故障或缓慢)

Still be functional properly. May not be functional 
properly.

Tag Memory storage 
requirement 
(标签内的记忆量的要求)

High. Low.

Cost (成本) Higher tag cost Lower tag cost

18

UHF Tag Memory
超高频标签的记忆体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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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 

UHF Tag Memory Map
超高频标签的记忆体对映

20

Logical Memory Map (from EPC Global Inc.)

UHF Tag Memory Map
超高频标签的记忆体对映

21

Logical Memory Map (from EPC Global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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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F Tag Memory Map
超高频标签的记忆体对映

22

Logical Memory Map (from EPC Global Inc.)

UHF Tag Memory Map
超高频标签的记忆体对映

23

Logical Memory Map (from EPC Global Inc.)

储存图书馆
数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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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 

UHF Tag Memory Map
超高频标签的记忆体对映

24

Logical Memory Map (from EPC Global Inc.)

EPC memory bank
电子产品码记忆器组

25

EPC memory bank of a Gen 2 Tag (extracted from EPC global)

Each space represents one 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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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ID Owner 
Library

Local Data 
(Class No.)

ISO 28560 data elements table
EPC Memory –

Data elements depends on size of the tag.
Sample : 30 bytes (240 bits) EPC memory

26

建议1: 数据元素 (Mandatory)
(Primary ID, Owner Library)

Transaction critical

ISO 28560 data elements table

University

Barcode

Encoding 
method

Bytes

CityU

03356104

Numeric

4

HKU

X60591050

Encode

6

CUHK

004375590

Numeric

4

HKUST

3346500511
4125

Numeric

6

POLYU

0000815772
231

Numeric

6

BU

C110463374

Encode

6

LU

3100034947
5296

Numeric

6

IED

3199500923
3085

Numeric

6

27

Primary ID Owner 
Library

Local Data 
(Clas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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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 

ISO 28560 data elements table
EPC Memory –

Sample : 30 bytes (240 bits) EPC memory

28

Primary ID Owner 
Library

Local Data 
(Class No.)

2 bytes overheads

+ 6 bytes
22 bytes left Free to write

建议2:使用UHF RFID 标签
EPC memory – at least 240 bits
plus user memory (if necessary)

EPC Memory growth
电子产品码记忆量增长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64-bit tag 96-bit tag 240-bit tag 496-bit tag

UHF EPC Memory size growth

EPC memory size of Tag
Year 2002

Year 2006

Year 2008

Year 2010

Follows
Moore’s Law
(摩尔定律)!!

Observation:
UHF Tag generation may be 2 years.

E.g. AD820 was new model of tag
2008 but now, it is phased out!

29

UPM 
Dogbone with

Impinj’s
Monza™ 4 IC

AD 824,
AD224,
AD840

AD 820,
AD220

AD 9855
RF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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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F Tag Memory Map
超高频标签的记忆体对映

30

Logical Memory Map (from EPC Global Inc.)

UHF Tag Memory Map
超高频标签的记忆体对映

31

Logical Memory Map (from EPC Global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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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 

Memory Access Time
记忆存取时间

EPC memory (96 bits) EPC + User memory 
(96+224 bits)

Average Reading Time 0.27 second 0.6 second

32

测试阅读设备: Alien ALR-9650
测试UHF RFID标签: Invengo XCTF8102
-> 阅读EPC记忆体的时间和阅读使用者记忆体的时间
是相近的。
->但是,阅读两个记忆体的时间差不多是阅读EPC记忆
体的时间一倍,因为包括两个阅读操作

User memory Cost 
使用者记忆体成本

Tag 
model

EPC/User memory *US $ per tag 
without user 
memory

*US$ per tag 
with 512-bits 
user memory

AD-224 240 bits
/512bits (optional)

US $0.18 US $0.22

AD-824 96 bits 
/512 bits (optional)

US $0.22 US $0.27

AD-840 240 bits 
/512 bits (optional)

US $0.25 US $0.30

33

*註:数量是50,000标签及含背胶但沒有紙(wet inlay without labels ).
对于大宗订单,如1万个标签，价格差异是非常小.

Cost Difference is abou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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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ield “Type of Usage” (应用类别) may be 
useful if some non-circulating items are also being 
tagged because this will prevent check-out when 
the ILS system is down. (当图书馆综合系统故障,
可防止非流通书目被借出)

– The field “Set Information” (卷册信息) may be 
useful for multiple parts of item. 

– The field “Title” (题名) may be useful for receipt 
during checkout in case the ILS system is down. 

34

Type of use Set 
Information Title 。。。

ISO 28560 data elements table
User Memory –

Sample : 64 bytes (512 bits) User memory

35

Type of use Set 
Information Title … …

64………… ….. ….. ….. …..

Choice of fields: 
Local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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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 

Guidelines of Writing data in UHF Tags
超高频标签的数据写入的指引

1) Select the fields to be stored on the tag. Choose the memory options that can 
be fitted to the Library’s requirement. (选择写入标签内的数据元素) -

2) Select a tag model that are suitable to the Library’s requirement such as 
shapes, reading performance, memory options, warranty, production life etc. 
(选择一个适合在图书馆要求的标签)

3) Based on the memory capacity of the tag model, calculate the number of fields 
that can be stored in the UHF Tag. (计算能够写入数据元素的数目) The 
memory capacity also involves cost implication. (成本的影响) 

4) Select those frequently read fields (选择那些经常阅读数据元素) such as 
Primary ID, Owner Library, subsidiary of an owner library and type of usage, 
these frequently read fields are recommended to be written to the EPC memory 
bank because of faster reading performance in EPC memory only. 

5) After the last field to be written on EPC memory, we can fill all zero bits in the 
rest of EPC memory.

6) For the other less frequently read fields (不经常阅读数据元素), they can be 
stored in user memory bank (使用者记忆体) because of slower access to EPC 
and user memory.

36

数据
标准

37

实践标准提议

实践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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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 Guideline (1)
实践标准(一)

• 由于安全问题, 写保护锁(Write protect 

lock)应使用在主馆藏标识 (the Primary 
ID)和所属馆代码(Owner institution ). 
如果没有写保护锁，它是容易受到盗窃，
破坏或意外删除而改变。

• 在保留记忆体,设置密码(Set the Access 
and kill password). 建议使用动态键
(dynamic keys)而不是唯一密码.

38

Additional Guideline (2)
实践标准(二)

• 由于隐私问题,建议不写读者相关信息在标
签内

• 在门禁系统, 除了馆藏标识符(Primary 
ID),还应当核对所属馆代码 (Owner 
institution),这会减少门禁误报的可能性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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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 

数据模型

安全议题

40

RFID Security model comparison
RFID 安全模式的比较

Database security
(数据库)

AFI Security
(应用标识)

EAS Security
(电子防盗)

Security
information storage 
(安全信息存储)

Security
information stored 
in Database

Security
information stored 
in Tag

Security
information stored 
in Tag

Speed (速度) Generally faster 
because of no write
operation

Generally slower 
because of write 
operation

Generally slower 
because of write 
operation

Tag Life Expectancy 
(标签寿命)

Longer Generally shorter because tag has max. 
write cycle.

Vulnerability
(系统弱点)

Network / Server 
failure

Security gate failure Security gate failure

ILS breakdown 
(图书馆系统故障)

Still work. Require offline mode to store circulation transactions 
(Check-in / check-out)

Tag Fields/Value to 
be stored (标签字
段/值)

Not applicable One byte data, C2HEX 
(Check-out)  and 07HEX
(Check-in) can be written 
as AFI code.

Proprietary or 
Vendor specific 
feature.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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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model (CityU experience)
安全模式(香港城市大学的经验)

• During two years of experience, the database security model has 
been running fine. (数据库安全式已运行良好)

• Additional Off-line mode of circulation operation is recommended 
(附加的离线的流通操作模式) because there may be 
system/network slowdown.

• During the testing, we have evaluated many network/server 
resilient approaches (网络/服务器能复原的方法) such as 
Application network switch (应用网络交换机) and server clustering 
(服务器群集). This will provide reliable network and server 
platform for mission critical applications.

• In detection gate, besides Primary ID (馆藏标识符), the field 
“Owner institution” (所属馆代码) should also be checked against 
the tag field before initiating the alarm. This will minimize the false 
alarm possibility (减少门禁误报的可能性) together with the 
checking of Primary ID.

42

Jusco Supermarket (Self service)
吉之岛超市 (自助服务)

Technology is a means to automate 
the services. (技术是一种自动化服
务的手段) However, we also need 
random human checking (Security 
Guards) as a complementary means. 
(然而，我们也需要人的随机检查
（警卫)作为辅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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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 

Handheld Reader 
手持式阅读器

44

Model CSL CS101 Motorola 
MC9090-G

Psion Teklogix
Workabout Pro 3

Weight (重量) 1kg 1kg 455g

Read range (读取
范围)

Up to 7m. Up to 3 m. Up to 2.5m

Dimension (尺寸) 
(LxWxH) cm

19.7 x12.2 x 22.3 27.3 x 11.9 x 19.5 22.3 x 10 x 4.2 

Battery usage time
(电池使用时间)

1.5 hour 
continuous use

Not provided. About 2 hours.

Wi-Fi (无线上网) Supported
IEEE 802 b/g

Supported
IEEE 802 a/b/g

Supported
IEEE 802 a/b/g

Other Issues

• Tag migration: 
– Tag delivery guarantee with Vendor for a period of 

time say 10 years. 
– Insurance terms on tender to protect the 

investment in case the contract/delivery of tags 
are not met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

• Device: Smart Shelves, Sorting, high speed 
conveyance belt etc.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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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系統
University Library Syste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图书馆 UHF RFID 数据模型
建议及经验分享

Experience Sharing and Recommendation on 
Library UHF RFID Data Model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陈世斌(讯息及策划部- 主任)

2010年08月20日- 深圳

Presentation Report –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陳世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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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

“…使用標準化技術可讓圖書館在使用
相同的RFID標籤時 ,有能力選用新的
供應商或更新技術...”

- Circulation, Self-check and Materials Security at 
Berkeley Public Library (Past Present Future)  - IV 
information, Item A, Attachment I.

(2010年07月07日)
http://kcoyle.net/Analysis2010_07_14_BOL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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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 RFID数据模型

2. UHF RFID测试经验分享–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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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模型标准化目的

• 馆际互借:确保图书馆之间的RFID标
签可供其他馆互读;

• 为图书馆系统提供标准化RFID用户
接口;

• 确保不同供货商提供同樣标签; 及
• 确保与现时条形码系统使用相同认证
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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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FID接口标准–
使用 ISO 28560-1 及 ISO 28560-2

• UHF标签

遵守EPCglobal Class 1 Gen 2
使用240bit (=15 word) 或以上的EPC内
存库(memory bank)
数据元素应写在EPC内存库

用户内存(user memory)

RFID数据模型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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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数据模型

必备数据元素

• OID-1 主馆藏标识

• OID-3 所属馆代码

 EPC Memory

其他OID元素

• 可选

 EPC or User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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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数据模型

Repor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高校图书馆「UHF RFID应用」工作小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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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数据模型
OID-1主馆藏标识

• 必备元素(mandatory); 锁定(lock)
• 等同现时条形码编号

• 变长字母数字(variable length)
• 条形码编:

9个数目字(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8个数目字(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

14 个数目字 (香港教育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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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数据模型

OID-3所属馆代码

• 必备元素 (Mandatory)
• 字符串组合分為

-国家代码 –
 基于 ISO 3166-1标准

 用2个字母代表

-所属图书馆代码
 基于ISO 15511变长字段标准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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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FID标签数据结构

 主馆藏标认/Primary Item ID (OID-1)
 所属馆代码/Owner Library Information(OID-3)
 Dimension and Weight (OID-14, Local data-A)
 由第2 至16個字 (Word = 2-byte) : 15 字
 15 字 x 2 = 30 bytes x 8 = 240 bits (EPC 內存)

UHF RFID测试经验分享

OID-1 OID-14O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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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F RFID测试经验分享

供货商 : ITE Company Limited
RFID标签: Avery Dennison 840
內存 : 240bit EPC Memory
图书馆 :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图书馆–

通识教育馆藏

数目 : 3,600 册(印刷品)
測試日期 : 2010年1月至 5月

Repor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高校图书馆「UHF RFID应用」工作小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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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F RFID测试经验分享

例子:
OID-01 – 主馆藏标认(primary item identifier)

例子:
压缩方式:整形数压缩(Integer-001)
条形码编号: 987654321
转换十六进号: 0x3A DE 68 B1 (4 bytes)
前导字节: 0 001(压缩码) 0001(OID)

0000 1000 (4 bytes)
0x 11 04 3A DE 68 B1 (共6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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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标签

步骤一: 下架

放置标记以便完成后
上架用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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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贴加工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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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
加贴测试用标贴

Repor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高校图书馆「UHF RFID应用」工作小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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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F RFID自助借书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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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F RFID门禁

• 测试时3M磁条与
RFID门禁共存

RFID 门禁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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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自助系统意见调查

Strongly                                 Strongly
Disagree                                 Agree
非常不同意 非常同意
1 2 3 4 5

RFID Self-check Station is 
convenient to use.
RFID自助借书系统方便快
捷。

0 1              0               1            10

91.7%

RFID Self-check Station 
could help speed up books 
borrow process.
自助借书系统有助缩短借书
时间。

0              1               0              4 7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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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自助系统意见调查

• 测试期内,有12位使用者回应

• 9成以上回复表示UHF RFID自助
系统

方便快捷; 及
有助缩短借书时间。

Repor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高校图书馆「UHF RFID应用」工作小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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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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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ces 





(由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提供)

 
2010年8月19日-21日，由香港城市大学图
书馆承办的内地与香港“超高频射频识
别技术应用 (UHF RFID) 合作联盟”工作会
议，在深圳贝岭居宾馆召开。本次工作会
议主题为“内地与香港图书馆之数据模型
标准化”，合作联盟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包括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汕头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
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以
及香港货品编码协会等在内的多家单位，
总计有20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新社记
者也参会并进行了报道。会议由香港城市
大学图书馆景祥祜馆长主持。

会议的研讨重点及交流成果可以概括为以
下三个方面：

1、合作联盟——基础扎实 意义深远

景祥祜馆长首先介绍了会议召开的背景： 
2010年3月，由内地和香港三所大学，即
香港城市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及清华大学
联合发起，达成创办高校图书馆“超高频
射频识别技术应用”合作联盟的共识，并
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合作一直是推动
图书馆资源共享与服务发展的重要力量，
例如由香港八所大学合作的“港书网”平
台，藏书超过1000万册，通过建立联合目
录，实现馆际互借，借阅量不断攀升，成
为各图书馆馆藏的重要延伸，也对馆际间
的RFID标签标准提出了新的要求。

景馆长通过城大图书馆的实践，重申了合
作联盟的意义。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于
2008年对教学参考资料开始了RFID的试验
性应用，借阅率增加了60%–70%，馆员也
从前台事务性的工作，逐渐转向后台内涵
提升型的服务。教参资料流通量的增加，
使图书馆对教学的支持更为有力。因此
RFID应用于图书馆，不是劳动节约型的时
间调配，而是馆员工作时间和重心的调
配，有利于促进“组织和谐”。香港和内
地图书馆在RFID标签标准方面若能实现同
一数据模型，是跨区域合作迈出的重要一

步。通过先进的术手段，内地读者可轻松
借阅香港图书馆的藏书，而香港读者亦能
借阅到内地图书馆的藏书。

来自香港浸会大学的副校长蔡亚从教授对
图书馆RFID的应用给予了勉励和期望，指
出香港有很多年馆际互借的基础，如果可
以达到RFID互通，对图书馆的发展将大有
裨益。香港货品编码协会的总工程师孙国
江则从物流应用等视角，对RFID应用于图
书馆，提供了颇具启迪的思路与建议。

2、报告研讨——聚焦主题 丰富实用

会议的三个专题报告都聚焦“数据模型标
准化”这一主题，参考、借鉴国外数据模
型方案，分享交流各自的研究与实践成
果。汕头大学杨明华馆长代替国家图书馆
董曦京发言，介绍了图书馆RFID数据模型
标准化工作进程，展示了全国图书馆标准
化委员会-图书馆RFID数据模型的研究成
果，并以五个“一致”（即数据元素、公
共参数、通信协议、标签互用性、数据前
缀）概括了统一的图书馆RFID数据模型的
特征。上海交通大学郑巧英副馆长聚焦学
术图书馆RFID应用，介绍了应用调研与服
务需求，标准协议和数据模型，以及实施
构想，并针对标准、标签、系统、服务与
管理等具体层面，提出了诸多值得深入思
考的议题。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郑世福主
任以“香港高校图书馆UHF RFID数据模型
标准化建议“为题的报告，首先介绍了标
准化的目的、香港高校图书馆UHF RFID的
使用情况，在对不同数据模型标准进行测
试、对比和评估的基础上，提出了香港高
校图书馆UHF RFID数据模型标准提议，并
对标签内存、实践标准提议和数据模型安
全议题等几方面提出了值得借鉴的建议。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陈世斌主任也就图书
馆UHF RFID数据模型建议及经验分享，向
与会者介绍了RFID数据模型的具体内容，
以及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图书馆测试UHF 
RFID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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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代表还针对安全磁条的使用寿命和成
本、标签的生命周期、UHF RFID的使用效
益等热点问题，并围绕“数据模型标准草
案”进行了集中讨论。上海交通大学陈进
馆长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建议工作组和
上层机构建立联系机制，加强宣传和沟
通，凸显工作组的特色与成效，形成联合
推动的局面；二是合作联盟应该培植、推
动几个供应厂商，发挥主导作用；三是在
京、沪、港、粤等地区，尽快培育几个试
验基地，起到示范作用；四是图书馆要积
极申请专利，掌握技术主动权。

3、会议成果——富有成效 稳步实施

在会议最后，景祥祜馆长总结了会议形成
的成果与共识：

第一：会议讨论并形成了“UHF RFID数据
模型（草案）”。会后将进一步收集、整
理各方意见，修改标准框架，并争取国家
相关部门的支持，提出适合内地与香港
UHF RFID图书馆的标准，进而推广至海外
其它UHF RFID图书馆，申请ISO认证；

第二，会议明确了合作联盟的目标：合作
联盟旨在以“京沪港粤”四地高校图书
馆为牵引，带动UHF RFID技术的跨区域合
作，提高借还书服务、书籍分拣、分类、
书库盘点乃至馆际互借、文献共享等服务
的运作效率，实现图书馆从前端服务到后
台管理的全面数字化；同时，也为内地和
香港等跨地区间的图书馆，提供经验交流
及创新思考的平台，对于图书馆管理与服
务的跃升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性意义。

第三，工作组将持续推动UHF RFID合作联
盟，计划每半年召开一次会议，下次工作
会议初步计划在上海召开。

第四，会议专题报告的研究成果，将集结
成书出版，向海内外宣传推广合作联盟的
成果。中文版本由上海交通大学负责，英
文版本由香港城市大学负责。

目前世界图书馆界RFID的应用正以每年
30%的递增速度在飞快发展，图书馆关注
并积极应用RFID技术，对于图书馆实现数
字化全覆盖、泛在智能化的新型服务，具
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由香港城市大学、
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联袂发起的内地
与香港UHF RFID合作联盟，采取“分工调
研，制订标准，精诚合作，协同推进”的
高效模式，相信必定会对促进UHF RFID在
图书馆的标准化应用，起到积极的示范和
引领作用。

（郭晶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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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清華大学图书馆提供)

(2010年8月20日下午)

13:30

报告题目：香港高校图书馆UHF RFID数                    
据模型标准化建议

报告人：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设备                
管理组主任郑世福

报告中的主要内容如下：

• 针对UHF RFID，目前没有国际标准，HF 
   RFID也经过了10年时间，国际标准才出
  现；

• 建议以ISO28560为UHF RFID数据模型的
  基础；

• 认为ISO28560-1所提出的31个数据元素可
  用于不同的RFID频段和编码方案；

• 推荐ISO28560-2作为编码方案（动态存
   储格式）；

• 建议1：数据元素（强制）：主馆藏标
  识，所属馆代码；

• 建议2：标签内EPC记忆容量不能少于
   240位。

讨论：关于手持式阅读器找书：读取范围
过长未必适合，另外还需要考虑金属书架
的反射。

景馆长：看何种应用环境，找不在架的书                
时需要较长的读取距离。

陈进馆长：读取距离最好能够调节，根据                    
需要进行调整。

14:15

报告题目：图书馆UHF RFID数据模型建议
及经验分享

报告人：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讯息及策划                
部主任陈世斌

讨论：

姜馆长：中文大学测试4个月，共进行多
少次RFID图书借还。12人次的响应，总数
偏少。流通台的馆员是否需要判断图书是
否粘贴了RFID标签？

陈世斌：中文大学测试只有一部分图书                 
(约3600)参与测试。

如果是RFID的书籍，小规模的划分一个测
试区域，让读者自助借。测试得出的是一
个积极的结论。另外还一个经验：只有实
际试用之后，很多问题才会发现。

杨明华馆长：小规模图书馆馆比较容易引                        
进，大馆的决策比较谨慎。国外的经验也
通常是小馆先开始做。

景馆长：领导的信心决定RFID应用的规                
模。HF大规模做的比较好的经验是西雅图
图书馆（公共馆）。UHF萌芽，从小规模
开始总是必须的。

领导了解不够，资料不够充分。挑战：如
何让校领导有信心？如何沟通？

RFID应用的目标是提高专业职能，非劳动
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城市大学图书馆应用
RFID后原来书库工作的同事现在多方面发
展。1)提升了读者服务—流通周转速度加
大。馆员从前台走到后台，原来还书上架
一天两次，现在还书上架一天四次。2)协
调教师采购图书馆。采用RFID后图书馆延
长了外借图书的时间（24小时）。

景馆长：本次会议希望能够形成一个数据                
模型的建议草案，与多方面沟通并做为采
用UHF标签用户的参照。

14:55

姜爱蓉馆长主持综合讨论：时间有限，下
面讨论数据模型的一些具体问题：

RFID的应用近年来形成一种热潮是否正
常？在应用中对于标准的遵循非常重要。
这次会议提出的UHF数据模型对于当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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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及的UHF应用有重要参考意义。城市
大学图书馆的同仁准备了一个UHF数据模
型的建议，请大家一起来讨论确认一下几
个要点：

郑世福主任：介绍数据模型建议书中的主                        
要内容。

• 18000-6C(EPC C1 GEN2)的规格：工作频
  率：860-960MHz，内存容：512bit/96bit；

• ISO28560-1的数据元素可用于不同RFID
  频段，也适用于UHF RFID图书馆应用；

• 推荐采用ISO28560-2作为编码方案；

• 建议采用18000-6C标签标准；

•建议使用EPC Memory和User Memory
（如有需要）来存放数据；

• EPC Memory不小于240位；

• 必备数据元素保存在EPC Memory；

• 必备数据元素为“主馆藏标识”和“所 
  属馆代码”；

• 可选数据元素可储存在User Memory。

建议：内地图书馆成员：在内地推广使
用；香港图书馆成员：在香港和海外推广
使用并呈报给相关标准化组织。

孙国江总工：将来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如
零售或其他行业。图书馆如何应用？如果
书商采用RFID标签，图书馆是否要增加一
个标签，这个标签是否还能基于图书馆的
数据模型标准？

杨明华馆长：曾经跟一些书商了解过。一
种可能性：非常便宜的标签，用于物流。
到图书馆之后重新贴标签。大型书商也可
能采用正式标签，在物流环节使用之后，
到图书馆之后继续使用。图书馆购买图书
时在价格上返点，书商愿意贴标签。

这个标准推广之后，现有的标签如何处
理？

要求RFID集成商在流通环节重新写一种。
可能同时二种格式共存。

 

国图标准：增加馆代码规范，由多个部分
组成。保证整个中国的馆代码不会重复。
馆代码有16位，比较长。建议采用国图的
馆代码标识，问题是需要有一个组织来分
配。

孙国江总工：代码分配方式：一种方式由
中央分配。另一种方法是分层各自管理。

杨明华馆长：分为四个字段。目前不太好
执行的部分是最后一部分如何规范或管
理？

刘丽芝助理馆长：香港地区还没有决定如
何制定一个规范的区号。现在首先确定数
据元素，具体包括哪些代码以后再确定。

景馆长：下次有机会，争取能够参与国图
标准会议。

陈进馆长：几点建议：1) 这会议开得很
好，细节暂时不讨论，留待专家完善。但
工作小组如何发挥作用很重要。因为国图
和标准局在做相关的方案，他们具有一定
的权威性。我们这个工作组以后起什么作
用？小组需要建立联络机制，包括与国
图和标准局， 在形式上给予确认。加强
宣传和沟通，加强香港和大陆合作，体现
小组的特色。希望能够起到联合推动的作
用，处理好与各方面的关系。2) 过去图书
馆使用别人已经开发的技术。这一次能不
能图书馆先想清楚，然后推动厂商来做相
关产品。3) 尽快培育几个实验基地，京、
沪、港、粤实验基地。如果不做，纸上谈
兵。4) 建议考虑申请专利。写一些东西。

景馆长：1) 工作小组可以半年进行一次技
术研讨会，侧重技术方面的标准和应用。
下一次邀请厂商参加，初步考虑仍然在深
圳。2) 本次会议的报告非常具体，计划出
一本正式文献。先汇集中文内容，然后由
城市大学改写为英文版本。3) 虽然我们的
工作小组的起步比ARL晚了一点，但是在
UHF方面已有很多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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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馆长做会议总结：

1）经过5-6小时的交流，内容很多，时间
     有限。具体内容可以参考会议文献会 
     后继续沟通。

2）正式会议文件会后装订成册。至少印 
      50本分发到相关机构。

3）下次会议由城市大学知识/技术转移处 
      主持。可能在11月份。

15:44

会议结束。

会后关于会议内容出版正式文献的讨论：

景馆长：分8个章节左右。

陈进馆长：是否作为系列。现在是当前成
果。半年或一年之后进一步深入的成果。

景馆长：本次的主题是标准。数据模型标
准化。

陈进馆长：内地和香港字样可去掉。

大标题：UHF RFID/图书馆/数据模型标准
化，不界定于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变革的新技术/RFID数
据模型标准化

RFID技术带动图书馆管理与服务革命

RFID技术带动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变革

UHF-RFID技术带动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变革

表达对标准化的思想、标准等。

不同厂商标签的实验。

核心是数据模型。推广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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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Coverage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Libraries — “UHF RFID” Data Model Standardization the 
Second Meeting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as widely 
covered by the media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 They are: 

内地与香港图书馆「UHF  RFID」之数据模型标准化高校图书馆「UHF RFID应用」 
工作小组第二次工作会议获内地与香港的传媒广泛报导，包括︰ 
 
 
 
Media Coverage in Mainland China 中国内地传媒报导

 
 

1. 「内地与香港图书馆探讨制定统一图书识别标准」 
~Source: xinhuanet.com (新华网), 22/8/2010.

This article also appears in 此报导另见于:
a) www.cnii.com.cn (中国信息产业网), 23/8/2010:

http://www.cnii.com.cn/xxh/content/2010-08/23/content_788789.htm
b) www.news.163.com (网易新闻), 22/8/2010:

http://news.163.com/10/0822/22/6ENNRPLS000146BC.html
c)   www.rfidchina.org (RFID中国网) , 23/8/2010:

http://www.cnii.com.cn/xxh/content/2010-08/23/content_788789.htm

2. 「内地与香港图书馆商讨合作 两地图书互借成可能」 
~Source: chinanews.com.cn (中国新闻社), 21/8/2010.

This article also appears in www.people.com.cn, 22/8/2010:
此报导另见于人民网, 22/8/2010:
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125066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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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Coverage in Hong Kong 香港传媒报导

1. “Libraries seeks greater hi-technology cooperation”
China Daily (HK Edition), 2/9/2010, p. H01.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daily.com.cn/hkedition/2010-09/02/
content_11244119.htm

2. 「城大和内地大学图书馆探索制定 UHF RFID 统一模式与标准」 

 城大新闻网 (中文版)，20/8/2010 

Also available at: http://wikisites.cityu.edu.hk/sites/newscentre/ch/Pages/
201008201721.aspx

3. “CityU and mainland university libraries explore UHF RFID data model 
standardization”
CityU News Centre (English Version), 20/8/2010
Also available at: http://wikisites.cityu.edu.hk/sites/newscentre/en/Pages/
201008201721.aspx

4. “CityU and mainland universities in UHF RFID collaboration”
Computerworld Hong Kong, 25/8/2010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cw.com.hk/content/cityu-and-mainland-universities-
uhf-rfid-collaboration

5. 「京沪港高校将推图书互借」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香港商報)，21/8/2010，p. A19.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hkcd.com.hk/content/2010-08/21/content_2580566.htm

6. 「中港学府探统一图书馆运作」 
Sing Tao Daily (星島日報)，21/8/2010，p. A24.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singtao.com/yesterday/edu/0821go02.html

7. 「京沪高校合作  统一图书馆系统」 
Takungpao (大公報)，23/8/2010
Also available at: http://source.takungpao.com/news/10/08/23/GW-1298338.htm

8. 「城大清华交大合作   研图书馆射频识别」 
Wen Wei Po (文滙報) ，21/8/2010，p. A19.
Also available at: http://paper.wenweipo.com/2010/08/21/AY10082100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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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of Participants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董曦京 (技术专家) 副研究馆员 dongxj@nlc.gov.cn

Tsinghua University Library  

姜爱蓉 副馆长 jiangar@lib.tsinghua.edu.cn

陈武 系统部副主任 chenwu@lib.tsinghua.edu.c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Library  

陈进教授 馆长 jinchen@lib.sjtu.edu.cn

郑巧英 研究馆员(副馆长) qyzheng@lib.sjtu.edu.cn

郭晶 副研究馆员(部主任) jguo@lib.sjtu.edu.cn

Shantou University Library  
杨明华 馆长 yangmh@stu.edu.cn

GS1 Hong Kong  

Kwon-kong SUEN 孙国江
Chief Architect and Principal Consultant 
总工程师及首席顾问

kksuen@gs1hk.or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Maria LAU 刘丽芝 Senior Sub-librarian 高级助理馆长 maria-lau@cuhk.edu.hk

Ivan CHAN 陈世斌 Assistant Librarian 主任 ivanchan@lib.cuhk.edu.hk

Baptist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essor Ah-chung TSOI 
蔡亚从教授

Vice-President (Research & Institutional 
Advancement) 副校长（研究及拓展）

act@hkbu.edu.hk

Baptist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香港浸会大學图书馆

Paul LEE 李德宝 Assistant Librarian 图书馆副馆长 plee@hkbu.edu.hk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香港城市大學图书馆

Steve CHING Hsianghoo 景祥祜 University Librarian 大学图书馆馆长 hsching@cityu.edu.hk

Alice TAI 戴淑儿
Unit Coordinator, Digital Services &  
E-Solutions Unit 数位服务部统筹

lbatai@cityu.edu.hk

Michael CHENG 郑世福
Section Coordinator, Equipment  
Management Section 设备管理组主管

lbmcheng@cityu.edu.hk

Knowledge Transfer Offic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omson LEE 李鹤鸣
Senior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r 
高级技术转移主任

thmlee@cityu.edu.hk

On-site Support Staff from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Henry IP 叶文泰，Lap-fai LAU 刘立辉,Wilson TSUI 徐玉明，Mandy CHEUK 卓文翠

*   The presenter was unable to attend the meeting due to flight cancellation. For details, please see p. 6.
   因航班问题未能出席会议，详参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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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ed Photos       

The meeting was held in Beilingju Hotel, Shenzhen.  
会议于深圳贝岭居宾馆举行。

Group photo of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Libraries –”UHF RFID”  
Data Model Standardization 2nd Meeting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UHF RFID  
Application” Working Group (2010.8.20 Shenzhen). Front Row(from left): Mr. K K SUEN,  
Prof. TSOI Ah-chung, Prof. Steve CHING, Prof. CHEN Jin, Ms. YANG Ming-hua,  
Ms. JIANG Airong. Back Row (from left): Mr. Michael CHENG, Ms Alice TAI,  
Mr. Paul LEE, Ms. Maria LAU, Mr. Ivan CHAN, Mr. Tomson LEE, Ms. ZHENG Qiaoying, 
Ms. GUO Jing, Mr. CHEN Wu.
内地与香港图书馆「UHF RFID」之数据模型标准化高校图书馆「UHF RFID应用」
工作小组第二次工作会议代表合照 (2010.8.20，深圳贝岭居宾馆会议室)  
(前排左起):孙国江先生、蔡亚从教授 、景祥祜教授 、陈进教授 、杨明华馆长 、  
姜爱蓉副馆长  (后排左起):郑世福先生 、戴淑儿高级助理馆长 、李德宝副馆长 、  
刘丽芝高级助理馆长 、陈世斌主任 、李鹤鸣先生 、郑巧英副馆长 、郭晶主任 、  
陈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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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atives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香港城市大学代表、香港中文大学代表及香港浸会大学代表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articipating universities share their views in 
the meeting.
各参与大学的代表在会上踊跃发表意见。

1
2 4

3

1. Professor Ah-chung TSOI, Vice-President (Research & Institutional Advancement) of the Baptist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研究及拓展)蔡亚从教授
2. Professor Steve CHING, University Librarian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馆长景祥祜教授

4. Mr. Michael CHENG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郑世福主任

3. Mr. Ivan CHAN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香港中文大學图书馆陈世斌主任

1 2 3 4

1. Prof. CHEN Jin, University Librarian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Library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陈进教授
2. Ms. ZHENG Qiaoying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Library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郑巧英副馆长
4. Ms. JIANG Airong of Tsinghua University Library
   清华大学图书馆姜爱蓉副馆长
3. Ms. YANG Ming-hua,University Librarian of Shantou University Library
   汕头大学图书馆杨明华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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