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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纲 

引言 

建立数据模型的意义 

数据模型 

应用指南 

未来应用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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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卖方市场 

买方市场 

引言 

建立强大的买方应用市场 

形成坚实的卖方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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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RFID技术在图书馆应用 

 提升RFID应用技术的品质 

 满足图书馆创新应用需求 

 促进可持续稳定发展 

目的 

意义 

互利互赢 
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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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数据模型的意义 



现状与工作 

 

 

 

联盟决定建立数据模型 

联盟工作小组在第二次(2010年8月)和第三次(2011年3月)

工作会议上，均提出建立数据模型的设想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代表联盟起草了《高校图书馆UHF-

RFID数据模型规范与应用指南》 

以ISO28560、文化行业标准等国际和国家标准作为基础 

通过合理取舍、筛选出必备的用户数据元素 

明确定义各用户数据元素的存储方式与编码规则 

 

2013-01-12 数据模型及应用指南 6 

 UHF-RFID没有合适的数据模型标准可参照 
 厂商在实施时无具体规范，造成市场无序、杂乱 
 各图书馆之间无法实现互操作 

现状 



确保高校图书
馆在引入UHF 

-RFID技术、
开展图书馆服
务应用时，设
备和系统在应
用时具备兼容
性、互换性及
可扩展性 

满足高校图书馆使用
UHF-RFID技术来管
理图书馆的各项需求 

可供其它图书馆、包
括公共图书馆等作为
参照或扩展基点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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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兼
容互换、 
可互操作 

为高校图书馆
UHF-RFID技术
应用，提供一套
符合国际标准的
UHF-RFID数据
模型规范及实施
应用指南 

2013-01-12 



意义 

统一标准和模型是走向智慧型服务的基础 

统一标准是打破技术壁垒、实现互联互通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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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统一的数据模型规范来

实现共性的服务应用需求 

图书馆之间的互操作、互

换性得到充分体现 

统一性 

互操作性 

标准性 
形成一套符合与兼容国际标

准的规范，设备“即插即用” 

2013-01-12 



实施 

统一数据存储方式与编码规则 
 确保标准、规范、可扩展 

 促进技术有效、合理的快速发展 

 不同产品任意组合，形成最佳、最优质系统，满足最理想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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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 

厂商 

图书馆 

图书馆 

不同标签与设备的交
差互换，厂商间、图
书馆间的互操作完全
不存在任何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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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模型 



引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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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T1001-2012 教育管理信息-教育管理基础代码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行业标准) 

WH/T43-2012 图书馆-射频识别-数据模型-第1部分：数据元素设置及应用规则(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化行业标准) 

WH/T44-2012 图书馆-射频识别-数据模型-第2部分：基于ISO/IEC 15962的数据元素
编码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行业标准) 

DB44/T898.1-2011 射频识别-图书管理-第1部分：系统架构和应用需求(广东省地方标准) 

DB44/T898.2-2011 射频识别-图书管理-第2部分：标签数据(广东省地方标准) 

ISO/IEC 646 IRV 信息技术-ISO信息交换七位编码字符集 

ISO/IEC 15961:2004 信息技术-项目管理用射频识别(RFID)-数据协议:应用接口 

ISO/IEC 15962:2004 信息技术-项目管理用射频识别(RFID)-数据协议：数据编码规则和逻
辑存储功能 

ISO/IEC 18000-6:2010 信息技术-项目管理用射频识别-860 MHz至960 MHz空中接口通信参
数 

ISO 28560-1:2011 信息和文献-图书馆无线射频识别(RFID)-实施的数据元素和总原则 

ISO 28560-2:2011 信息和文献-图书馆无线射频识别(RFID)-基于ISO/IEC 15962规则的无
线射频识别(RFID)数据元素的编码 



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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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原则 兼容性原则 

适用性原则 互操作性原则 

Please write down of contents explanation for Business Area. 构建智慧图书馆的几种关键技术 

 可根据实际应用需求选
择或扩充用户数据元素 

 厂商数据库开放 

 适用于所有使用符合ISO/IEC 
18000-6C通信协议标准的UHF-
RFID标签与设备的（中国）
高校图书馆及公共图书馆等 

 完全兼容ISO28560标准的必
备用户数据元素 

 各版本间互相兼容 

 基于统一的编码和存储规则
的RFID设备与系统 

 确保不同厂商之间设备或系
统的互换性、图书馆间的互
操作性 



UHF标签结构 

用户数据区 

 EPC (Bank1)：读写

速度快 

 USER (Bank3)：通常

容量较大 

核心思路：确保高效

率、可靠性、安全性 

标签数据越少读取

效率越高 

仅选取ISO28560中与

高校图书馆应用密切

相关的部分数据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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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数据元素 

总数量 

共19个 

使用性质 

 3个必备项 

 16个可选项 

存储区域 

 3个位于标签EPC区 

 9个位于标签USER区 

 7个位于RFID后台数 

   据库 

  高校图书馆UHF-RFID技术应用 14 

序号 数据元素 内容 使用性质 

101 
版本 2bit编码信息及6bit

版本信息 

必备 

1 馆藏标识符 1-14位变长字符串 必备 

2 内容索引 16bit的位映射代码 必备 

3 

所属馆标识 2字节整型数（实
际为5位定长数字
） 

可选 

4 卷册信息 4字节定长字段 可选 

5 馆藏类别与状态 2字节定长字段 可选 

6 馆藏位置 变长字符串 可选 

11 馆际互借借入馆 变长字符串 可选 

12 馆际互借事务号 变长字符串 可选 

14 备选的馆藏标识符 预留 / 

15 临时馆藏位置 变长字符串 可选 

16 主题 变长字符串 可选 

24 分馆标识 变长字符串 可选 

26 国际标准书/刊号 变长字符串 可选 

27-31 扩展保留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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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出处：(针对图书馆应用)自定义 

说明 

 记载馆藏标识符的编码方式（最多4种） 

 标明数据模型的版本信息（最多64个版本）。版本由联盟
控制和统一发布，更新需求来自厂商或(高校)图书馆 

取值方式：1字节定长字段，高2bit说明编码方式，
低6bit指定数据模型版本 

 第6-7bit为编码方式 

00  编码方式1，EPC容量为96bit (12Byte) 

01  编码方式2，EPC容量为128bit (16Byte) 

10  编码方式3，EPC容量为144bit或以上 (18Byte) 

11  编码方式4，保留（暂无定义） 

 第0-5bit为版本说明，可标识64种不同的版本信息 

 

版本 编码方式1 数据模型版本3 

取值 002 00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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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索引 

出处：ISO28560+自定义 

说明：用于索引或描述用户数据元素选用状态。不

包含必备项和索引项自身，即不包含相对-OID序号

101、1和2这三项 

取值方式：二进制位序列 

范例： 

采用了用户数据元素的相对-OID值为3、12、15的项，内

容索引编码：00A1HEX或000000002 1010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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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顺序 高                        低 

相对-OID 31 30 29 28 27 26 24 16 15 14 12 11 6 5 4 3 

编码 0 0 0 0 0 0 0 0 1 0 1 0 0 0 0 1 



所属馆标识 

出处：ISO28560+自定义 

说明：标识拥有当前馆藏的图书馆的专用代码 

取值方式：2字节整型数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行业标准JY/T1001-2012，《

教育管理信息-教育管理基础代码》中的《中国高等院校

代码表》取值，以代码的后5位数字所代表的高等院校来

标识所属馆 

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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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馆标识 
上海交通大学 

图书馆 

取值 1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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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指南 



用户数据元素存放原则 

目的 

 提高标签的读写速度与使用性能，提升读者体验 

 增加离线状态下RFID应用与互操作的可能性 

 减少改写标签数据的频率，避免后续繁琐的人力操作 

 不存放过多数据在标签内，确保标签的后续扩展性 

存放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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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 
•常用、对读写速度要求较高 

USER 

•不常用、对读写速度要求不高、或仅在特定场
景使用（如馆际互借） 

数据库 
•修改较频繁、不依赖于标签读取 



用户数据元素存放方式 

标签上的数据元素应当在数据库中备份 

 EPC+USER  后台数据库 

2013-01-12 数据模型及应用指南 20 

存储内容 数据区域 

分拣、扩展位、安全位 

EPC 
版本 

内容索引 

馆藏标识符 

所属馆标识 

USER 

卷册信息 

馆际互借借入馆 

备选的馆藏标识符 

扩展保留位 



安全位、分拣信息 

存储位置：EPC的第1字节 

说明：包含安全位、预留位、分拣信息等三项内容 

安全位与分拣信息放置于EPC区，可加快门禁检测与自动

分拣时的处理速度 

取值方式：1字节定长字段 

安全位：0代表未出借状态（馆内存放），1代表出借状态 

预留位：预留将来使用，例如 

    可用于扩展分拣信息 

分拣信息：可用于标识馆藏分 

    拣时所属的分拣箱号（32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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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节顺序 第1字节 

长度(Byte) 1 

bit顺序 高                       低 

地址(bit) 7 6-5 4-0 

字段顺序 安全位 扩展位 分拣 



EPC区编码规则 

EPC数据区容量通常有限 

建议，尽量采用紧凑的编码方式（占用尽量少的容量） 

因此，应因此针对不同的EPC容量，选择合适的编码与存

储方式（厂商同图书馆共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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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馆藏标识符（条形码）最多前3位可能出现大写字母时，可采用
编码方式1，即可以存入96bit的EPC区域 

当馆藏标识符（条形码）各位均有可能出现大写字母时，可采用
编码方式2，即可以存入128bit的EPC区域 

当馆藏标识符（条形码）各位均有可能出现ISO/IEC 646 IRV所定
义的任意字符时，只能采用编码方式3，即可以存入144bit或以上
的EPC区域 

96bit 

128bit 

144bit

或以上 



EPC区存储方式 

国内高校图书馆所采用的标示符（条码）长度均不

超过1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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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节顺序 第1字节 第2字节 第3-4字节 

长度(Byte) 1 1 2 

bit顺序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地址(bit) 7 6-5 4-0 15-14 13-8 31-16 

字段顺序 安全位 扩展位 分拣 编码方式 版本 内容索引 

第5-12字节 

8 

高          低 

95-32 

馆藏标识符 

第5-16字节 

12 

高          低 

127-32 

馆藏标识符 

第5-18字节 

14 

高          低 

143-32 

馆藏标识符 

96bit EPC 

128bit EPC 

144bit及以
上 EPC 



EPC区检查与更新机制 

内容索引更新 
 针对三种编码方式，系统各设

立一个内容索引参数配置表 

 比对后发现不同，则用配置表

内容更新EPC内容 

 

其它数据更新 
 EPC数据与RFID系统数据库

对应项（如分拣信息）进行比

对，如有不同则更新EPC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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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压缩方式、版本信息

和内容索引

查找参数配置表

判断版本、

索引相同否

读取EPC数据内容

不做操作
更新内容索引，

异常情况记入日志

相同

不同

比对RFID系统数据库

中的对应项

判断内容

是否相同

读取EPC数据内容

不做操作
更新EPC对应数据，异

常情况记入日志

相同

不同



USER区编码规则 

采用变长数据块形式，可自由选择可选字段 

编码形式： 

 

 

 

存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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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MSB)                                                       低位(LSB) 

2Byte 变长（2Byte的倍数） 

6bit 10bit 变长 

相对-OID号 用户数据元素长度 用户数据元素内容 

相对-OID号1 用户数据元素1长度 用户数据元素1内容 

相对-OID号2 用户数据元素2长度 用户数据元素2内容 

相对-OID号3 用户数据元素3长度 用户数据元素3内容 

。。。。。。 
读取长度 

  

USER区总长度 



USER区检查与更新机制 

数据检查与更新 

 USER数据区全部读取后，与后台数据库的对应项进行比

对，如有不同则更新USER数据区内容 

检查与更新方式：当读写器读取标签时更新，例如

借还书、盘点、分拣过程中 

异常情况写入系统日志 

图书管理系统定期自动对RFID系统 

    数据库的数据进行单向同步更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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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RFID系统数

据库中的对应项

判断内容

是否相同

读取USER数据内容

不做操作
更新USER对应数据，

异常情况记入日志

相同

不同



测试总结 

针对此次公布的数据模型与应用指南，共邀请了5

家厂商参与测试 

远望谷、艾迪讯、科晶、HKC、阿法迪 

测试整体情况 

标签的EPC区与USER区数据格式完全统一，可互相解析 

数据模型中存放在后台数据库的字段格式也实现统一，可

相互导入导出 

标签转换装置、馆员工作站、自助借还设备、盘点设备、

安全门禁等基础设备的功能基本可用 

需解决的问题 

“版本”的设定与更新方式，还需进一步讨论与测试 

同时兼有RFID和磁条检测的门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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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应用展望 



2013-01-12 数据模型及应用指南 29 

基于RFID的智慧图书馆蓝图 

拓展应用2 

智能书车 

智能找书器 

固定资产管理 

RFID机器人 

…… 

基础应用 

盘点 

自助借还 

门禁 

分拣 

可视化导航 

寻书仪 

标签转换装置 

拓展应用1 

24小时卫
星图书馆 

智能预约
书架 

会议签到
系统 

基于物联技术的智慧图书馆成为必然 

 先进技术支撑多平台、融合多种资源的互动、便捷、有效服务 

联盟与合作实质性推进，形成系统的共建共享网络  

主角：知识服务；性质：知心型、智慧型服务 

 



卫星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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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馆2 

卫星馆3 

卫星馆4 卫星馆5 

卫星馆6 

卫星馆N 

卫星馆1 



数据挖掘与分析 

读者身份智能识别 

读者进馆即可获取个人信息 

系统分析喜好与兴趣，提供对应服务 

阅览信息分析 

智能书架，实时扫描与采集图书信息 

获知哪些书籍或封面最受青睐，为今后的采购工作奠定基础 

学科馆员在推荐学科类图书时更有针对性 

RFID系统的统计数据对借阅历史进行分析，形成“热门”

书架 

热门/推荐书架书籍上架后图书信息即时发布到OPAC系

统，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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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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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植入化 互联化 智能化 

地球 

智慧城市 

智慧社区 

智慧校园 

智慧 

图书馆 

智慧地球 
RFID技术在高校图书馆

的应用时代已经开始 

便随着RFID应用，我们

应当重点关注高校图书馆

服务模式的革命性变化  

RFID技术为我们逐步迈

向智慧图书馆奠定了基础 

2013-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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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