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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二维码在图书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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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维码凭借其特有的优势广泛地运用于各个领域。文章着重论述了手机二维码在图书馆中的应用现状及
二维码在图书馆推广使用中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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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二维条形码由于其较低的成本，高准确率，快速信息

采集，较强保密性、较高的信息密度等优势而被广泛的用

于出版业、图书馆等领域。其核心是利用光电扫描条码，

读取信息，传输数据。近年来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手机

用户的普及，二维条形码逐步被越来越多的手机用户用手

机识读、运用。二维码技术与手机网站相结合，使图书馆

可推出多种形式的服务，本文主要对二维码在图书馆中的

应用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探析。

1 二维码概念

1. 1 二维码简介

二维码是在水平和垂直方向的二维空间存储信息的

条形码。它是按一定规律使用二维方向上分布黑白相间

的图形来记录数据信息的符号。与一维码相比，二维码的

长度和宽度均记载着数据。二维码的“定位点”和“容错

机制”在即使没有辨识到全部的条码或是条码有破损时，

也可以正确地还原条码上的信息。
二维码分堆叠式 /行排式二维条码，矩阵式二维条码。

目前，在我 国 国 内，最 常 使 用 的 是 分 堆 叠 式 二 维 码 QＲ
Code。

QＲ Code 是日本 DENSO WAVE 公司发明的。QＲ 是

Quick Ｒesponse 的缩写，即快速反应的意思。QＲ 码呈正方

形，有黑白两色。在正方形的三个角上印有像“回”字的

正方图案。QＲ 码有较大的存储容量和较强的容错能力。
从存储容量上来说，QＲ 码可以存储数字 ( 最多 7089 字

符) 、字母( 最多 4296 字符) 、二进制数( 最多 2953 字节) 、

日文汉字 /片假名( 最多 1817 字符) 、中文汉字( 最多 984
字符) 。从容错方面来说，如果 QＲ 码图像有破损，破损面

积达 7% ～ 30%，其内容仍可被机器读取。
1. 2 手机二维码

简单的来说，手机二维码就是二维码技术在手机上的

应用。用户将相关信息用二维条码进行编码，以手机作为

载体，结合二维条码读识设备，或在手机中内置 /下载二维

条码识读器来识读物品上的二维条码标识，从而获取二维

条码内隐含的有效信息，来进行相关应用开发［1］。
二维码凭借其高的存储容量，强纠错能力，高加密性

而广泛地运用到各个领域。以手机作为平台，则使得二维

码在移动服务领域蓬勃发展。

2 手机二维码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现状

我国常用的二维码为 QＲ 二维码。QＲ 不仅有较大的

信息量，高可靠性，还具有汉字存储显示模式，这也使得

QＲ 码更好地在我国应用。目前，日本，韩国，美国等已将

二维码广泛地应用于图书馆内。我国对于手机二维码的

应用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近年来 QＲ 码在图书馆的应

用也在逐步增多。
2. 1 手机二维码在国外图书馆中的应用

日本是最先使用手机二维码的国家。韩国也是手机

二维码应用最普及的国家之一。日本和韩国分别在 2002
和 2003 年开始商用二维码。据统计至 2006 年，日本使用

手机二维码的用户已有 6000 万，对二维码的认知度高达

96%，超过 90% 的手机具有二维码识别功能。韩国亦有

近 2000 万用户，新出厂的手机 90% 都预装有二维码识别

功能。手机二维码在日本、韩国也广泛应用于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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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 手机二维码在日本图书馆中的应用

日本富山大学和东京大学都开通了手机 OPAC 查询，

用户用手机扫描图书馆二维码，登陆图书馆网站，进行预

约、借阅等信息交流。日本大多数公立图书馆和大学图书

馆都设有移动图书馆网站，页面上都有一枚二维码供收集

用户登陆。用户通过扫描一下网页上的二维码，便自动登

陆用户的个人图书馆，无需再输入其他用户信息［2］。
2. 1. 2 手机二维码在韩国图书馆中的应用

在韩国首尔的淑大女子学院，图书馆的入口处都安防

了读取二维码信息的读取器，学生进入图书馆时，只需打

开手机，调出手机上存储的二维码，然后将手机屏幕靠近

读码器，便可将个人信息传导图书馆的电脑中进行身份识

别。在借阅厅，电脑系统与二维码读码器实现了链接。学

生将手机上用于身份识别的二维码扫入读码器，便可在旁

边的电脑上查阅自己的图书借阅情况，包括已经借阅书籍

的名称、到期时间，免却了手动输入的繁琐。在阅览室，学

生将储存有自己信息的二维码扫入读码器后，便可详细了

解目前阅览室的实际状况，包括不同阅览室的所在位置以

及剩余座位容量等。
2. 2 手机二维码在我国图书馆中的应用

上海图 书 馆 是 最 先 在 国 内 开 通“手 机 图 书 馆”的。
2009 年 7 月，上海图书馆首次采用二维条码技术推出数字

展览信息服务。在“寻根稽谱———上图藏家谱精品展”
上，参观者可以利用手中任何一款可拍照手机读取二维

码，获取展品的信息介绍和照片，手机上不仅可以立刻显

现出展品的相关信息，而且可以利用该链接定位到上图的

家谱网站，浏览丰富的家谱内容，相关展品内容介绍还可

以根据需要发送到读者指定的信箱。
辽宁图书馆也开展了手机二维码服务。读者可以利

用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登录至“辽宁省图书馆移动图书

馆”的网站上，这样就避免了书写抄录 UＲL 的繁琐。辽宁

省图书馆推出的二维码服务栏目有“移动图书馆”、“新书

导读”、“到馆路线”、“服务窗口”等。
随着二维码的推广，越来越多的高校也开始推出手机

二维码应用。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在对本馆的一站式信息资源检

索系统———“思源探索”系统改版升级的过程中运用了二

维码技术，对每一条检索结果都增加了手机二维码的功

能。读者只需运用手机或移动设备的软件，通过摄像头扫

描某条检索记录的二维码即可获得该条记录的相关信息

( 包括题名、作者、出版信息、馆藏地等) ，省去了寻找笔纸

记录的繁琐过程，使读者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获取书目信

息。
清华大学图书馆推出了智能手机二维码应用。新生

可通过智能手机听取馆长致辞、查看馆舍地图、阅读电子

书、访问图书馆手机网站和新生专栏以及开通借书权限

等。

3 我国图书馆中手机二维码应用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3. 1 我国图书馆中手机二维码应用存在的问题

2012 年七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了第 30 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手机网民总数

达 3. 88 亿，占整体网民的 72. 2%，首次超过电脑网民人

数。手机成为我国网民的第一大上网终端，其中手机即时

通信，手机搜索使用率高，手机微博、手机网络视频增幅最

快。这标志着随着网络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移动通

讯设备的日益普及，读者对于得到信息所愿意等待的耐心

越来越少，总是希望能够立即获得最需要的资料，因此手

机 QＲ 码的推广也成为可能［3］。尽管手机二维码的读取

快捷简单方便，但是手机二维码在我国图书馆的推广应用

仍存在着问题。
( 1) 手机二维码公众认知度不高。目前有许多手机

用户都知道或见过二维码，但是对于二维码是什么，如何

使用二维码，二维码的功能有哪些这些问题并非十分了

解。因此，图书馆如果采用手机二维码，必须对手机二维

码技术的相关知识进行宣传，使用户了解二维码的基本情

况及使用方法。
( 2) 移动图书馆建设较少。目前，我国移动图书馆建

立较少，仅个别省市或高校在建。这不利于数字图书馆的

推广，也影响了读者对于移动图书馆的认知了解热情，不

利于手机二维码的推广和使用。
( 3) 并非所有的纸质文献都有电子资源。尽管目前

电子图书和期刊起主导地位。但是，仍有一些古籍文献等

没有实现数字化。这也影响了手机二维码在图书馆中的

推广。
( 4) 国内图书馆界未对二维码进行统一码制标准。

尽管目前国内图书馆大多使用 QＲ 码技术。但是由于手

机二维码并未在国内图书馆界广泛应用，国内图书馆界并

未对二维码进行统一码制标准。
( 5) 终端支持能力有待提高。并非所有的手机都支

持下载二维码解读器，由于二维码的制作问题而导致手机

不能识别读取二维码内容，或由于手机 QＲ 码的存储容量

较小，不能将书目信息完全包含。
3. 2 手机二维码在图书馆中应用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法

图书馆应大力宣传推广手机二维码，高校图书馆可对

学生进行讲座宣传，公共图书馆也可以定期开办讲座，加

大读者对二维码的认识了解。由于手机用户的增加，各省

市公共图书馆及高校图书馆应大力发展移动数字图书馆，

方便读者使用。对于没有二维码标识的书籍，图书馆可以

制作二维码标识，并制作成为电子版用于移动数字图书

馆，这不仅方便读者使用，也使得移动数字图书馆得到更

好的发展。尽快出台关于统一图书馆内的二维码码制标

准。与手机运营商及通讯商相结合，采取捆绑式销售模

式，推动手机二维码业务在生活娱乐中的应用。

23

四川图书馆学报 2013 年 6 期总第 196 期



4 手机二维码在图书馆的发展

手机二维码技术运用在图书馆服务的多个方面。
( 1) 手机二维码技术运用于图书馆的门禁。目前，我

国图书馆的门禁大多还是用一维条形码。与一维码相比

较，二维码有着强大的信息存储能力，可以提高文献的管

理效率、降低馆员的劳动强度。图书馆可将一维条形码换

成二维条形码，这样读者可将储存有自己信息的二维码下

载存入手机。进入馆内时，只要调出手机中储存的二维码

靠近解读器，进行信息核对即可入馆。这样，就代替了原

本繁琐的纸质图书证，节能环保，也节省了人工识别的工

作。
( 2) 手机二维码技术运用于图书馆 OPAC 中。图书馆

可为每一种馆藏资料建立一个 QＲ Code，并将在馆藏资料

编目中现实所含馆藏位置及书号信息等存入二维码中，读

者在 OPAC 检索时，可用手机读取 QＲ Code 中存储的信

息，这样就免去了手写抄录资料信息。用户还可将手机中

读取的 QＲ Code 信息以短信的形式发送。
( 3) 手机二维码技术运用于图书借还管理系统中。

随着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移动数字图书馆的建设，运用

二维码随时随地地登陆移动数字图书馆，进行预约，借还

等业务。读者将存有个人信息的二维码存入手机中，在借

还书时，只要调出手机中的二维码，读码器读取二维码信

息，便可显示已借阅的图书信息。
( 4) 为泛在图书馆提供了技术基础。由于无线网络

的发展，手机用户可以通过网络随时随地地进行网上图书

馆浏览。图书馆可将馆员的信息及联系方式以二维码的

形式放在图书馆网页上，读者通过扫描二维码即可通过邮

件、短信等形式享受参考咨询服务。图书馆可通过二维码

与电子媒体结合，例如将有声读物上的二维码链接到相关

资源的网站上，读者通过扫描二维码链接网络，方便快捷

地下载或阅览馆藏电子文献资源，获取更多的背景知识及

信息，这样同时也提高了电子文献的利用率。
( 5) 手机二维码作为图书馆的导航系统。图书馆有

各个不同的区域分布，不同区域的职能也不尽相同。图书

馆可以把二维码标识贴于各个部门，读者通过扫描二维

码，可以快捷清楚地了解到图书馆的各个服务区域的环境

和职能。

5 结语

尽管目前手机二维码在国内图书馆发展具有局限性，

但由于其高保密性、信息密度、准确率，和较低成本，手机

二维码已经成为通讯、媒体及图书馆融合的桥梁，使图书

馆在面临挑战的同时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数字图书馆

和移动图书馆相结合，可使手机用户通过手机终端享受更

多更好的图书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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