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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二维码应用研究
南晓凡

（辽宁省图书馆，辽宁 沈阳 110015）

[摘 要]近年来，基于移动网络，以智能手机为终端的二维码技术迅速发展。对二维码的相关特点进行了介绍，阐

述了二维码技术在国内外图书馆中的应用现状，对二维码在图书馆自动化方面的应用进行了探讨，最后指出了图书馆

应用二维码应当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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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于计算机应用和图形识别技术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条码技术，由于输入快捷而准确度高、成本较低、可靠性强等

优点，当前已被广泛应用于商业、金融、仓储、邮政、医疗卫

生、图书管理、办公自动化等多个领域。将二维码和图书馆服

务联系到一起，必将形成各项服务的全新模式。当二维码

不只是工具，而成为一种观念、一种管理办法的时候，就将大

幅提升现代图书馆的自动化管理层次。故此，在数字图书馆

建设中，应紧跟时代脉搏，吸取手机二维码在其他各行各业

多方应用的成功经验，为图书馆界传统服务与数字时代多媒

体服务的融合和发展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

1 一维条码和二维条码辨析

1.1 一维码及其应用中的局限

目前常见的条码可分为一维条码和二维条码。一维条码

是一组由条、空以及相应字符组成的规则排列标记（如图 1

所示），图书馆藏书上所贴的条码和 ISBN 编码都属于一维条

码。其编码可以很容易地被翻译成二进制或者十进制数，供

机器识别和阅读。但是一维条码的信息存储容量小，其只在

横向上表达信息，垂直方向上不记录任何信息。而且一维条

码只能用来表达数字和字母，无法对汉字和图像进行表达，

所以一维码只能作为索引字段，与后台数据库建立关联。其

本身不可能具体表述图书、期刊的实质性信息。同时对后台

数据库的依赖性很强。

图 1 一维条码示例

1.2 二维码特点及其优势

二维条码是指在一维条码的基础上扩展出另一维具有

可读性的条码，它是用某种特定的几何图形按一定规律在平

面的二维方向上分布的黑白相间的图形来记录数据信息，用

读取设备扫描之后即可获取条码中所包含的信息。二维条码

的长度、宽度均记载着数据。二维条码拥有一维条码不具备

的“定位点”和“容错机制”等优点。即使在没有辨识到全部的

条码或者条码有污损、破坏时，也可以正确地识别出条码所

记录的信息。二维条码中，常用的码制有：PDF417、Data Ma－

trix、Maxi Code、QR Code、Code 49、Code 16K 等等（如图 2 所

示）。

图 2 常见的几种二维条码

1.3 一维码与二维码差异对比研究

一维和二维条码都是用符号来记录资料，但是从应用的

层次上看，一维条码只能“标识”商品，而二维条码则可以“描

述”商品。因为相对于一维码，二维条码可以存储的信息更

多，不仅仅简单对物品进行标识，同时可将物品的基本资料

编入二维码中，达到物品资料随着物品走，脱离一维码必须

依赖的数据库。另外，一维条码一旦被磨损就要影响条码阅

读效果，甚至读取不到信息，而二维码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在

条码污损一部分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正确识别出条码所记录

的资料信息。

一维条码与二维条码的基本差异可以从表 1 的对比中

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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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一维条码与二维条码的比较

条码类型

比较类别
一维条码 二维条码

存储内容 字母、数字和简单符号 字母、数字、符号、文字和图像

信息容量 容量小，记录信息有限
容量较大，可以记录

大量的信息
容错、

纠错能力
能检测但不能纠正错误

可以纠错，条码残损也能

正确识别

依赖性 依赖于后台数据库支持
可不依赖后台数据库

而单独存在
资料存储

方式
只在横方向上存储信息

条码垂直方向上也能

够记录信息

2 手机二维码在国外图书馆中的应用

手机二维码在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图书馆内已经开始了

比较广泛的应用，并且延伸到图书馆的各种服务项目之中。

2.1 手机二维码在美国图书馆中的应用

美国部分图书馆向读者提供电子书下载服务，这使得能

够用手机上网的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随地下载阅

读。读者只要登录图书馆网站，利用存有读者个人信息的二

维码，即可下载、阅读电子书或者音像制品。杜克大学图书馆

斯托克分馆提供了 3 种语言的 10 个参观图书馆的音频指

引，以 MP3 的格式提供网络下载。来图书馆参观的读者只要

用手机扫描一下自己所需语言对应的二维条码，直接将该音

频下载到自己的手机上，如此就可以边参观图书馆边听下载

的音频讲解。

2.2 手机二维码在韩国图书馆中的应用

手机二维码在韩国图书馆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实现了

真正意义上的阅读移动化和无边际化。图书馆的入口门禁处

安放了读取二维码信息的读码器，学生进入图书馆时，调出

手机上存储着个人身份信息的二维码，放到读码器上进行身

份识别，信息校验无误即可进入图书馆。

图书馆借阅厅内的 OPAC 系统也与二维码读码器连接。

同样，读者将存储自己身份信息的二维码扫入读码器，就可

以在电脑上看到自己的借阅情况，省却了手动键盘输入信息

的过程。二维码还应用在图书馆导引系统中，读者扫描过二

维码后，便可在屏幕上详细了解自己所处位置、各个阅览室

的位置甚至是剩余座席数量，读者可以据此自由选择去往哪

个阅览室。

2.3 手机二维码在日本图书馆中的应用

富山大学图书馆于 2000 年开发了手机 OPAC 系统，东

京大学图书馆也于 2001 年开通手机 OPAC 查询。读者用手

机识别到图书馆的二维码后，即可登录图书馆手机 OPAC 系

统，进行预约、续借并可看到图书馆最新消息等。目前，日本

绝大多数图书馆都设有图书馆手机网站，页面上会有一枚二

维码供手机用户登录使用。图书馆内的图书也会在书底附一

枚二维码，读者只要利用安装了二维码识别软件的手机扫描

书附二维码后就可以了解图书的详细信息。日本在很多公共

场所设有自动还书机，读者只需将手机内存有个人信息的二

维码对准识别器，再将图书投入还书机入口内即可完成还书

过程。

在日本，高校的学生可以通过二维码对选课、查分、申请

奖学金和申请学费减免等进行自助申请，也可以通过扫描各

类讲座宣传资料上的二维码来预约讲座座席。

3 手机二维码在我国图书馆中的应用

我国对手机二维码的应用研究起步晚，但自从 2006

年中国移动推出手机二维码业务以来，国内手机二维码产业

发展迅猛，基本形成产业链，而二维码业务与图书馆界的交

叉结合也日益成熟。

上海图书馆在 2005 年率先开通了全国首家“手机图书

馆”，读者可以通过随身携带的手机享受到身边的图书馆服

务。2009 年 7 月，上海图书馆通过“寻根稽谱———上海图书馆

藏家谱精品展”向读者正式推出二维条码技术服务。参观者

可以利用装有二维码识别软件的手机，通过扫描图书馆提供

的展品二维码，即时获取展品的详细信息，如照片、展品详细

介绍和网络链接等，可以利用链接直接定位到网站，浏览家

谱内容，还可以把资料发送到读者指定的电子邮箱。

目前我国各图书馆陆续建立了数字图书馆、手机图书馆

网站，如果把二维码应用到图书馆的日常管理工作上，图书

馆的自动化层次将迈进一个新的台阶，大大提高现有的自动

化水平。

4 二维码在图书馆自动化方面的应用

4.1 图书的借阅管理

图书馆与读者最主要也是最常见的交互形式就是图书

的借阅流通，目前各家图书馆对于图书的借阅管理大多是通

过光笔扫描读者借阅证信息后再扫描图书条码并关联到后

台数据库，完成一次借阅行为。而使用二维条码，读者可以使

用存储个人信息的二维码在扫描器上识别后，再将附有二维

码的图书在扫描器上扫描，只需将这两者的信息结合，即可

确定一位读者的借还信息，从而使借阅行为脱离后台数据库。

4.2 专项阅览室的管理

当前的读者到阅览室阅读基本没有限制，即使是专项阅

览室，并没有该处借阅需要的读者在经过简单的登记之后也

可进入并查看馆藏资料，使专项借阅管理出现混乱。采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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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码进行管理之后，可以在标示读者身份的二维码中输入借

阅权限等信息，在进入专项阅览室之前，在门口的门禁系统

处扫描自己的二维码信息，校验无误后方可进入，保障了真

正有查阅需求的读者的权益，实现专项阅览室管理的有序化。

4.3 随书附件管理

各家图书馆管理带附件图书的方法主要分为附件参与

流通和不流通两种类型。即使参与流通也多是单独借阅，少有

将书及附件成套搭配出借。随着计现代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电

子出版物的问世，印刷、电子混合载体出版物大量出现，这就

要求图书馆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必须有所改变。很多电子载

体，如光盘等多以随书附件方式存在，如果不参与流通或者

不能与图书配套流通，将极大地限制附件的使用率，影响读者

对图书的深层次阅读，不适应现代化图书馆的服务要求。利

用二维条码可以很好地解决此类问题，在制作图书二维码的

时候，可以将书籍的信息、附件的信息一并写入二维码中，使

书籍和随书附件可以同时借阅，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

4.4 防盗版书

目前图书市场现状是，一本书，无论是什么形式，精装、

平装、套书、单行本都使用同一条码，每种装帧的条码不具有

唯一性。这就给盗版书以可乘之机。如果采用二维条码管理

以后，条码中的信息除了保存 ISBN 号，还存储该图书一些其

他信息，如装帧形式、发行信息等，再加入一些防伪信息，可

以保证条码的唯一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图书的防盗版。

5 图书馆使用二维码技术需注意的问题

5.1 提高读者对二维码的认知度

二维码毕竟是新生事物，手机二维码更是需要依附于可

以照相且安装了条码识别软件的手机才能应用，而且二维码

还没有真正进入公众的日常生活，因此目前读者对二维码的

认识还没有普及。图书馆如果想很好地开展二维码服务，就

必须在开展服务的前期，做好有关二维码的普及性宣传及培

训工作，包括展览、讲座等等，让读者对二维码的基本知识、

使用方法有一定的了解。这样经过宣传、培训以及试用之后，

二维码将会逐渐被公众接受。同时图书馆也应该与手机的网

络运营商合作，共同推广二维码，并用较低廉的费用来吸引

和培养读者使用二维码，使手机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得到更

好的利用与发展。

5.2 统一条码标准

国内二维码厂商采用多种不同的标准，不同的厂商也就

开发针对各自二维码标准的识别软件，而这些软件之间并不

兼容。经常有用户手机中安装了一款识读软件，却并不能识

读他所见到的二维码信息的情况出现。不同的行业标准，致

使资源无法合理应用，也给读者带来困惑。因此想快速推广

手机二维条码，就要制定统一的行业标准，让各个厂商的软

件能有兼容方式，在控制中达到规范，建立起一个清晰的商

业模式。

5.3 提高用户终端支持能力

手机二维码业务的开展，自然离不开手机终端，尽管目

前在国内，公众的手机持有率相当高，但是想要能够支持二

维码识别并开展二维码服务，需要 3 个条件，即手机可以拍

照；可以安装二维码识别软件；能通过 GPRS 上网。现在拥有

这些功能的手机价格不低，公众的持有率还不够高，所以这

也是服务深入开展的一个瓶颈。这需要等待高端智能手机的

普及，或者运营商们用较低廉的价格、附带的便民增值服务

来吸引用户持有高端手机。

5.4 建立手机图书馆专业网站

图书馆要想真正开展二维码服务，就必须建立一个专业

的手机图书馆网站，该网站主要针对手机图书馆读者，网站

内的各项服务都可以建立在二维码的基础上，包括图书查

询、图书阅读以及特色数据库入口等。让读者可以通过手机

扫描每个读物专属的二维码来阅读电子书和影音资料等。以

二维码为媒介，读者通过手机与图书馆之间形成互动，除了

最大限度发挥手机的智能化外，更形成一种全新的移动数字

图书馆体验。二维码和图书馆的结合也将为手机图书馆开启

一个崭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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