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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在档案馆信息管理建设中的解决方案 

一、项目背景 

据国家档案局统计数据，截止 2008 年，全国档案库房面积为 285.6

万平方米，而保存的档案则有 25284.5 万卷;还有各类声像档案、以磁盘

光盘为载体的电子档案、缩微胶片档案等。而且每年各地档案库房还承

担着大量的档案进馆储存任务，绝大部分档案库房已接近饱和。因此如

何更加高效的利用有限的档案库房资源，最大限度开发已有档案库房的

保管能力，节约档案库房建设资金，成为各级档案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另一方面，近些年随着档案寄存中心在各地的兴起，档案高密度

存储直接关系到寄存中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 

二、项目描述 

  国家档案馆为市人民政府直属事业单位，是集中永久保管市级党政

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档案资料的基地和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

政府公开信息查阅场所和社会各方面利用档案资料的中心。 

  目前，经过三年多的建设，拥有便捷自助借还系统和精确查找定位

导航系统的国家图书馆暨国家数字图书馆正式开馆接待读者。无线射频

技术在档案系统的成功应用，必将使实物档案的管理趋于简单化、自动

化、有序化、科学化将提高整个档案智能化管理水平。 

三、项目建设目标 

  将无线射频技术应用到高密度智能化档案管理领域中，充分利用自

动化库房的优势和无线射频技术诸多优点，实现库房信息管理自动化和

档案入出库作业的自动化，为提高档案的流通效率发挥重要的作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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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各个行业采用自动化仓库的情况己经充分证明，使用自动化立体仓

库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实现档案资料智能管理信息化。按照档案资料日常的存储、查询、

借阅、归还、防盗等具体业务，对档案流通进行动态的管理，系统通过

作为信息载体，对每个档案流通的每个环节进行数据采集和监控，实现

档案业务办理的自动化，从而取代传统的纸质工作流程。提高档案管理

整体的业务管理能力、减少差错率,实现数据共享、提高对档案管理的

效率、简化了管理流程、降低了人员的劳动强度，为档案管理提供了更

为便捷、更为有效的管理模式，提高服务水平，提升管理的综合实力。 

  目前将无线射频技术应用到高密度智能化档案库在档案系统运用

较少，积累的经验不多，无线射频技术结合高密度智能化档案库可在理

论和实践中为档案的高密度智能储存做有益的探索，无论是从理论上，

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一个飞跃。 

四、 RFID技术在档案管理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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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接触方式进行数据采集 

  RFID 技术极大地增强了管理者对库区存储物品的信息收集、交换

与跟踪能力。管理者无需打开档案盒，只需将粘贴的 RFID 标签的档案

盒在阅读器前经过，就可以读取芯片中存储的数据。不怕油渍、灰尘污

染等恶劣环境，能在恶劣环境下工作。不像条码、磁卡等介质，如果表

面不整洁就无法准确试读。 

2.标签信息容量大，使用寿命长 

  和传统的条形码、磁卡等数据存储介质相比，RFID 标签可存储的

数据量大大增加，1K 甚至 8K 的容量，可以存储更多的信息，对于档案

管理应用，完全可以将档案的基本信息和借阅记录写入芯片中进行存储。 

3. 安全性高 

  标签的数据存取具有密码保护，识别码独一无二，无法仿造，这种

高度安全性的保护措施使得标签上的数据不易被伪造和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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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抗污染性能强和耐久性 

  传统条形码的载体是纸张，因此容易受到污染，但 RFID 对水、油

和化学药品等物质具有很强抵抗性。此外，由于条形码是附于塑料袋或

外包装纸箱上，所以特别容易受到折损;RFID 标签是将数据存在芯片中，

因此可以免受污损。 

5. 体积小型化、形状多样化 

  RFID 在读取上并不受尺寸大小与形状限制，不需为了读取精确度

而配合纸张的固定尺寸和印刷品质。此外 RFID 标签更可往小型化与多

样形态发展，以应用于不同档案。 

6. 穿透性强和无屏障阅读 

  在被覆盖的情况下，RFID 能够穿透纸张、木材和塑料等非金属或

非透明的材质，并能够进行穿透性通信。而条形码扫描机必须在近距离

而且没有物体阻挡的情况下，才可以辨读条形码。 

7. 防盗 

  标签可以配合门型通道天线，有效实现防盗功能，很好地防止档案

丢失，实现非法取走报警功能。 

8.可适应消毒、防虫等环节 

  RFID 标签可适应档案管理常规的消毒、高低温杀虫等环境，不会

导致标签内储存的数据丢失。 

五、RFID档案管理系统 

1. 系统整体架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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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统是采用模块化组件式进行设计，采用三层结构系统。可以根

据实际需要进行搭配使用。三层结构分别为：数据提供层：数据提供层

主要由两个子系统组成，档案库子系统和查询大厅子系统。业务逻辑层：

业务逻辑层包括数据库服务器系统和业务逻辑服务器两个部分。用于数

据的存取和业务逻辑的处理。外部接口层：该层由 WEB 应用服务器、

中间件服务器以及目录服务器组成。每个服务器都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部

署，服务器彼此独立。本层提供外部应用访问的接口和外部系统对接的

接口。实现更多的应用支持和系统间对接的支持。 

2. 系统网络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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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档案库系统架构规划 

  档案库子系统在整个系统中承担数据提供者和操作信息分发执行

者的角色。档案库子系统采用模块化进行设计，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进

行配置。仓库终端系统主要由库房的管理终端、移动终端、RFID 标签、

RFID 读写器和通信网络组成，提供 RFID 数据采集、操作指示、仓库

管理等功能。其系统架构如下图所示： 

                   



 深圳市南北达科技有限公司 www.cnnbde.com 

7 
 

 

⑵ 库房管理终端 

  库房管理终端是档案库子系统的核心。与业务逻辑服务器进行通信，

接收业务逻辑服务器下发的的操作指令和数据，并把操作指令和数据分

解下发到移动终端，接收移动终端的反馈信息并告知业务逻辑服务器。

实现下属模块的控制，配合业务逻辑服务器实现系统之间的联动。 

⑶ 移动终端 

  移动终端通过无线网络连接到库房管理终端，接收管理终端下发的

操作信息，并确认和反馈操作结果到管理终端;在需要生成新的 RFID

标签时，移动终端可以根据系统中提供的信息生成新的 RFID 标签。 

⑷RFID 读写设备 

  该读写设备主要是指安装在库房进出通道两侧，用于扫描识别进出

库房物品的 RFID 标签数据信息的设备。RFID 读写器完成档案数据进

出仓库的数据的读取采集，并把采集到的数据传送到管理终端。 

⑸ 视频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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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监控系统以视频的方式记录仓库区域的各种活动。在本系统中

支持与视频监控系统对接，控制视频监控系统实时记录档案、人员进出

仓库，存放、盘点、查阅等操作过程。  

 

⑹ 门禁系统 

  门禁系统用于仓库人员进出的管理以及贵重品库房的访问管理。在

仓库的进出门内外分别安装进入读卡器和退出读卡器，实现双向刷卡鉴

权和人员信息登记。对于机密库房可以采用多卡模式或者 N+1 访问模

式，提供更高等级的访问控制。档案库大门安装两对 RFID 固定式读写

设备、两对红外对射设备。为了档案库的美观性，设备采用嵌入门框方

式进行安装。安装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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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环境监控系统 

本方案中集成环境监控功能，可以实时监控仓库的温度、湿度、震

动等信息，并根据设定门限进行告警提示，有效改善库房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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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周边防护系统 

  为了提高库房的安全性，防止未授权人员非法进出库房，在库房进

出口部署红外对射等周边防护设施。当有非法进出时，可以联动视频监

控系统进行监控，并产生报警。 

⑼ 查询大厅子系统 

  由查询工作站、自助查询终端、LED 显示屏组成，部署于档案查询

大厅，用于档案管理人员和查询人员的交互工作。查询工作站用于档案

信息的查询检索;自助查询终端提供自助查询功能和排队机的功

能;LED 显示屏显示系统提示信息和各档案的检索操作进度等信息。 

⑽ LED 显示屏 

  在库房外配置 LED 显示屏，用于显示所对应库房的环境情况、存

储情况、访问信息等数据，有助于加强库房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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⑾ 短信系统 

  非法带出提醒：对非法带出档案时系统自动发送短信提醒工作人员

及相关领导，工作人员可高效的拦截。 

  借阅、借调预期提醒：对借阅，借调要到期未归还档案的系统自动

发送短信提醒借阅、借调人员及档案工作人员。(预期时间为可配置如

离到期前一天，前两天等) 

  借阅、借调到期提醒：对借阅，借调到期未归还档案的系统自动发

送短信提醒借阅、借调人员及档案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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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系统工作流程 

1. 档案入馆 

⑴ 接收整理处工作人员接收档案后，将档案信息录入系统，录入

的数据包括：档案类别、档案名称、档案编号、档案密级、入库时间、

保存期限、档案内容摘要等。通过 RFID 电子标签打印机打印出一张电

子标签，同时将档案信息写入电子标签芯片中。电子标签粘贴至档案盒

表面，标签外表印有档案名称、编号、类别、密级等基本信息。 

⑵ 粘贴好电子标签的档案送至保管处进行存放。存放前，保管处

工作人员通过 RFID 读卡器对档案电子标签进行扫描，登记入库时间并

设置具体的存放位置，从而在系统中建立档案的入库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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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档案借阅 

⑴ 借阅申请 

  在利用大厅安装自助档案信息查询机，借阅人可以查询出所需借阅

档案的信息，并通过查询机打印出借阅小票，小票上打印所需借阅档案

信息(名称和编码)，同时，小票上也印有业务办理的顺序号，即查询机

也具有业务办理自动排号的功能。 

⑵ 借阅登记 

  借阅人出示相关证件和借阅小票，利用大厅操作员登记所需借阅的

档案和借阅人的信息，确定后提交借阅申请记录;对于某些必须要领导

审批的档案，档案馆领导可以通过软件进行在线审批，审批后借阅审计

记录生效。 

⑶ 档案查找 

  每层楼保管处工作人员电脑上安装档案流通管理子系统，一旦有新

的借阅申请，系统会自动将记录显示在计算机屏幕上。显示的信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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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名称、档案编号、存放位置等，工作人员按照申请记录进行档案查

找。 

  查找完成后，工作人员必须通过读卡器对电子标签进行扫描，完成

档案出库登记，系统中记录档案出库时间、出库档案编号。 

                                                           

 

 

⑷ 档案借出 

  保管处工作人员将档案移交给利用大厅工作人员，档案交给用户前，

必须在系统中进行电子标签扫描登记，记录借出时间和档案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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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档案归还 

⑴ 用户完成档案查阅后归还档案，工作人员扫描档案电子标签，

登记归还时间和档案编号，完成归还登记。若用户超过指定的查阅时间，

系统会自动提醒; 

⑵ 保管处工作人员将档案放回指定存放地点前，要进行电子标签

扫描登记，登记入库时间，完成登记后，档案变成入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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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档案防盗 

所有馆藏档案均处于阅读器的读取范围中。当档案被取出时，由出

库口的 RFID 阅读器捕捉档案信息，并与出库指令信息进行核对，如果

档案是未经档案管理信息系统发出出库指令而异常离开库位，监控模块

会激活警报模块发出异常情况警报，以防止档案被毁、被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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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档案查询管理 

⑴ 自助终端查询 

  自助终端查询主要提供给外来访问人员查询。一般情况下，在档案

大厅安置有一定的供其他人员进行档案信息查询的自助查询设备，通过

该查询终端设备，访问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权限和需求查询相应的档案

库资料信息。 

 

⑵ 网络化的系统查询 

  网络化的系统查询主要提提供给领导级别或管理者的查询者。通过

网络化的系统查询，能够对档案所有业务数据进行实时查询和统计分析。

包括：档案数量、档案利用率分析、借阅明细查询等。为管理者提供管

理的依据，并实现对基层工作情况的在线监控。 

6 .档案销毁提醒 

  档案的价值具有时间效应，对于失去存档价值的档案需要进行销毁

处理，以减轻对档案管理资源的占用。当档案在入馆时，将保管期限写

入 RFID 标签并存储于中心数据库中。在保管过程中，当有档案达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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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期限时，软件将自动跳出档案失效提示，由管理员做出销毁或继续保

管处理。 

7. 档案盘点管理 

采用 RFID 技术进行档案资料的盘点，使得原来沉重繁琐的档案盘

点工作变成一项简单快速的工作。档案管理系统发出盘点指令，库房管

理终端发送盘点指令到移动终端，库房管理员根据移动终端上的提示，

读取档案格和存放的档案的的标签信息，完成一个档案格的盘点操作，

依次进行直到完成所有档案的盘点操作。   

      

 

                                                                      

                   

 



 深圳市南北达科技有限公司 www.cnnbde.com 

19 
 

 

8 .档案环境监测管理 

  档案管理的环境也是极其重要的，由于大多数珍贵富有价值的原件

档案资料均采用纸质的介质保存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的受到保

存环境的影响，包括灰尘、光线、湿度、温度等影响因素，其中环境温

度和湿度的影响较为突出。 

  为了确保被保存的档案资料能够完整无损的保护好，采用室内环境

监测控制系统实现档案资料室的环境指标要求，即温度和湿度监控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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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项目建设特点 

1. 先进的 RFID 技术  

  本系统采用当前最先进的 RFID技术进行构建。RFID 具有读取方便

快捷、高速识别、批量识别、穿透性强、数据容量大、使用寿命长、安

全性高等众多优点，是物联网行业的核心技术，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趋

势。 

2. 组件式软件系统 

  软件系统架构采用模块化组件式结构进行搭建，提高系统的可扩展

性和可剪裁性。可以提供高弹性的业务扩充需求和精简的业务需求。提

高软件系统的应用范围，同时满足大小客户的不同应用需求。 

3. 系统级联部署 

  系统使用独立的目录服务器，根据该服务器的数据，可以把各自独

立的档案系统进行组合级联，形成一套国家级的档案系统。实现整个系

统内数据和档案的一体化查询。 

4 .高安全档案管理 

  本系统提供高安全的档案管理。在系统中综合运用高级门禁系统

(多卡开门模式、N+1卡模式等)、视频监控联动、环境监控、红外区域

防护技术以及先进的 RFID 技术实现对档案的保存和存取的多重防护，

确保档案的存储和进出安全。对于更高安全级别的档案可以设置机密库

房，实现更高的访问安全控制。 

5 .精准的定位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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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先进的 RFID 技术基础上，配合先进的软件系统算法和硬件部署，

可以支持对档案的多种检索，并实现快速精准的定位。从而实现高效的

档案检索、存取，提高档案的可管理性，提高工作效率。 

6 .高效的档案存取 

  在精确的档案定位基础上，基于 RFID 的技术优势(高识别速度、

穿透性识别等)，可以实现批量档案的存取。在进出档案库时，实现堆

垛扫描，极大的提高档案的存取效率。 

7 .档案生命周期管理 

  很多档案都具有一定的保存期限(如代管业务档案)，本系统支持对

档案的生命周期的管理，可以记录档案的保存起止时间并及时提醒到期

的档案，释放档案存储空间。 

8. 一体化联动 

  本系统支持门禁、视频监控、环境监控、周边防护、LED公告显示、

短信提醒等系统的一体化联动，从而使得这些独立的系统互相配合工作，

实现最大化的功能应用。提供对整个档案馆安防、环境监控、信息公示、

短信提醒等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9 .信息公示 

  通过在档案查阅大厅设置 LED 公告显示屏，显示档案查询者所查

询的档案当前所处的状态、检索进度等信息，方便档案查询者了解查询

情况，提高查询者满意度。通过在档案库设置小型 LED显示屏，显示库

存、库房访问者、环境等信息，提高档案库的可管理性。 

10. 短信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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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法带出提醒：对非法带出档案时系统自动发送短信提醒工作人员

及相关领导，工作人员可高效的拦截。 

  借阅、借调预期提醒：对借阅，借调要到期未归还档案的系统自动

发送短信提醒借阅、借调人员及档案工作人员。(预期时间为可配置如

离到期前一天，前两天等) 

  借阅、借调到期提醒：对借阅，借调到期未归还档案的系统自动发

送短信提醒借阅、借调人员及档案工作人员和相关领导。 

 

 

 

  RFID产品的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