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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self-help library includes a cabinet (100), a books exhibiting device (200), a specific-type books exhibiting de
vice (300), a books output device (400), a books receiving device (500), a borrowing/returning device (600) and a books 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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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

一种 自助 图书馆 ，包拈箱体 （100) 、图书 陈列装置 （200) 、特 型书陈列装置 （300) 、图书输 出装置 （400) 、

图书接收装置 （500) 、借还装置 （600) 以及 图书 中控系统 （700) 。箱 体 （100) ，用于收容 图书 陈列装置 （200) 、

特 型书 陈列装置 （300) 、 图书输 出装置 （400) 、图书接收装置 （500) 、借还装置 （600) 以及 ffl 书 中控 系统 （700) 。

图书陈列装 置 （200 ) ，用 丁陈列 图书 。特型书 陈列装 置 （300) ，用 丁陈列特型 图书 。图书输 出装置 （400) ，用

于输 出借 阅的 图书 。图书接 收装置 （500) ，用于 回收 归还 的 图书 。借还装置 （600) ，用 于借 阅或 归还 图书 的交互

口。图书 中控系统 （700) ，用 于控制 图书 陈列装置 （200) 、特 ¾ 书 陈列装置 （300) 、图书输 出装置 （400) 、图

书接 收装置 （500) 以及借还装置 （600) 的运行 。



自助图书馆以及 自助 图书馆服务 系统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一种 自助服务系统，尤其涉及一种 自助 图书馆 以及 自助 图书馆

服务系统。

【背景技术】

图书馆是搜集、整理、收藏图书资料供人 阅览、参考的机构 ，早在公元前

3000 年就 出现 了最早的图书馆 ，图书馆有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发信息资源、

参与社会教育等职能。图书馆是一个建立在知识上的知识宫殿 ，收藏如书籍 ，

报纸，视频和音 乐等，供人 阅读 、使用或借用。图书馆源于保存记事的习惯，

是为读者在馆 内使用文献而提供的专门场所。

图书馆是一个 巨大的宝库 ，它保存着人类有 史以来的文化遗产。图书馆的

馆藏资源是挖掘新信息资源的源泉；同时，图书馆还肩 负着社会教育的使命 ，

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 源动力之一；而且还是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也是健康的

文化娱 乐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当一个城市热爱阅读 ，图书馆是这个城市的文化重要 象征之一，它直接反

映了这个城市的整体文化素质的水平。但是 ，随着城市的扩张，图书馆的扩建

速度远远赶不上城市发展 的速度 。当前，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和生

活的地方往往又与图书馆的距 离很远 ，借 书、还 书、办读者证 ，尤其是借还特

型书 （例如 图书的体积特别大 ）等事宜仍然需要到图书馆办理，极 大的影响到

人们 阅读的热情和兴趣 。

【发明内容】

基于此，有必要提供一种便捷的 自助图书馆。

另外，还有必要提供一种便捷的 自助图书馆服务系统。

一种 自助 图书馆 ，包括箱体 、图书陈列装置、特型书陈列装置、图书输 出

装置、图书接收装置、借还装置以及 图书中控 系统；箱体 ，用于收容图书陈列



装置 、特型 书陈列装置 、图书输 出装置 、图书接 收装置 、借还装置 以及 图书中

控 系统；图书陈列装置，用于陈列图书；特型 书陈列装置，用于陈列特型 图书；

图书输 出装置 ，用于输 出借 阅的图书；图书接 收装置 ，用于回收归还 的图书；

借还装置 ，用于借 阅或 归还 图书的交互 口；图书中控 系统 ，用于控制 图书陈列

装置、特型书陈列装置 、图书输 出装置 、图书接收装置以及借还装置的运行 。

优选地 ，所述箱体 包括外 壳和设置外 壳 内部 的支架；所述外 壳开设有特型

书陈列装置的装置 口、借还装置的装置 口、图书中控 系统的装置 口以及视 窗 口。

优选地 ，所述外 壳为金属材质制成 ，或者是 高硬度 的工程塑料制成 。

优选地 ，所述支架支撑且保护所述 自助 图书馆 内部的机械装置。

优选地 ，所述 图书陈列装置 包括储 书盒和动力机构 ，所述储 书盒设有至少

一个子储 书盒 ，且依 次排 列为闭合链 式环形设置；所述动力机构驱动储 书盒环

形旋转。

优选地 ，所述子储 书盒底部设有滑轮 ，易于旋转。

优选地 ，所述动力机构 包括储 书盒 电机 、减速机 、传动轴及 离合 器；所述

储 书盒 电机 为动力源，配合所述减速机驱动所述传动轴转动 ，所传动轴通过 离

合器与储 书盒接合 ，控制储 书盒的运行和停止 。

优选地 ，所述特型 书陈列装置 包括特型 书盒和动力组件 ；所述特型 书盒 包

括抽斗 ，抽斗滑动的路轨 ，支撑抽斗 的抽斗支架；所述动力组件 包括 电机 ，与

电机连接 的继 电器，支撑所述 电机 的电机 支架，设置在所述抽斗底部 两端 的齿

轮 以及与所述齿轮连接 的传输带；所述继 电器的闭合或断开控制 电机 的运行或

停止 。

优选地 ，所述特型 书陈列装置还 包括与特型 书盒连接 的行程开关，当特型

书盒到达指定位置 ，行程开关控制继 电器的闭合或断开 ，进 而控制特型 书盒停

止或运行 。

优选地 ，所述 图书输 出装置 包括推 书机构 、取 书机构 以及机械手臂 ；所述

推 书机构把 图书推至取 书机构 ，机械手臂把取 书机构移动至借还装置。

优选地 ，所述机械手臂 包括机械手臂 电机 、轨道与丝杆 ，以及在所述丝杆

处设置取 书机构 ；所述机械手臂 电机驱动机械手臂 沿轨道横 向移动 ，或者 沿丝



杆纵向移动所述取 书机构 ，使取 书机构到达指定位置。

优选地 ，所述 图书接 收装置 包括至少一个回收箱 、闭合传动机构 、接 收 电

机 以及接 收减速 器；所述接 收 电机 配合接 收减速 器驱动 闭合传动机构 ，且 带动

所述回收箱转动 。

优选地 ，所述回收箱根据 图书的类型不 同而设置不 同类型 的回收箱 ，把 同

类型的图书回收至 同一回收箱。

优选地 ，所述借还装置 包括借还 电机 ，以及与借还 电机连接 的传送皮带；

图书放 置在传送皮带处 ，通过借还 电机驱动传送皮带使得 图书传送至 自助 图书

馆外部或回收箱处。

优选地 ，所述 图书中控 系统 包括处理模 块 ，以及 与处理模 块连接 的读写器

模块 、存储模块 、控制模块；处理模 块 ，用于接 收并处理数据 ，且发 出指令信

号；读写器模块 ，用于识别含有射频 芯片的证件 ；存储模块 ，用于存储 自助 图

书馆所藏 图书数据 ；控制模块 ，用于控制 图书陈列装置 、特型 书陈列装置 、图

书输 出装置、图书接收装置以及借还装置的运行 。

优选地 ，所述读写器模块 包括读者证读 写器和身份证读写器，所述读者证

读写器用于识别读者证信 息，或写入信 息至读者证 ；所述身份证读写器，用于

读取身份证信 息；所述读者证和身份证 内嵌有射频芯片。

优选地 ，所述读写器模块还 包括借还读 写器，设 置在借还装置处 ，用于读

取或改写设置在 图书上的射频芯片信 息。

优选地 ，所述控制模块 包括 PLC 单元和传感器，所述传感器设置在 图书陈

列装置 、特型 书陈列装置 、图书输 出装置 、图书接 收装置和借还装置处 ，并发

送传感信号；所述 PLC 单元采集传感器发送的传感信号，根据所述传感信号控

制 图书陈列装置 、特型 书陈列装置 、图书输 出装置 、图书接 收装置或借还装置

的运行 。

优选地 ，所述 PLC 单元进一步用于接收处理模块的指令信号，并控制 图书

陈列装置 、特型书陈列装置 、图书输 出装置、图书接收装置或借还装置的运行 。

优选地 ，所述 图书中控 系统还 包括与处理模块连接 的显示模块 ，用于显示

自助 图书馆 的状 态。



优选地 ，所述显示模 块 包括主显示屏和副显示屏 ，所述主显示屏设 置在 自

助 图书馆 的正 面 ，用于显示 当前读者操作信 息；副显示屏设置在 自助 图书馆 的

两侧 ，用于显示该 自助 图书馆 的藏书信 息或最新 的图书馆动态。

优选地 ，所述为 LED 显示设备或 POP 显示设备 。

优选地 ，所述 图书中控 系统还 包括与处理模块连接 的通信模块 ，所述通信

模块为 TCP/IP 通信单元或 GPRS 通信单元 ，用于 自助 图书馆与外界联 系。

优选地 ，所述 图书中控 系统还 包括与处理模块连接 的鉴定模块 ，用于鉴定

经读写器模块读取 的信 息，确定其权值 。

优选地 ，所述信 息为身份证 、读者证或设置在 图书上的标签信 息。

优选地 ，所述 图书中控 系统还 包括与处理模块连接 的发卡模块 ，用于发放

读者证 。

优选地 ，所述 图书中控 系统还 包括与处理模块连接 的金 融模块 ，用于缴 费

或充值 。

优选地 ，所述 图书中控 系统还 包括与处理模块连接 的打 印模块 ，用于打 印

单据 。

优选地 ，所述 图书中控 系统还 包括与处理模块连接 的输入模块 ，用于输入

数据 ；所述输入模块为通用键盘 。

优选地 ，所述 图书中控 系统还 包括与处理模块连接 的摄像模块 ，用于监控

自助 图书馆 的安全 。

优选地 ，所述 图书中控 系统还 包括与处理模块连接 的音频模块 ，用于输 出

声音。

优选地 ，所述 图书中控 系统还 包括与处理模块连接 的指示模块 ，用于指示

工作状态。

优选地 ，所述 图书中控 系统还 包括与处理模块连接 的调温模块 ，用于调节

自助 图书馆 内部 的温度 。

另外 ，还有 必要提供一种 自助 图书馆服 务 系统 ，包括 自助 图书馆 ，与 自助

图书馆连接 的图书馆数据 中心和 图书馆控制 中心；图书馆数据 中心，用于与 自



助 图书馆 交互 的数据 ； 图书馆控 制 中心 ，用 于监控 自助 图书馆 的状 态 ，并执 行

相应 的动作 。

优 选地 ，所述 图书馆 数据 中心进一 步 的用 于为 自助 图书馆 提供 远程 登 录查

阅数据 资料 ，且预 定 资料 或 图书。

优 选 地 ，所述 自助 图书馆 包括 箱体 、图书陈列装 置 、特 型 书陈列装 置 、图

书输 出装 置 、图书接 收装 置 、借还 装 置 以及 图书 中控 系统 ；所述 箱体 ，用 于收

容 图书陈列装 置 、特 型 书陈列装 置 、 图书输 出装 置 、图书接 收装 置 、借还 装 置

以及 图书 中控 系统 ；所述 图书陈列装置 ，用 于陈列 图书；所述特 型 书陈列装置 ，

用 于 陈列特 型 图书；所述 图书输 出装 置 ，用 于输 出借 阅的 图书；所述 图书接 收

装 置 ，用 于 回收 归还 的 图书；所述借 还 装 置 ，用 于借 阅或 归还 图书的交互 口；

所述 图书 中控 系统 ，用 于控 制 图书陈列装 置 、特型 书陈列装 置 、图书输 出装置 、

图书接 收装置 以及借还 装置 的运 行 。

优 选地 ，所述 图书 中控 系统 包括 处理模 块 ，以及 与处理模 块连接 的读 写 器

模 块 、存储模 块 、控 制模 块 ；所述处 理模 块 ，用 于接 收并处理数据 ，且发 出指

令信 号 ；所述读 写 器模 块 ，用 于识 别含有射 频 芯 片的证件 ；所述存储模 块 ，用

于存储 自助 图书馆 所藏 图书数据 ；所述控 制模 块 ，用 于控 制 图书陈列装 置 、特

型 书陈列装置 、图书输 出装置 、图书接 收装置 以及借还 装置 的运 行 。

优选地 ，所述 图书 中控 系统还 包括 与处理模 块连接 的显 示模 块 、通信模 块 、

鉴 定模 块 、发 卡模 块 以及金 融模 块 ；所述显 示模 块用 于显 示 自助 图书馆 的状 态 ，

所述通信模 块 为 TCP/IP 通信 单元或 GPRS 通信单元 ，用 于 自助 图书馆 与外界联

系，所述鉴 定模 块用 于鉴 定经读 写 器模 块读取 的信 息 ，确 定其权值 ，所述发 卡

模 块用 于发放读 者证 ，所述金 融模 块用 于缴 费或充值 。

优选地 ，所述 图书 中控 系统还 包括 与处理模 块连接 的打 印模 块 、输入模 块 、

摄 像模 块 、音频模 块 、指 示模 块 以及 调 温模 块 ；所述打 印模 块用 于打 印单据 ，

所述输入模 块用 于输入数据 ，所述摄 像模 块用 于监控 自助 图书馆 的安全 ，所述

音频模 块用 于输 出声音 ，所述指 示模 块用 于指 示工作 状 态 ，所述调 温模 块 ，用

于调 节 自助 图书馆 内部 的温度 。



本发明的 自助图书馆 ，通过箱体收容并保护 内部的图书陈列装置、特型书

陈列装置、图书输 出装置、图书接收装置、借还装置以及 图书中控 系统，图书

陈列装置和特型书陈列装置陈列了供读者借 阅或预约借 阅的图书；图书输 出装

置和图书接收装置配合借还装置，在 图书中控 系统的控制下为读者提供 图书的

借 阅或归还 ，尤其能够提供特型图书的借 阅或归还。在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的今天，自助图书馆能够 自由的摆放在人数比较集中的地方，例如超市、社 区、

地铁站等，极大的方便 了读者的借阅或归还图书。

环形旋转的储书盒，能够使得读者通过视窗口看到 自助图书馆 内部所藏图

书，增加 了读者与 自助图书馆的互动性。

设有特型书陈列装置，能够为读者提供超常规规格的图书，例如工具书，

更大范围的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

配合使用图书中控 系统，能够为读者提供更佳的操作体验。

设有读写器模块，借助 RFID 技术，能够随时随地的为读者快速的办理读者

证，进一步的方便 了读者。

一种 自助图书馆服务系统，配合与 自助 图书馆连接的图书馆数据 中心和图

书馆控制中心，使 自助图书馆的数据能够与图书馆数据 中心的数据进行交互，

及时的更新 自助图书馆 内部的数据，同时提供最新的数据。

图书馆控制中心，及时监控 自助图书馆的工作状态，及时的提供补充书籍，

预约图书等，极大的丰富了自助图书馆服务系统的功能。

【附图说明】

图 1 为一实施例的 自助图书馆的结构正视 图；

图 2 为一实施例的 自助图书馆的内部结构图；

图 3 为一实施例的 自助图书馆的内部结构俯视图

图 4 为一实施例的 自助图书馆的内部结构左视 图；

图 5 为一实施例的 自助图书馆的特型书拒的结构示意图；

图 6 为一实施例的 自助图书馆的特型书拒的结构俯视图；

图 7 为一实施例的 自助图书馆的特型书拒的结构左视图；



图 8 为一实施例的 自助图书馆的图书中控系统的逻辑图；

图 9 为一实施例的自助图书馆服务系统的逻辑图。

【具体实施方式】

参见图 1〜4 , 整体的介绍 自助图书馆的结构。该 自助图书馆包括箱体 100、

图书陈列装置 200、特型书陈列装置 300、图书输出装置 400 、图书接收装置 500 、

借还装置 600 以及图书中控系统 700 。

箱体 100 成长方体状，横卧在水平面上，用于收容各机械装置，包括外壳

110 和支架 120。该外壳 110 开设有特型书陈列装置 300 的装置口、借还装置 600

的装置口、图书中控系统 700 的装置口以及视 窗口。特型书陈列装置 300、借还

装置 600 和图书中控系统 700 分别对应的安装在特型书陈列装置 300 的装置口、

借还装置 600 的装置口和图书中控系统 700 的装置口处；视窗口处安装有高强

度的有机玻璃，可以通过该视窗口看到 自助图书馆 内部放置的图书。该外壳 110

为金属材质制成，或者是高硬度的工程塑料制成，能够耐腐蚀、耐高温、防潮

湿等。该支架 120 设置在 自助图书馆内部，支撑 内部的机械装置，保护内部的

结构。

图书陈列装置 200 设置在 自助图书馆内部且正对视窗口处，用于陈列图书，

包括设置在支架 120 上的储书盒 210 和动力机构。该储书盒 210 设有多个子储

书盒 2 11, 图书放置在该子储书盒 2 11 内；多个子储书盒 2 11依次排列，为闭合

链式环形设置；子储书盒 2 11 底部设有滑轮，且下部连接在闭合的传动链上，

在其它实施例中，该传动链可以为传输带。根据 自助图书馆的容积设定多层，

本实施例中,优选地设置 3 层储书盒 210。传动链在动力机构的驱动下循环转动，

带动储书盒 210 循环旋转，同时图书跟随子储书盒 2 11 循环转动，透过视窗口

可以看到陈列在储书盒 210 内的图书，例如图书书脊上的书名、编号等信息，

方便读者直观的了解到该 自助图书馆的所藏书籍；循环转动的储书盒 210, 可 以

看到储书盒 210 背离视窗口暗处的图书信息。该动力装置包括储书盒电机、减

速机、传动轴及 离合器。储书盒电机为动力源，配合减速机驱动传动轴转动，

传动轴通过离合器与储书盒 210 接合，控制储书盒 210 的运行和停止。该储书



盒 210 电机可以提供多种线速度的动力，例如 25M/Min 的线速度，在减速机的

配合下提供更加平稳的动力输出，使得储书盒 210 到位减速停止。

参见图 5〜7 特型书陈列装置 300 设置在 自助图书馆底部，用于放置型号比

较大或者特别大的书籍 （例如工具书 ）且方便读者收取或归还，包括特型书盒

310 和动力组件。特型书盒 3 10 包括抽斗 311, 抽斗 3 11 滑动的路轨 312, 支撑

路轨 312 的路轨外支架 3 17 和路轨内支架 318, 支撑抽斗 311 的抽斗支架 3 13 以

及加强上支架 319、加强下支架 320。动力组件，包括电机 （图未示 ），与电机

连接的继电器，支撑电机的电机支架 314, 设置在抽斗 311底部两端的齿轮 3 15

以及与齿轮 3 15 连接的传输带 316。继电器闭合，电机则驱动齿轮 3 15 的正转或

反转，齿轮 3 15 通过传输带 316 带动抽斗 311 沿路轨 31 滑动，打开或关闭特

型书盒 310。当特型书盒 3 10 到达指定位置，继电器断开，控制电机停止运行，

特型书盒 310 停止在特性书盒打开或关闭的指定位置。在其它实施例，该特型

书陈列装置 300 还包括与特型书盒 310 连接的行程开关，当特型书盒 310 到达

指定位置，行程开关控制继电器的闭合或断开，进而控制特型书盒 310 停止或

运行。该特型书盒 310 根据读者的需求或 自助图书馆的容积 可 以设置多个。

图书输出装置 400, 用于输出借阅的图书，包括推书机构 410 、取书机构 420

以及机械手臂 430。推书机构 410 设置在储书盒 210 两端的外侧，通过视窗口无

法看到的区域；机械手臂 430 设置在储书盒 210 的内侧，包括机械手臂电机 431、

轨道与丝杆 432, 同时在丝杆处设有取书机构 420。机械手臂电机 431驱动机械

手臂 430 沿轨道横向移动，或者沿丝杆 432 纵向移动取书机构 420, 使取书机构

420 到达指定位置，推书机构 410 把需要借阅的图书推至取书机构 420 内。然后，

机械手臂 430 采用同样的方式移动并把图书准确送至借还装置 600。通过机械手

臂 430 能够快速、准确的把图书送至借还装置 600, 而且能够保护图书不会受到

机械磨损。

图书接收装置 500, 包括至少一个回收箱 510、闭合传动机构、接收电机以

及接收减速器。图书通过借还装置 600 送还至回收箱 510, 当回收箱 510 装满后，

回收箱 510 在接收电机以及接收减速器的配合下，驱动闭合传动机构并把空的

回收箱 510 传输至借还装置 600 处。在另一实施例中，图书接收装置 500 根据



图书的类型分门别类的设置回收箱 510, 当识别图书的类型，则驱动闭合传动机

构且把与该图书类型相 同的回收箱 510 传输至借还装置 600 处，并把同一类型

的图书放置在同一回收箱 510 内。

借还装置 600 , 设置在图书借还的装置口处，用于借阅或归还图书的交互口，

包括借还电机 610, 以及与借还电机连接的传送皮带 620。当图书放置在传送皮

带处 620, 通过借还电机 610 驱动传送皮带 620 使得图书传送至 自助图书馆外部，

供读者借阅图书；或者是接收读者归还的图书，驱动传送皮带 620 使得图书传

送至回收箱 510 处。

参见图 8 , 图书中控系统 700 设置在 自助图书馆的正 面 ，包括处理模块，以

及与处理模块连接的读写器模块、存储模块、控制模块。

处理模块，接收并处理与之相连接模块的数据，且发 出相应的指令信号。

读写器模块，用于识别含有 RF ( 射频 ）芯片的证件；包括读者证读写器和

身份证读写器，该读者证读写器用于识别读者证信息，确定读者身份，或写入

信息至读者证；该身份证读写器，用于读取身份证信息。在其它实施例中该读

写器模块还包括借还读写器，设置在借还装置 600 处，用于读取或改写设置在

图书上的射频芯片信息 （例如图书的类型、书名、图书借阅/在馆状态等 ）。

存储模块，用于存储 自助图书馆所藏图书数据，例如图书馆公告数据，自

助图书馆图书的名称、种类等。

控制模块，用于控制图书陈列装置 200 、特型书陈列装置 300 、图书输出装

置 400 、图书接收装置 500 以及借还装置 600 的运行，包括 PLC 单元和传感器，

传感器设置在图书陈列装置 200 、特型书陈列装置 300 、图书输出装置 400 、图

书接收装置 500 和借还装置 600 处，并发送传感信号；PLC 单元采集传感器发

送的传感信号或者是 PLC 接收处理模块的指令信号，控制图书陈列装置 200 、

特型书陈列装置 300 、图书输出装置 400 、图书接收装置 500 或借还装置 600 的

运行。例如，传感器检测到图书陈列装置 200 的储书盒 210 运行到指定位置，

则 PLC 单元控制储书盒 210 电机停止运行；传感器检测到特型书陈列装置 300

的特型书盒 3 10 运行到打开或关闭的位置，则 PLC 单元控制电机停止运行；传

感器检测到图书输出装置 400 的推书机构 410 、取书机构 420 以及机械手臂 430



运行到指 定的位 置 ，则 PLC 单元控制机械手臂 430 停止运行 ；传感 器检 测到 图

书接 收装置 500 的回收箱运行到借还装置 600 的位 置 ，则 PLC 单元控 制接 收 电

机停止运 行 ；传感 器检 测到借还装置 600 的皮 带上设有 图书，则 PLC 单元控 制

借还 电机反 转 ，通过皮 带把 图书传送至 回收箱处 。

在其它 实施 例 中，图书中控 系统 700 还 包括 与处理模 块连接 的显 示模 块 、

通信模 块 、打 印模 块 、金 融模 块 、发卡模 块 、输入模 块 、鉴 定模 块 、摄像模 块 、

音频模 块 、指示模 块 以及调温模 块 。

显 示模 块 ，包括主显 示屏和 副显示屏 ，主显 示屏设 置在 自助 图书馆 的正 面 ，

用 于显 示 当前读者操作信 息；副显 示屏设 置在 自助 图书馆 的两侧 ，用 于显 示该

自助 图书馆 的藏 书信 息 、最新 的图书馆动 态等 。具体 的，该显 示模 块通过 RS323

接 口与处理模 块连接 ，同时显示模 块可 以为 LED 显 示设备 或 POP 显 示设备 。

通信模 块 ，为 TCP/IP 通信 单元或 GPRS 通信单元 ，用于 自助 图书馆 与外界

联 系，例如 图书馆数据 中心。该通信单元优选地 为 GPRS 通信单元 ，使得 自助

图书馆无线远程 连接 图书馆数据 中心 ，使得 自助 图书馆 能够 自由选择摆放 地点 ，

不受限于有 线 网络 的连线 。

鉴 定模 块 ，用 于鉴 定经读 写器模 块读取 的身份证 、读者证 或设 置在 图书上

的标签 （基 于 RFID 技 术 的电子标签 ）信 息 ，确定其权值 。

发 卡模 块 ，用 于发放读者证 。具体 的 ，发 卡模 块根据读者 的 申请 ，身份证

读 写器读取 身份证 ( 内嵌有 RFID 芯片 ）信 息，且通过鉴定模 块 的鉴 定 ，发放读

者证 。

金 融模 块 ，用 于缴 费或充值 。例如 ，若读者证 因所借 图书逾期 未 归还 而导

致相 关的 费用 ，或通过充值 获得 更 高的读者证权 限等 而需要 缴 费。该金 融模 块

可 以为验 收货 币机 ，收取 所缴纳 的 费用 ，同时可 以鉴别所收到 的货 币真伪 。

打 印模 块 ，用 于打 印单据 ，例如借 阅或 归还 图书的数据单据 ，缴 费的数据

单据等 。

输入模 块 ，用 于输入数据 ，例如 查询 图书的数据 、缴 费的金额 等 。该输入

模 块可 以为通用键盘 。

摄像模 块 ，用于监控 自助 图书馆 的安全 ，保证 自助 图书馆平稳运 行 。



音频模块，用于输 出声音。例如 ，音频模块根据读者的操作发送相关的操

作指导等。

指示模块，用于指示工作状态。例如，借 书成功、缴费成功等。

调温模块，用于调节 自助 图书馆 内部的温度 ，保证 内部各装置正常运行。

具体的，该调温模块可以是 空调 ，根据 自助 图书馆 内部的温度 高低 ，智能的调

节温度的高低。

参见图 9 基于上述的 自助图书馆 ，还提供 了自助图书馆服务系统，包括 自

助 图书馆 、图书馆数据 中心以及 图书馆控制 中心。该 自助 图书馆与上述相 同，

区别为，与 自助 图书馆连接的图书馆数据 中心和图书馆控制中心。

图书馆数据 中心，用于与 自助 图书馆交互的数据 。 自助 图书馆把借 阅或归

还的图书信息数据与图书馆数据 中心交互，及时更新 图书信息数据 。还可以通

过 自助 图书馆把 申请读者证的读者信 息上传至图书馆数据 中心，及时更新和公

布图书馆的最新动态，以及通过 自助 图书馆进行远程 网络登录并查阅各种数据

库 （如 CNKI 等 ）资料 ，且预定该相关的资料或图书。

图书馆控制 中心，用于监控 自助 图书馆的状态，并执行相应的动作 。例如，

自助 图书馆的图书被借 阅完毕 ，需要及时补书；或者是某一类的图书被借 阅的

频率比较 高，及时补充该类的书籍；或者是根据读者预定的图书，调运该预定

图书至指定的 自助图书馆。

现结合上述 自助 图书馆服务系统，例举其应用，包括借 书、还 书、申请读

者证。

借 书 （包括借 已预约书 ）服务过程：

首先，识别读者证 ，通过读者证读写器上识别读者证。

其次，进入 图书中控 系统 700, 选择借 阅的书籍或要取的预约书籍并确认 。

再次，图书中控 系统 700 的处理模块向控制模块的 PLC 单元发 出指令信号，

PLC 单元控制图书输 出装置 400 把需要借 阅或预约的图书输 出至借还装置 600

口处，或者是控制特型书陈列装置 300 输 出需要借 阅或预约的特型图书输 出。

图书在输 出的时候 ，借还读写器把 图书在馆状态改为借 阅状态。



然后 ，存储该读者 的借 阅信 息至存储模块 ，并通过通信模块把该借 阅信 息

上传至图书馆数据 中心。

最后 ，打 印单据 ，获得 图书。

还 书服务过程 ：

首先 ，识别读者证 ，通过读者证读写器上识别读者证 。

然后 ，进入 图书中控 系统 700, 选择还 书。读者把 图书放 置借还装置 600,

设置在借还装置 600 的借还读写器识别图书上的标签 （RFID 标签 ），并把识别

的信 息反馈至 图书中控 系统 700 。

最后 ，读者根据反馈信 息判断是 否为标签 完整 书籍或者是 图书馆 书籍 。若

是 ，则借还读写器更改该 图书上的标签 ，把借 阅状 态改为在馆状 态，图书接 收

装置 500 回收该 图书，并打 印单据 ；若否，则 图书中控 系统 700 的主显示屏提

示读者 ，同时并发 出提示声音 ，读者从接收装置取 回该 图书。

申请读者证服务过程 ：

首先 ，读者把具有 RF 射频芯片的身份证放置读者证读写器，图书中控 系统

700 的鉴定模块鉴定该身份证信 息是否符合要求 ，若不符合则结束读者证 申请 ；

若符合则进入下一步。

然后 ，把该读者 的身份证信 息发送至 图书馆数据 中心进行查验 ，若办理过

读者证则不给予 申请 。若没有 申请过则会给予提示 ，是 否选择预存押金 ，并可

以借 阅图书，若是 ，通过金 融模块预存相应金额并获得借 阅图书的权 限，并发

送读者 的借 阅图书权 限信 息至 图书馆数据 中心，然后进入 下一步；若否，直接

进入下一步。

最后 ，取读者证 ，打 印凭据 。

在不脱 离本发 明的构思的前提 下，还可以做 出若干推演或替换 ，例如对读

者证充值 ，更改其借 阅图书的权值 ，或者 归还 图书的滞纳金等 。



但并不能因此 而理解为对本发 明专利范围的限制 。应 当指 出的是 ，对于本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 ，在不脱 离本发 明构思的前提 下，还可以做 出若干变形和

改进 ，这些都属 于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因此 ，本发 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 以所附

权利要求为准。



权利要求书

1、一种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于，包括箱体 、图书陈列装置、特型 书陈列

装置、图书输 出装置、图书接收装置、借还装置以及 图书中控 系统；

箱体 ，用于收容 图书陈列装置 、特型 书陈列装置 、图书输 出装置 、图书接

收装置、借还装置以及 图书中控 系统；

图书陈列装置，用于陈列图书；

特型书陈列装置，用于陈列特型 图书；

图书输 出装置，用于输 出借 阅的图书；

图书接收装置，用于回收归还 的图书；

借还装置，用于借 阅或归还 图书的交互 口；

图书中控 系统 ，用于控制 图书陈列装置 、特型 书陈列装置、图书输 出装置、

图书接收装置以及借还装置的运行 。

2、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 包括外壳和

设置外 壳内部 的支架；所述外 壳开设有特型 书陈列装置的装置 口、借还装置的

装置 口、图书中控 系统的装置 口以及视 窗 口。

3、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为金属材质

制成 ，或者是 高硬度 的工程塑料制成。

4、根据权利要 求 2 所述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支撑且保护

所述 自助 图书馆 内部的机械装置。

5、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于，所述 图书陈列装置 包

括储 书盒和动力机构 ，所述储 书盒设有至少一个子储 书盒 ，且依 次排 列为 闭合

链式环形设置；所述动力机构驱动储 书盒环形旋转。

6、根据权利要 求 5 所述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于，所述子储 书盒底部设

有滑轮 ，易于旋转。

7、根据权利要 求 5 所述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力机构 包括储

书盒 电机 、减速机 、传动轴及 离合 器；所述储 书盒 电机 为动力源，配合所述减

速机驱动所述传动轴转动 ，所传动轴通过 离合 器与储 书盒接合 ，控制储 书盒的

运行和停止 。



8、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于，所述特型书陈列装置

包括特型 书盒和动力组件 ；所述特型 书盒 包括抽斗 ，抽斗滑动的路轨 ，支撑抽

斗 的抽斗支架；所述动力组件 包括 电机 ，与 电机连接 的继 电器，支撑所述 电机

的电机 支架，设置在所述抽斗底部 两端的齿轮 以及与所述齿轮连接 的传输 带；

所述继 电器的闭合或断开控制 电机 的运行或停止 。

9、根据权利要 求 8 所述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于，所述特型书陈列装置

还 包括与特型 书盒连接 的行程开关，当特型 书盒到达指定位置 ，行程开关控制

继 电器的闭合或断开 ，进而控制特型书盒停止或运行 。

10、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于，所述 图书输 出装置

包括推 书机构 、取 书机构 以及机械手臂 ；所述推 书机构把 图书推至取 书机构 ，

机械手臂把取 书机构移动至借还装置。

11、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械手臂 包括

机械手臂 电机 、轨道与丝杆 ，以及在所述丝杆处设置取 书机构 ；所述机械手臂

电机驱动机械手臂 沿轨道横 向移动 ，或者沿丝杆纵向移动所述取 书机构 ，使取

书机构到达指定位置。

12、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于，所述 图书接收装置

包括至少一个回收箱 、闭合传动机构 、接 收 电机 以及接 收减速 器；所述接 收 电

机配合接 收减速 器驱动 闭合传动机构 ，且带动所述回收箱转动 。

13、根据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于，所述回收箱根据 图

书的类型不同而设置不 同类型的回收箱 ，把 同类型的图书回收至 同一回收箱。

14、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于，所述借还装置 包括

借还 电机 ，以及与借还 电机连接 的传送皮带；图书放 置在传送皮带处 ，通过借

还 电机驱动传送皮带使得 图书传送至 自助 图书馆外部或回收箱处。

15、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于，所述 图书中控 系统

包括处理模块 ，以及与处理模块连接 的读写器模块 、存储模块 、控制模块；

处理模块 ，用于接收并处理数据 ，且发 出指令信号；

读写器模块 ，用于识别含有射频芯片的证件 ；

存储模块 ，用于存储 自助 图书馆所藏 图书数据 ；



控 制模 块 ，用 于控 制 图书陈列装 置 、特 型 书陈列装 置 、图书输 出装 置 、 图

书接 收装 置 以及借还 装 置 的运 行 。

16、根据权 利要 求 15 所述 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 于 ，所述读 写器模 块 包

括读 者证读 写 器和 身份证读 写 器 ，所述读 者证读 写 器用 于识 别读 者证信 息 ，或

写入信 息至读 者证 ；所述 身份证读 写 器 ，用 于读取 身份证信 息；所述读 者证 和

身份证 内嵌有射 频 芯片。

17、根据权 利要 求 16 所述 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 于 ，所述读 写器模 块还

包括借还读 写 器 ，设 置在借还 装 置处 ，用 于读取 或 改写设 置在 图书上 的射 频 芯

片信 息。

18、根据权 利要 求 15 所述 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 于 ，所述控 制模 块 包括

PLC 单元和传感 器 ，所述传感 器设 置在 图书陈列装置 、特 型 书陈列装置 、图书

输 出装置 、图书接 收装 置和借还 装置处 ，并发 送传感信 号 ；所述 PLC 单元 采 集

传 感 器发 送 的传 感信 号 ，根据 所述传 感信 号控 制 图书陈列装 置 、特 型 书陈列装

置 、图书输 出装 置 、图书接 收装 置或借还 装置 的运 行 。

19、根据权 利要 求 18 所述 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 在 于 ，所述 PLC 单元进一

步用 于接 收处理模 块 的指令信 号 ，并控 制 图书陈列装 置 、特 型 书陈列装 置 、图

书输 出装 置 、图书接 收装 置或借还 装置 的运 行 。

20、根据权 利要 求 15 所述 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 于 ，所述 图书 中控 系统

还 包括 与处理模 块连接 的显 示模 块 ，用 于显 示 自助 图书馆 的状 态。

2 1、根据权 利要 求 20 所述 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 于 ，所述显 示模 块 包括

主显 示屏 和 副显 示屏 ，所述主显 示屏设 置在 自助 图书馆 的正 面 ，用 于显 示 当前

读 者操作信 息；副显 示屏设 置在 自助 图书馆 的 两侧 ，用 于显 示该 自助 图书馆 的

藏 书信 息或最新 的 图书馆 动 态 。

22、根据权 利要 求 2 1 所述 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 于 ，所述 为 LED 显 示设

备 或 POP 显 示设备 。

23、根据权 利要 求 15 所述 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 于 ，所述 图书 中控 系统

还 包括 与处理模 块连接 的通信模 块 ，所述通信模 块 为 TCP/IP 通信单元 或 GPRS

通信单元 ，用 于 自助 图书馆 与外界联 系。



24、根据权利要求 15 所述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于，所述 图书中控 系统

还 包括与处理模块连接 的鉴定模块 ，用于鉴定经读写器模块读取 的信 息，确定

其权值 。

25、根据权利要求 24 所述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于，所述信 息为身份证 、

读者证或设置在 图书上的标签信 息。

26、根据权利要求 15 所述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于，所述 图书中控 系统

还 包括与处理模块连接 的发卡模块 ，用于发放读者证 。

27、根据权利要求 15 所述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于，所述 图书中控 系统

还 包括与处理模块连接 的金融模块 ，用于缴 费或充值 。

2 8、根据权利要求 15 所述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于，所述 图书中控 系统

还 包括与处理模块连接 的打 印模块 ，用于打 印单据 。

29、根据权利要求 15 所述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于，所述 图书中控 系统

还 包括与处理模块连接 的输入模块 ，用于输入数据 ；所述输入模块为通用键盘 。

30、根据权利要求 15 所述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于，所述 图书中控 系统

还 包括与处理模块连接 的摄像模块 ，用于监控 自助 图书馆 的安全 。

3 1、根据权利要求 15 所述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于，所述 图书中控 系统

还 包括与处理模块连接 的音频模块 ，用于输 出声音。

32、根据权利要求 15 所述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于，所述 图书中控 系统

还 包括与处理模块连接 的指示模块 ，用于指示工作状态。

33、根据权利要求 15 所述的 自助 图书馆 ，其特征在于，所述 图书中控 系统

还 包括与处理模块连接 的调温模块 ，用于调节 自助 图书馆 内部 的温度 。

34、一种 自助 图书馆服务 系统 ，其特征在于，包括如权利要求 1〜33 所述的

自助 图书馆 ，与 自助 图书馆连接 的图书馆数据 中心和 图书馆控制 中心；

图书馆数据 中心，用于与 自助 图书馆 交互的数据 ；

图书馆控制 中心，用于监控 自助 图书馆 的状态，并执行相应 的动作 。

35、根据权利要求 34 所述的 自助 图书馆服务 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 图书

馆数据 中心进一步的用于为 自助 图书馆提供远程登 录查 阅数据 资料 ，且预定资

料或 图书。



36、根据权利要求 34 所述的 自助图书馆服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自助

图书馆 包括箱体 、图书陈列装置、特型书陈列装置、图书输 出装置、图书接收

装置、借还装置以及 图书中控 系统；所述箱体 ，用于收容图书陈列装置、特型

书陈列装置、图书输 出装置、图书接收装置、借还装置以及 图书中控 系统；所

述图书陈列装置，用于陈列图书；所述特型书陈列装置，用于陈列特型图书；

所述图书输 出装置，用于输 出借 阅的图书；所述图书接收装置，用于回收归还

的图书；所述借还装置，用于借 阅或归还 图书的交互 口；所述图书中控 系统，

用于控制图书陈列装置、特型书陈列装置、图书输 出装置、图书接收装置以及

借还装置的运行。

37、根据权利要求 36 所述的 自助图书馆服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图书

中控 系统 包括处理模块，以及与处理模块连接 的读写器模块、存储模块、控制

模块；所述处理模块，用于接收并处理数据 ，且发 出指令信号；所述读写器模

块 ，用于识别含有射频芯片的证件；所述存储模块，用于存储 自助 图书馆所藏

图书数据；所述控制模块，用于控制图书陈列装置、特型书陈列装置、图书输

出装置、图书接收装置以及借还装置的运行。

38、根据权利要求 37 所述的 自助图书馆服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图书

中控 系统还 包括与处理模块连接 的显示模块、通信模块、鉴定模块、发卡模块

以及金 融模块；所述显示模块用于显示 自助 图书馆 的状 态，所述通信模块为

TCP/IP 通信单元或 GPRS 通信单元 ，用于 自助图书馆与外界联 系，所述鉴定模

块用于鉴定经读写器模块读取的信息，确定其权值 ，所述发卡模块用于发放读

者证 ，所述金融模块用于缴费或充值 。

39、根据权利要求 37 所述的 自助图书馆服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图书

中控 系统还 包括与处理模块连接 的打印模块、输入模块、摄像模块、音频模块、

指示模块以及调温模块；所述打印模块用于打印单据 ，所述输入模块用于输入

数据 ，所述摄像模块用于监控 自助图书馆的安全，所述音频模块用于输 出声音，

所述指示模块用于指示工作状态，所述调温模块，用于调节 自助 图书馆 内部的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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