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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信息技术己成为支撑当今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基石。日新月异的信

息技术也给档案工作带来了新的契机。档案存储设备从档案柜、手动密集架、电动密集架向智能密集架

迈进。智能密集架作为多种技术的结合体，在档案保管中具备使用便捷、管理安全的优点，得到越来越

多档案馆、档案室的认可。 

本标准旨在规范档案密集架智能管理系统的功能以及系统的接口标准，充分发挥档案智能密集架的

最大功效，以期提高档案密集架智能管理系统的可靠性、兼容性，保证档案存放的安全，支撑和规范档

案部门对智能密集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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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密集架智能管理系统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确定了档案密集架智能管理系统的功能要求、技术参数以及档案密集架智能系统的统一接口

标准。 

本标准是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国家专门档案馆、部门档案馆及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档案室（馆）

等的档案密集架智能系统的技术标准，是相关部门对智能密集架设计、建设、验收、监管的质量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226.1—2008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9969—2008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3667.3—2013  钢制书架  第3部分：手动密集书架 

GB/T 13667.4—2013  钢制书架  第4部分：电动密集书架 

GB/T 27703—2011  信息与文献  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文献保存要求 

DA/T 7—1992  直列式档案密集架 

3 术语和定义 

GB/T 13667.3—2013、GB/T 13667.4—2013、DA/T 7—1992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均适用于本

文件。 

3.1  

密集架智能管理系统  mobile shelving intelligent system 

以各路传感器所采集的数据为基础，实现密集架的操控、安全保护、信息交换、档案存取、档案

环境监控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控制系统，通常安装于固定架的工控机中。 

3.2  

防挤压保护装置  extrusion prevention protector 

通过光电保护、压力保护等方式切断驱动设备动力，防止处于两架列之间的人或物品受挤压的装

置。 

3.3  

定位引导装置  positioning guiding device 

  通过密集架控制系统的档案定位功能，利用电子引导屏、位置引导灯具等设备指示档案或资料存

放位置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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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到位检测装置  position detection device 

    利用磁感应技术或超声波测距技术，检测活动架是否运行到预期位置的装置。 

3.5  

区域控制总线  regional control bus 

在智能密集架中各个部件之间传送信息的公共通路。 

3.6  

区域光幕装置  regional light curtain device 

利用光电感应原理制成的安全保护装置，发射端和接收端分别安装于密集架区域两端，在密集架

底盘与地面之间形成光幕，感知密集架区域中是否有作业人员或障碍物。 

4 密集架智能管理系统要求 

4.1 功能要求 

4.1.1 自检功能 

密集架智能管理系统在开始通电工作时，应能自动检测密集架各部件是否正常，自检结果应以直观

形式进行显现或提示。 

4.1.2 操作功能 

在密集架智能管理系统的主界面中应能进行以下操作： 

a) 锁定：应对密集架整个区域内的活动架进行锁定，锁定后活动架应不能被动力驱动装置驱动； 

b) 解除锁定：应对已经被锁定的所有活动架进行解除锁定操作，解除锁定后活动架应能被动力驱

动装置驱动； 

c) 向左移动：应在活动架解除锁定情况下，被动力驱动装置驱动，向左手方向（人正面对活动架

的前置面板时左手方向）移动； 

d) 向右移动：应在活动架解除锁定情况下，被动力驱动装置驱动，向右手方向（人正面对活动架

的前置面板时右手方向）移动； 

e) 停止移动：应使处于向左移动或向右移动过程中的活动架停止移动； 

f) 合架：应使整个区域的所有活动架向其固定架靠拢； 

g) 通风：密集架的所有活动架应能依次自动打开固定的一段时间，以使密集架内能够通风换气。 

4.1.3 状态显示功能 

密集架智能管理系统的主界面上应显示温度值、湿度值等实时架内环境数据，密集架的操作状态、

人员进出通道的实时状态以及各项报警信息。显示内容清晰，界面布局合理。 

4.1.4 查询定位 

能够通过显示屏查询出密集架上的档案或资料，显示其结果，可打开存放档案或资料的密集架，

并通过定位引导装置指示档案或资料所在位置。外部设备或应用可通过密集架控制系统提供的数据通

信协议进行查询定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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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照明控制功能 

密集架关闭时，通道照明灯应熄灭；密集架打开时，通道照明灯应点亮。超过30s通道中无人员作

业，则通道照明灯应自动熄灭；当有人员进入通道时，通道照明灯应立即自动点亮。 

4.1.6 语音播报功能 

密集架操作及报警信息，应以普通话语音提示，语音清晰、语速平稳。 

4.1.7 日志功能 

密集架所有操作及报警信息，应记录日志，并永久保存。日志内容能够以文件形式导出。 

4.1.8 数据通信协议 

密集架控制系统应同时具备总线协议方式以及Web Service协议方式，供外部设备或外部应用进行

调用； 

总线协议标准采用RS485接口，通过区域控制总线进行通信，但不排除同时使用其它总线通信方式

的可能，总线数据通信见附录A； 

Web Service通信应满足数据传输安全要求。网络通信见附录B； 

密集架位置标识码组成规则见附录C。 

4.2 工控机要求 

工控机是智能密集架的核心部件，通过安装在工控机上的密集架控制系统实现架体操作、查询定位、

照明控制、语音播报、安全防护、架内环境监控等智能化功能。 

工控机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固定架工控机应具有操作系统支持； 

b) 固定架工控机应提供常用的接口，包括 USB接口、RS-232接口及 RS-485接口等； 

c) 固定架工控机应支持每天不少于 8 h（小时）的开机时长，累计使用时长应不少于 30000 h； 

d) 固定架和活动架上的工控机显示屏均应支持触摸方式操作； 

e) 显示屏应无明显划痕、无坏点、无色相缺失等异常； 

f) 固定架和活动架上的工控机显示屏应安装在固定架和活动架前置面板上，位置左右居中高度合

适，便于操作。 

4.3 安全保护要求 

4.3.1 架体运行安全要求 

为确保档案数据的安全和管理员的人身安全，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密集架最边上的一列应加装锁定装置，防止无权限的人员进行操作或查看档案； 

b) 每一个区域密集架的最外侧活动架均安装有保险锁，保险锁锁定状态下，活动架不能被移动； 

c) 应采用防挤压保护装置如区域光幕装置、通道光幕传感器、通道出入红外传感器中的 2 种或 2

种以上的防护措施，并确保止动灵敏可靠；活动架处于打开状态时，所有的防挤压保护装置应

处于工作状态； 

d) 每一列活动架均需安装到位检测装置，以检测活动架的到位状态； 

e) 活动架应采用电机运行电流检测装置，用以检测活动架动力驱动装置的运行是否受阻，防止架

体运行异常可能造成的设备损坏和人员危险； 

f) 活动架操作动作或通道人员进出，均应同时进行语音广播。要求语速平稳、语音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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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活动架在移动时，应缓慢起动、平稳运行、缓慢停止，平均速度为 3 m/min～6 m/min； 

h) 活动架动力驱动装置不得存在继电器,避免产生火花。 

4.3.2 数据传输安全 

数据传输过程中应加密,以防档案或资料数据在传输过程中被非法截获破解。 

密集架智能管理系统在使用时应先通过人脸识别、指纹、虹膜、密码等身份认证装置进行身份认

证，身份认证通过后，智能密集架方可使用。 

4.3.3 用电安全 

4.3.3.1 当密集架长时间无人操作时，除固定架工控机和控制器外所有活动架断电，当人为在工控机

界面任意位置触摸时立即自动通电。 

4.3.3.2 密集架架体需接地良好，采用额定输出电压不超过 36 V 的直流电源，确保金属架体不会有

危害人身安全的电压存在。 

4.3.3.3 连接导线，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采用阻燃导线； 

b) 对易老化的导线应注明使用年限，到期更换； 

c) 对所有导线均应有适当保护，以保证其绝缘层不被损伤； 

d) 当导线需穿越金属孔时，应装有衬套。金属穿线孔应进行倒角，不得有锋利的边缘； 

e) 接线要整齐布置，并使用线夹、电缆套、电缆卷固定，线束内的导线要有序编扎。 

4.3.3.4 插接器，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使用插接器时，插头两端的线色应相同； 

b) 在接插完毕后，插头和插座的连接应牢固可靠，不应有松动、接触不良现象。 

4.3.3.5 电器线路必须要有可靠的短路保护装置。短路保护装置应符合 GB 5226.1—2008 中 5.3 的规

定。 

4.4 架内环境监控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智能密集架应支持采集密集架内温湿度数据； 

b) 智能密集架应支持全天记录温湿度； 

c) 永久保存温湿度数据，并提供温湿度数据的删除功能； 

d) 智能密集架应能支持手动通风换气，同时也可支持根据设置的温度、湿度阈值自动通风换气，

使密集架所在区域满足档案或资料的存放条件。当密集架采集的环境数据不满足存放条件时应

立即进行提示,并在界面的醒目位置显示提示信息。 

5 标志 

智能密集架上使用的文字、图形、标志应符合如下要求： 

a) 耐久、醒目、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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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显示器、显示输出、操作说明、铭牌、标志中的文字必须使用中文，根据需要也可以同时使用

其他文字； 

c) 智能密集架、显示屏、控制器、动力装置、安全装置应有铭牌； 

d) 铭牌应安装或打印在以上设备外表面的醒目位置，铭牌尺寸应与主机结构尺寸相适宜； 

e) 铭牌上应标出制造商名称、地址、商标、产品中文名称、规格型号、制造日期等内容。当铭牌

尺寸不足以表示上述所有信息时，至少应标识出制造商名称、商标以及产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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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密集架控制系统总线通信协议 

A.1 概述 

本协议规定了外部设备通过区域控制总线与智能密集架间的通信要求，并规定了通信数据及参数格

式。本协议适用于 RS485 总线通信方式。 

  

 

A.2 通信传输约定 

A.2.1 技术要求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a) 波特率：9600bps，数据结构：1 位起始位，8 位数据位， 1 位停止位，无校验； 

b) 数据交换按帧传输，本协议中的数据采用 ASCⅡ字符码； 

c) 数据块是本数据帧所附带的与命令字相关的参数或数据； 

d) 数据块长度是指本数据帧所附带的与命令字相关的参数或数据的长度，以字节数表示。 

e) 以下命令中起始字头固定为 0x3A； 

f) 数据长度为不包含起始头和数据长度本身； 

g) 校验位采用通用LRC校验； 

h) 温度值取值范围应为-20.00 °C 到 99.99 °C； 

i) 湿度值取值范围应为 0 % RH 到 99 % RH。 

A.2.2 数据规范 

A.2.2.1 获取温湿度 

固定列工控机发送给智能密集架控制器的数据帧： 

a) 起始字头（1字节）； 

b) 数据长度（1字节） ； 

c) 命令码高位（1字节，详见表 A.1）； 

d) 命令码低位（1字节，详见表 A.1）； 

e) 预留位（2字节）； 

f) LRC校验（1字节）。 

智能密集架控制器返回给固定列工控机的数据帧: 

a) 起始字头（1字节）； 

b) 数据长度（1字节）； 

c) 命令码高位（1字节，详见表 A.1）； 

d) 命令码低位（1字节，详见表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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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预留位（2字节）； 

f) 温度值（5字节，第 1个字节 0x2B代表+，0x2D代表-，第 2~4字节代表温度，取值 0000~9999，

表示温度范围 00.00 ~99.99℃ ℃）； 

g) 湿度值（2字节，取值 00~99，表示湿度范围 0%~99%）； 

h) LRC校验（1字节）。 

A.2.2.2 查询密集架状态 

固定列工控机发送给智能密集架控制器的数据帧： 

a) 起始字头（1字节）； 

b) 数据长度（1字节）； 

c) 命令码高位（1字节，详见表 A.1） 

d) 命令码低位（1字节，详见表 A.1） 

e) 区编号（1字节）； 

f) 列编号（1字节）； 

g) 预留位（2字节）； 

h) LRC校验（1字节）。 

智能密集架控制器返回给固定列工控机的数据帧: 

a) 起始字头（1字节）； 

b) 数据长度（1字节）； 

c) 命令码高位（1字节，详见表 A.1）； 

d) 命令码低位（1字节，详见表 A.1）； 

e) 区编号（1字节）； 

f) 列编号（1字节）； 

g) 预留位（2字节）； 

h) 数据段（n字节，n≥0 并且 n≤249，数据段数组索引从 0 开始加 1后分别对应于活动架从左

到右顺序的编号，表示距右边一列的距离，单位：厘米）； 

i) LRC校验（1字节）。 

A.2.2.3 密集架控制 

固定列工控机发送给智能密集架控制器的数据帧： 

a) 起始字头（1字节）； 

b) 数据长度（1字节）； 

c) 命令码高位（1字节，详见表 A.1）； 

d) 命令码低位（1字节，详见表 A.1）； 

e) 区编号（1字节）； 

f) 列编号（1字节）； 

g) 预留位（2字节）； 

h) LRC校验（1字节）。 

智能密集架控制器返回给固定列工控机的数据帧: 

a) 起始字头（1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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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数据长度（1字节）； 

c) 命令码高位（1字节，详见表 A.1）； 

d) 命令码低位（1字节，详见表 A.1）； 

e) 区编号（1字节）； 

f) 列编号（1字节）； 

g) 预留位（2字节）； 

h) 数据段（n字节，n≥0 并且 n≤249，数据段数组索引从 0 开始加 1后分别对应于活动架从左

到右顺序的编号，表示距右边一列的距离，单位：厘米）； 

i) LRC校验（1字节）。 

表1 表 A.1  命令码定义表 

序号 命令码高位 命令码低位 返回数据 说明 

1 0x61 0x6C 1 个字节：0x30：停止 0x31：左移正常 向左移动 

2 0x61 0x72 1 个字节：0x30：停止 0x31：右移正常 向右移动 

3 0x63 0x7A 1 个字节：0x30：未到位 0x31：到位 运行到位 

4 0x67 0x6D 1 个字节：0x30：正常 0x31：报警 门禁报警 

5 0x67 0x74 1 个字节：0x30：正常 0x31：超时 运行超时 

6 0x67 0x77 1 个字节：0x30：正常 0x31：报警 烟雾报警 

7 0x67 0x78 1 个字节：0x30：无人 0x31：有人 过道有人 

8 0x67 0x75 1 个字节：0x30：正常 0x31：超速报警   运行超速 

9 0x67 0x64 1 个字节：0x30：正常 0x31：报警 测速报警 

10 0x73 0x79 1 个字节：0x30：允许移动 0x31：禁止移动 禁止移动 

11 0x73 0x62 1 个字节：0x30：未锁 0x31：已锁 机械锁已锁 

12 0x73 0x6E 1 个字节：0x30：解除禁止 0x31：禁止 解除禁止 

13 0x74 0x73 1 个字节：0x30：停止 0x31：运行 停止运行 

14 0x67 0x79 1 个字节：0x30：正常 0x31：报警 压力报警 

15 0x70 0x76 1 个字节：0x30：正常 0x31:异常 自检 

16 0x68 0x74 
7 个字节：第 1~5 字节代表温度，0x2B 代表

+，0x2D 代表-。第 6~7 个字节代表湿度 
获取温湿度数据 

17 0x73 0x61 

N*3 个字节，如果有异常或状态变化，将变

化的状态返回，如果没有变化则不返还。例

如：有门禁报警和烟雾报警则返回 6 个字节

数据（0x670x6d0x310x670x770x31） 

返回所有信息 

18 0x62 0x6a 预留 预留 

19 0x62 0x6b 预留 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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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密集架控制系统网络通信协议 

本协议规定了智能密集架工控机与外部系统间的通信要求，并规定接口名称、参数格式（见表B.1

至表B.11）。 

表 B.1  锁定命令 

方法名称 Lock(unsigned zoneNo); 

调用方法 http:// 智能密集架工控机 IP 地址:端口/ShelvesService 

功能描述 通过调用该接口对智能密集架进行锁定控制操作 

输入项 

参数名称 类型 允许为空 说明 

zoneNo unsigned 否 密集架区编号 

返回值 

参数名称 类型 允许为空 说明 

无 XML 否 

<Result> 

<Message>如果成功则返回“Success”，否则如

果不成功返回具体失败信息。</Message> 

</Result> 

表 B.2  解除锁定命令 

 

方法名称 UnLock(unsigned zoneNo); 

调用方法 http:// 智能密集架工控机 IP 地址:端口/ShelvesService 

功能描述 通过调用该接口对智能密集架进行解除锁定控制操作 

输入项 

参数名称 类型 允许为空 说明 

zoneNo unsigned 否 密集架区编号 

返回值 

参数名称 类型 允许为空 说明 

无 XML 否 

<Result> 

<Message>如果成功则返回“Success”，否则如

果不成功返回具体失败信息。</Message>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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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停止移动命令 

方法名称 StopMove(unsigned zoneNo); 

调用方法 http:// 智能密集架工控机 IP 地址:端口/ShelvesService 

功能描述 通过调用该接口对智能密集架进行停止移动控制操作 

输入项 

参数名称 类型 允许为空 说明 

zoneNo unsigned 否 密集架区编号 

返回值 

参数名称 类型 允许为空 说明 

无 XML 否 

<Result> 

<Message>如果成功则返回“Success”，否则如

果不成功返回具体失败信息。</Message> 

</Result> 

表 B.4  向左移动命令 

表 B.5  向右移动命令 

 

方法名称 LeftMove(unsigned zoneNo,unsigned columnNo); 

调用方法 http:// 智能密集架工控机 IP 地址:端口/ShelvesService 

功能描述 通过调用该接口对智能密集架进行指定列编号向左移动控制操作 

输入项 

参数名称 类型 允许为空 说明 

zoneNo unsigned 否 密集架区编号 

columnNo unsigned 否 要向左移动的列编号 

返回值 

参数名称 类型 允许为空 说明 

无 XML 否 

<Result> 

<Message>如果成功则返回“Success”，否则如

果不成功返回具体失败信息。</Message> 

</Result> 

方法名称 RightMove(unsigned zoneNo,unsigned columnNo); 

调用方法 http:// 智能密集架工控机 IP 地址:端口/ShelvesService 

功能描述 通过调用该接口对智能密集架进行指定列编号向右移动控制操作 

输入项 

参数名称 类型 允许为空 说明 

zoneNo unsigned 否 密集架区编号 

columnNo unsigned 否 要向右移动的列编号 

返回值 

参数名称 类型 允许为空 说明 

无 XML 否 

<Result> 

<Message>如果成功则返回“Success”，否则如

果不成功返回具体失败信息。</Message> 

</Result> 



XX/T XXXXX—XXXX 

11 

 

表 B.6  合架命令 

表 B.7  通风命令 

方法名称 Ventilation(unsigned zoneNo); 

调用方法 http:// 智能密集架工控机 IP 地址:端口/ShelvesService 

功能描述 通过调用该接口对智能密集架进行通风控制操作 

输入项 

参数名称 类型 允许为空 说明 

zoneNo unsigned 否 密集架区编号 

返回值 

参数名称 类型 允许为空 说明 

无 XML 否 

<Result> 

<Message>如果成功则返回“Success”，否

则 如 果 不 成 功 返 回 具 体 失 败 信 息 。

</Message> 

</Result> 

表 B.8  获取密集架温度 

方法名称 GetTemperature (); 

调用方法 http:// 智能密集架工控机 IP 地址:端口/ShelvesService 

功能描述 通过调用该接口获取密集架温度值数据 

返回值 

参数名称 类型 允许为空 说明 

无 string 否 密集架温度值 

表 B.9  获取密集架湿度 

方法名称 GetHumidity (); 

调用方法 http:// 智能密集架工控机 IP 地址:端口/ShelvesService 

功能描述 通过调用该接口获取密集架湿度值数据 

返回值 参数名称 类型 允许为空 说明 

方法名称 Close(unsigned zoneNo); 

调用方法 http:// 智能密集架工控机 IP 地址:端口/ShelvesService 

功能描述 通过调用该接口对智能密集架进行合架控制操作 

输入项 

参数名称 类型 允许为空 说明 

zoneNo unsigned 否 密集架区编号 

返回值 

参数名称 类型 允许为空 说明 

无 XML 否 

<Result> 

<Message>如果成功则返回“Success”，否则如

果不成功返回具体失败信息。</Message>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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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string 否 密集架湿度值 

 

表 B.10  获取密集架活动列到位状态 

方法名称 GetColumnStatus(); 

调用方法 http:// 智能密集架工控机 IP 地址:端口/ShelvesService 

功能描述 通过调用该接口获取密集架各活动架到位状态 

返回值 

参数名称 类型 允许为空 说明 

无 XML 否 

<Result> 

<ColumnStatus> 

<ColumnNo>活动架编号</ColumnNo> 

<Status>密集架活动架到位状态。取值范围：

0表示两边均未到位； 

1表示活动架只有左边到位； 

2表示活动架只有右边到位； 

3表示活动架左右两边全到位 

</Status> 

</ColumnStatus>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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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1  获取密集架运行状态 

方法名称 GetStatus(); 

调用方法 http:// 智能密集架工控机 IP 地址:端口/ShelvesService 

功能描述 通过调用该接口获取密集架运行状态 

返回值 

参数名称 类型 允许为空 说明 

无 XML 否 

<Result> 

<ZoneStatus> 

<ZoneNo>密集架区编号</ColumnNo> 

<ColumnNo>活动架编号</ColumnNo> 

<Status> 

状态结果如下： 

禁止移动； 

解除禁止； 

停止运行； 

正在向左移动中； 

正在向右移动中； 

已运行到位； 

关闭自动向左开架功能； 

关自自动向右开架功能； 

打开自动向左开架功能； 

打开自动向右开架功能； 

门禁异常； 

烟雾报警； 

过道有人或障碍物报警； 

运行超速； 

运行超时； 

测速报警； 

压力报警； 

机械锁已锁 

</Status> 

</ZoneStatus>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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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密集架位置标识码组成规则 

C.1 概述 

密集架位置标识码是 18 位数字编码，由地区编码、单位编码、库房编码、区编码、列编码、节编

码、层编码、面号编码、顺序编码组成。具体编码组成结构如下表所示： 

XX．

．．

．XX．

．．

．XX．

．．

．XX．

．．

．XX．

．．

．XX．

．．

．XX．

．．

．XX．

．．

．XX 

 

 

 

 

 

 

 

 

 

 

C.1.1 地区编码 

2 位数字流水号组成。 

C.1.2 单位编码 

4 位数字组成，地区编码+2 位数字流水号。 

C.1.3 库房编码 

6 位数字，单位编码+2 位数字流水号。 

C.1.4 区编码 

8 位数字，库房编码+2 位数字流水号。 

C.1.5 列编码 

10 位数字，区编码+2 位数字流水号。 

C.1.6 节编码 

12 位数字，列编码+2 位数字流水号。 

C.1.7 层编码 

14 位数字，节编码+2 位数字流水号。 

顺序编码 

面号编码 

层编码 

节编码 

列编码 

区编码 

库房编码 

单位编码 

地区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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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到上升序排列，即最靠近地面的第一层为 1，向上依次增加。 

C.1.8 面号编码 

16 位数字，层编码+2 位数字流水号。 

面向上侧面板，左手一侧为 A面，右手侧为 B面。A面以 “01”表示,B面以“02”表示。 

C.1.9 顺序 

18 位数字，面号编码+2 位数字流水号。 

从左到右升序排列，即每节最左端第一个盒位的位置号为 1，向右依次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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