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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环境下的CNONIX应用实践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公司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公司作为CNONIX标准

的应用示范单位，从2015年开始通过出版物协同交易

平台充分实验标准在行业的应用过程，通过设计电子

商务条件下的业务简易流程，形成相应的可供产品目

录，示范物流信息在CNONIX信息中的应用方法，并

对电子商务条件下应用 CNONIX 产生订单、发货单

和结算等过程开展示范应用。

总结 CNONIX 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应用实践：

一是出版单位将通过文轩出版物协同交易平台进行

产品基本信息填报，营销信息填写，可供书目和库存

的信息的发布以及完善CNONIX其他产品信息的数

据项，简化原有出版单位多接口，多次发布产品信息，

通过一个接口对多家进行产品信息发布。二是发行

单位接收到详细产品信息后，根据产品基本信息完成

选品和报订，以及相关的下一步交易。三是在业务应

用方面，出版单位可以和下游发行单位通过供应链协

同交易平台进行符合 CNONIX 产品信息的交易应

用，即通过平台完成选品、填写订数、报订、回告、发

货、收货、退货、对账、结算等一系列商务活动，同时对

下一步的终端销售、电商销售、物流收发货，进行相关

信息传递和业务活动互动。

基于以上内容，平台打破原有的点对点产品信息

发布的技术限制和业务限制，加快了产品的共享化进

程，由一次发布多点接收，通过不同信息的对比反馈

加强了产品流通和增加交易机会，优化了产品信息的

流通，保障了出版社权利要求，同时增加了交易机会，

在整个出版发行行业是前瞻性的一大步。平台已满

足成为出版物供应链上、下游之间集公共服务与产业

化应用为一体的信息枢纽要求。

在示范过程中，实际业务对 CNONIX 也提出了

一些要求，如每家采购商对商品分类的要求不同，供

应商在表达商品时需要针对不同采购要求分别描述

分类信息，而对应每家采购商采购业务的不同，供应

商需提前与采购商单独约定发布商品信息的必填/非

必填内容。

目前，平台上游聚集1400余家供应商，覆盖全国

所有出版社和主流民营出版工作室及批发商，他们通

过平台发布商品信息、接收订单、传输发货通知，与下

游无缝完成业务协同；下游聚集新华书店、民营书店、

电商书店、馆配商等多种类型采购商1000余家，他们

通过平台获取商品信息，与供应商交付订单，完成对

交易过程的跟踪及处理等。平台库品种数超 200 万

个，月更新仅2万条商品信息，采供双方订单数量达到

50万条，交易订单码洋超过50亿。

由于供应链平台涉及图书出版发行行业的生产、

发行、销售全环节，涉及行业上游出版机构、经销商和

下游各类型书店，覆盖的业务范围和主体范围都较

广，要在短期内满足所有主体的业务需求困难较大。

因此，目前本项目主要选择解决供应链环节中发行环

节相关的上下游采供需求为主，以此为出发点，为未

来向上游生产和下游销售延伸做好准备。

平台目前处在客户累积期及示范初期，在业态、

环节、主体类型和数量上都还略有不足，未来，随着平

台搭建，将增加更多上游供应商，覆盖出版社、传统区

域中盘商、电商中盘商，下游增添更多业务类型：馆

配、征订等，通过更全面的业态和主体类型继续示范

CNONIX的业务中的适用性，记录各主体业务需要，

为标准的更加完善和推广打下更好的基础。

建立CNONIX标准的社店信息高速通道
■北京当当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当当是早期加入CNONIX实验室的出版发行企

业之一，公司按照标准要求，建立了企业级的数据传

输标准和规范，并向上游的出版社或民营公司开放了

技术接口，建立了社店之间的信息高速通道；同时，当

当新建、改造了内部的若干业务系统和营销系统，支

持了疫情期间的安全、高效生产，也为拼多多、抖音、

快手等新媒体营销推广，打造了系统和平台支持，具

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在CNONIX应用层面，当当从CNONIX平台获取

商品信息后，传入当当ERP系统，由于商品信息已经

标准化，当当不用二次加工，在ERP中直接创建生成

商品ID，传到商品信息管理系统后，直接在当当上展

示，同时将商品ID推送到神经网络系统生成采购单并

传入供应商平台。供应商送货到当当，产生销售后，

当当会将库存和销售数据及时回传到 CNONIX 平

台；同时，一旦出版社或民营公司按照CNONIX标准

搭建了其发行系统，当当就可以将商品信息、进货、库

存、销售、退货、结算等单证，通过EDI（电子数据交换）

接口与出版社或民营公司的系统，进行信息和单证对

接，以实现信息的高速传输；目前当当已经与近百家

出版机构建立了EDI对接，基于CNONIX标准建立了

对外信息、价格、库存、销量等交互接口，并与天猫、抖

音、拼多多、快手等平台快速对接，适应了新媒体时代

的发展。今年的疫情使得“直播经济”成为大热趋势，

当当很早就转战直播渠道。8 月7 日当晚，大冰2020

作品《啊 2.0》在当当抖音线上发布会 4 小时预售

164590册，不仅打破了大冰作品之前的预售纪录，也

刷新了出版界直播单品新纪录。这一来之不易的成

绩，正是通过当当与抖音的技术接口实现的。

为配合CNONIX标准，当当对以下系统进行了改

造：一是在当当的商品主数据管理系统——商品信息

系统方面，在进行CNONIX标准改造的同时制定了商

品主图、主图视频、详情图片、编辑推荐、详情视频等企

业级标准；二是为配合对商品信息、采购、进退等相关

模块对ERP（企业资源计划）进行了改造；三是当当自

主研发的仓储管理系统（WMS）在进行产品设计时就考

虑了CNONIX标准，实现了现代仓储作业流程的标准

化、精细化操作，有效控制仓库业务的物流成本并对订

单进行跟踪管理。其主要模块包括：基础数据管理、安

全管理、基础技术组件、入库管理、在库管理、出库管理、

库存管理、跨仓业务管理、统计报表等功能；四是整合

仓储、物流、销售等数据资源搭建新型神经网络系统，

以大数据分析为手段，通过新的算法模型计算出DMS

（日平均销量），实现合理库存、精准营销 。该系统目前

被广泛应用于日常补货、库存分析、销售预测的需求，

极大地降低了传统文化企业通过互联网营销的成本，

提升企业经营效率 。出版机构使用EDI系统与当当神

经网络系统对接后，可以精准实现低库存甚至是零库

存管理，有效提高库存周转率，降低售缺。

未来，当当将继续加快现有系统改造，早日实现

全 部 供 应 商 销 售 、库 存 数 据 的 上 传 ；积 极 配 合

CNONIX应用做好后续业务单据接入建设，包括书目

征订单、采购单、采购回告单、发货单、发货回告单、进

退单、进退回告单、不可供目录、对账单等全部单据对

接；与建立数字内容资源的出版单位进行合作，除了

创建数字内容加工标准外，还增加读者阅读时长、阅

读喜好、分享的精彩章节等字段，为出版机构下一步

的电子书和纸书出版提供更多参考数据；继续加大

CNONIX数据应用的范围，进一步细化应用分析，扩

大行业公共服务，为推广全民阅读做出应有的贡献。

（上接第2版）

在第二阶段，建立以企业数据中心为核心的数据

服务平台，在技术上采用云端存储和计算分析；建立

云端服务集群，建立更加安全、可靠的数据存储、管理

和分析的计算环境。使数据平台更具备可扩充和可

持续发展的能力。建立标准化的行业数据库、先进的

数据分析平台，实现多维度的数据应用。

在 CNONIX 标准元数据的基础上，引入中国电

信等第三方的数据，获取门店动态人流的爱好、年龄、

搜索内容等分类数据，结合会员标签提供区域性的线

下客流的分析。通过大数据的语义分析等技术，探索

智能新书选品的数据模型及算法。根据数据中心系

统业务前端接口传输过来的新书信息，进行数据清

洗、数据挖掘、语义分析、文本分类等处理流程对新书

标签化，整合各门店销售及门店电信数据标签，在

CNONIX标准数据的基础上，通过采购推荐系数，建

议采购数量，建议退货数量等信息对业务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供前端选购图书品种和新书销售量预测，使

图书主配数量更加精准。同时将应用内嵌在业务系

统中，通过智能新书选品的智能监督学习，平台尝试

对图书销售的变化进行建模和评估对图书标签进行

管理。使用户迅速找到热销的同类型图书，以便采购

进货。

通过企业数据服务平台的建设，结合原有的一城

书集官网，为上海书展打造有智能客服机器人的“上

海书展云会场”，为线上和线下的会员读者朋友提供

智能化的客户服务。智能客服机器人以后台的数据

中心为依托，通过历史销售数据及线上和线下的活动

采集会员的关注点，通过智能应答的方式为读者朋友

推荐他感兴趣的图书产品，为团体会员提供图书推荐

目录。同时加强了和读者的互动，采取一对一聊天、

交互游戏和问询调查等，为广大参展的读者朋友提供

了更好的参展体验。

第三阶段，根据公司信息化规划，下一步将在已

完成的图书产品标签和会员画像的基础上，展开新零

售下精准营销的服务建设，准确把握读者需求，准确

定位客户的潜在需求，进一步拓展和延伸大数据在行

业中的应用。

为深入推进 CNONIX 标准的应用、研

发，2016年12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

织成立了“CNONIX国家标准应用与推广实

验室”，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作为第三方发布

宣推单位, 经总局批准成为实验室五家成员

单位之一。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是全国历史最长、

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传媒行业专业性、商务性

权威传媒，是业界公认的政经、产经相结合的

书业第一媒体。除主营报纸外，报社还辟有

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抖音号、头

条号、快手号等新媒体矩阵。

积累数据研析优势

长期以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高

度重视产业数据研析服务，自上世纪

90年代起，在产业数据研析方面颇有

建树。

一是持续近30年，对国家新闻出

版署（总署、总局）发布的全国新闻出

版业年度产业数据，从专业角度进行

细化分析。

二是对“八五”至“十二五”多个

五年规划期间全国新闻出版业的发

展，予以数据解析。

三是持续近20年，对每年的全国

书业市场格局予以数据解析。

四是针对改革开放 30 年、40 年

和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70 周年的特

殊时间节点，做出相应时间跨度的全

国新闻出版业发展数据分析。

五是对 5 年、10 年、15 年等不同

时段的全国新闻出版业发展，作出数

据分析。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刊出的产业

数据研析专文，多次获中华优秀出

版物奖等国家级奖项。

六是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出

版传媒商报作为权威数据发布平台，

先后持续合作发布了开卷数据、东方

数据、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数

据、全国大书城数据、全国品牌民营

书店数据、中文图书馆卷藏数据、当

当数据、京东数据等一批有分量的行

业数据，在业内产生广泛、深入影

响。既积累了为行业提供数据服务

的丰富经验，同时也助力扶持了多家

数据机构成长。

积极宣推CNONIX标准

近几年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

为宣传推广 CNONIX 标准，促进行

业应用 CNONIX 标准，做了大量工

作，主要包括：

一是拿出相当版面，给予醒目位

置，及时宣贯CNONIX标准，深入报

道CNONIX应用。

从2010年CNONIX标准开始制

定，到2013年首家应用示范启动；从第一批示范

单位应用的推进，到第二批应用示范单位的接

续 ；商 报 始 终 及 时 跟 进 ，积 极 报 道 ：既 有

CNONIX 标准的权威解读，又有时效性强的动

态新闻；既有CNONIX标准应用推广的综合报

道，又有示范单位的典型个案；既有CNONIX应

用的专题、专版重推，又有相关主旨论坛的观点

呈现。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以来，商报刊发的与

CNONIX 相关的报道约 100 篇,有力宣推、促进

了CNONIX标准的实施应用。

二是主办、参与相关论坛、会议、活动，积极

推广CNONIX。

2015 年 8 月下旬，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积

极协办由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数字出版

司指导，全国出版物发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联合主办的 CNONIX

国家标准应用示范成果展。该成果展在北京

新国展 BIBF 现场举办，通过专设展位，向行业

展示 CNONIX 工作历程、研发标准、技术工具

和系统等相关信息。同期还举办了 3 场文化活

动 ，以 新 闻 出 版 业 数 据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和

CNONIX 标准推广为主题，力促更多出版发行

单位参与应用。

2016 年 8 月 18 日，在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印刷发行司和数字出版司的指导下，中国出

版传媒商报社协助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书展

组委会在上海举办CNONIX国家标准应用研讨

会。这一专题研讨会，对推进CNONIX应用发

挥了积极作用。

2012 年以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分别联

合全国出版物发行标委会、中国 ISLI

中心北京中启智源数字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等单位持续举办 10 届全国出

版物供应链论坛。CNONIX 标准实

施应用成为论坛的常设话题，其中

2013 年第 3 届论坛还为 CNONIX 首

家应用示范单位授牌，2014 年第 4 届

论坛的主题为“CNONIX 与信息消

费”。 每年一度的全国出版物供应

链论坛在成为品牌行业论坛的同时，

也 成 为 CNONIX 标 准 实 施 应 用 的

“助推器”。

2016 年 11 月，中国出版传媒商

报社在湖南举办“出版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解决之道 优化产业供给·
优控图书库存峰会”，邀请嘉宾就

“借助 CNONIX 实现信息互通优化

供 给 ”，进 行 专 题 对 谈 ；2017 年 11

月，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在北京举

办“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推进出版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论坛暨第

三届图书库存管控交流会”，再次将

CNONIX 应用推广纳入议题；这些

对谈、热议营造了 CNONIX 普及应

用的氛围。

以CNONIX数据
研析深度推进应用

2016 年，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成

为“CNONIX国家标准应用与推广实

验室”成员单位后，一方面更加积极地

配合中宣部、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宣传报道行业应用CNONIX标准

的状况及示范单位的个案；另一方面

深 度 参 与 、自 主 采 写 发 布 基 于

CNONIX标准数据的市场分析报告与

榜单信息，初步建立起了有自身特色

和指标体系的分析模型。

2018 年以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社联合北京奥示数据信息技术公司，

共同发布基于国家出版发行信息公共

服务平台的 CNONIX 应用示范单位

销售数据和“中国出版业市场监测系

统”线下 ERP 数据、线上监测数据的

商报·奥示数据。以CNONIX应用示

范单位销售数据为重要内核进行季

度、半年、年度零售市场分析发布，推出月度销

售排行榜、半月市场热销榜，为社店选题优化、

选品营销提供参考，为读者阅读、购书提供指

南，商报成为业内唯一直接推动CNONIX应用

的媒体，为行业大数据应用和公共信息服务做

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发布的以CNONIX应用

示范单位销售数据为重要内核的季度、半年、年

度市场分析报告，对线下、线上图书零售市场趋

势、销售结构、区域市场、细分市场、TOP100热销

品等作出分析，并独家发布头部产品的畅销区

域、新书的热销指数和数据信息词云。依据这些

标准数据，商报率先就网店低折销售对市场秩

序、行业发展的负面影响作出研判，呼吁规范市

场秩序，在业内获得广泛反响。依据这些标准数

据，商报推出的月度销售排行榜、半月市场热销

榜，被“今日头条”链接转发，阅读量数倍于等同

类榜单。上述市场分析和销售排行除见诸报端

外，还同步在商报官网、官微呈现，深度推进了

CNONIX标准的应用。

为进一步强化对CNONIX标准应用示范的

宣传推广，加大CNONIX数据应用的行业服务，

商报作出相关安排：

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与实验室成员密切协

作，通过路演、研讨等活动，力邀更多出版、发行

单位加入CNONIX标准应用，为在“十四五”期

间努力实现 CNONIX 行业应用全覆盖积极作

为；进一步深化、细化国家出版发行信息公共服

务 平 台 CNONIX 数 据 的 应 用 研 析 ，扩 大

CNONIX数据的行业、公共服务。 （文 东）

CNONIX国家标准应用与推广实验室
为深度推进 CNONIX 标准的应用、研发，2016 年 12 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织成立了

“CNONIX国家标准应用与推广实验室”。实验室由标准研发单位北方工业大学、出版应用示范单位

九州出版社、发行应用示范单位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技术支持单位北京中启智源数字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第三方发布宣推单位《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有限公司5家成员组成，北方工业大学

为实验室牵头单位。2017年，实验室加入国际ONIX标准化组织，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单位。实验室着

力研究CNONIX标准的创新应用，分析行业需求，研究数据交换模式，构建行业数据交换生态环境，

形成第三方具有公信力的行业数据发布机制。 （文）

国家出版发行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2018年，基于CNONIX国家标准的国家出版发行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标志着CNONIX

应用全面进入行业推广阶段。该平台联合出版、发行单位，采用云计算模式，通过构建出版物发行信息

数据交换中心，有效整合行业内外资源，建成规范完整的包括书目数据、销售数据、库存数据、单证数据

等在内的出版发行数据库。截至2019年12月，国家出版发行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已接入出版单位141

家、发行单位20家、互联网电商2家、门店4571家。目前，平台日均交换书目数据1500条、销售数据21.8

万条、库存数据120万条。该平台推出的书目服务、交易服务、数据服务作为平台的核心内容，为广大出

版发行企业用户、公共读者，提供了全方位的安全、高效、快捷的基础信息交换与共享服务。 （东）

/CNONIX专题

2012年、2016年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分别主办的全国出

版物供应链论坛均把CNONIX应用列为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