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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可视化模型是基于数据采集和融合

技术，并借助VUE大数据呈现技术、跨平

台接口等，视觉化呈现工业消费品质量追

溯所有的可视化事件。

下期选题预告▶▶▶
•产业观察

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是食品安全的

重要内容和基础保障，在保障食品农产品

安全质量工作中要始终保持严谨标准、严

格监管、严厉处罚、严肃问责的态度。我

国农业地区分布差异性大，通过构建严

格、细致的团体标准或规范，壮大本土品

牌，加强统一性和权威性，在农业高质量

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

•物联网事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也是互联网大

国，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有利于形

成叠加效应、聚合效应、倍增效应，加快新

旧发展动能和生产体系转换。

广告索引

·ADVERTISEMENT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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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Introductory remark

登高望远

最近听了一档音频节目，“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作者

试图从宏大的、浩瀚的史料中厘清各种关系，去中心化地看待

人类的发展，“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当我们直面多重不确定因素的叠加影响，便能从增长乏

力的困境中看到整个领域底层逻辑的变化路径，借助科技与

数据的力量，应用的多维度，合作的全方位一定会开创出更有

价值的数字商道。

消费者需求、分销渠道的复杂性；制造业与数字孪生的

进一步融合；物流仓储对自动化、精细化可见性的迫切；人工

智能和强大算法引擎推动的数据模型分析；供应链高效运行、

实时可追溯等都将加速自动识别技术的普及。

回望过去的一年，自动识别行业的大事件，或点滴细节，

本身也是一次“从中国到全球”的梳理，从庞杂的现象中看到

彼此的差异不同，更要明白其中的相互需要。拥有大格局视

角，方能“一泓海水杯中泻”。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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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开展2021年物联

网示范项目征集工作

征集项目聚焦了物联网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环节和

重点问题，在技术发展和融合应

用中取得创新性突破，解决行业

迫切需求，推广价值高，带动作

用强，可作为典型案例在物联网

行业进行推广示范。项目分为

“关键技术攻关类”和“融合应用

创新类”两个类别。

航天员用 RFID实现数

字化管理

用RFID技术，给所有物资都

装配超薄微型芯片和嵌压在塑

料片、纤维纸等材料中的天线组

成RFID标签，物品有了标签后相

当于有了备注“身份 ID”，数据就

能通过附着在物品上的RFID标

签传送出去，以实现自动辨识与

追踪物品的目的。

航天员通过手机、手持式

RFID读写器、平板等设备在扫描

物资后，就能实现物资的录入、

取出、位置移动等信息的及时更

新，从而实现物资管理的数字

化，大幅减少清理物资所耗费的

工作。

京东方入局元宇宙

京东方已推出目前业界最

高 5644ppi、超高分辨率、120+

Hz高刷新率硅基OLED等产品，

被广泛应用于影音、游戏、教育、

房产、旅游等众多领域，不断推

动元宇宙从概念走向现实。

南京移动打造“智慧干

休所”

江苏省军区南京第二十四

离职干部休养所联合南京移动，

共同打造并上线了集可视化调

度管理系统+移动对讲终端的

“智慧干休所”项目。

该项目包括和对讲调度平

台、和对讲设备、物联网卡，通过

一套可视化调度管理系统+移动

对讲终端提供整体服务，具备一

键呼叫救援、人员定位查询、可

视化调度管理、实时视频对讲等

功能，实现离退休老干部创新智

能化服务管理。

无人机用于水稻种植

广东佛山三水南山镇的粤

港澳大湾区现代化都市农业综

合示范基地，将先进的互联网、

物联网、3S、AI、大数据、云计算

等高新技术应用到农机无人驾

驶、智慧农业和智慧农场管理

上，通过科技赋能农业，以全程

“无人化”方式种植的两造水稻

试验，全面引领再生水稻生产技

术升级。

数字赋能扫除建筑工地

安全盲区

中国能建葛洲坝三峡建设

公司在承建的聊城棚改二期项

目过程中，运用信息化技术创新

管理方式，探索“互联网+物联

网+BIM”技术在项目管理上的

应用，实现了大数据平台集中显

示、“刷脸”进出施工区域、特种

设备运行实时监控、物资验收数

业界信息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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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自动采集等功能。

打造居家隔离科学防疫

“安全门”

近日，湖南衡阳联通为某小

区居家隔离人员安装上了门磁

防疫系统。该防疫门磁系统以

物联网网络为基础，利用联通数

据云平台的优势，实现对居家隔

离人员的房门开关状态进行监

控。不仅安装方便，还无需外接

电源与网络，并且可回收重复使

用。同时，该设备也不会记录隔

离人员的个人隐私，对社区防疫

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给行李装上“身份证”

在广州白云机场，新设RFID

行李标签，这个嵌入式 RFID电

子标签记录了旅客的行李牌号

码、航班号等信息，行李就像装

上了 GPS一样。当行李通过安

检机、行李分拣线、分拣滑槽等

位置时，系统的 RFID读取设备

通过扫描行李标签收集行李信

息，准确地识别、记录每件行李

通过相应位置的时间，并进行拍

照绑定，实现行李运输全流程跟

踪。目前，“行李全流程跟踪系

统”已顺利进入试运行阶段。

启动疫情防控应急预案

中国移动甘肃公司大力推

进智能测温仪、物联网门磁设

备、云视讯业务以及“平安乡村”

“智慧社区”“易登记”平台等一

系列信息化抗“疫”利器，不断助

力抗“疫”效率，为抗“疫”工作打

造出信息化屏障。

Under Armour实现库存

可视化

目前，Under Armour正在全

球400家自有和运营的商店中部

署基于Nedap iD Cloud RFID的

库存可视化设备。目前公司第

一阶段目标是上线一个可扩展

的基础平台，同时在 Under Ar⁃

mour零售店实现精准的库存可

视化。

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业

化试点开放

全国首个自动驾驶出行服

务商业化试点在北京开放，这标

志着国内自动驾驶领域从测试

示范迈入商业化试点的新阶段。

多部门联合开展 5G网

络信号覆盖提升行动

工信部、北京市人民政府等

多部门联合开展北京市重点场

所 5G网络信号覆盖提升行动。

聚焦北京重点区域，着力优化发

展环境，破解选址难、进场难、场

租高等问题，进一步推动提升北

京市重点场所 5G 网络信号覆

盖，提升北京 5G网络质量和服

务能力，夯实北京市数字经济城

市底座。

上海 35辆 5G急救车集

中投用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近期

将35辆5G急救车集中投入一线

使用，用 5G网络为医疗急救赋

能。患者来电即可匹配最近的

急救车，提前调阅健康档案；患

者上车就能展开救治，急救医师

与院内专科医生远程会诊，心

电、血压、血糖等信息实时传输。

养殖场实现“羊脸识别”

在崇明中兴镇的白山羊养

殖场，行架上的高清摄像头可对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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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内的 1500头羊实时采集脸部

数据，眼疾、口疮等羊群常见的

疾病，都能通过后台分析第一时

间预判。红外热成像探头还会

可感知每头羊的体温，一旦有异

常也会及时发现。

智能家居设备有望达成

千米信号覆盖

Wi-Fi 联盟宣布了最新的

HaLow 认证计划。作为一项支

持低于 1GHz 频谱的长距离、低

功耗的 Wi-Fi 传输新功能，其承

诺超过 1000 米的使用范围，很

适合被各种物联网/智能家居小

工具所采纳。

欧洲体育零售商通过

RFID提高库存准确性

欧洲体育和户外零售商

XXL All Sports United 部署了

Nedap公司集成的 SaaS解决方

案 iDCloud 平台，该平台专为

RFID技术而构建。XXL公司实

施RFID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

其库存准确性,该项目由Nedap

的合作伙伴Securitas实施。

XXL All Sports United主营

地区在北欧，并在挪威、瑞典、芬

兰和奥地利设有门店。XXL在这

些国家开设了大型门店，并在所

有四个国家经营有电商平台，此

外还在丹麦提供纯电商服务。

XXL已在其挪威所有商店部署了

iD Cloud解决方案。

“数智”助力手机养鱼

近日，在天荒坪镇余村的5G

物联网+溪泉鱼项目温室大棚

里，工作人员正在通过手机对养

殖塘内水体温度、pH值、溶氧量

等数据进行实时监测。

该项目主打智慧养鱼新模

式，配备智能化养殖系统、数字

化展示系统、自动分拣系统、进

销存管理系统等智能化系统，利

用当地优质水源，通过对商品鱼

的精养提升口感与质量。

物联网两项标准发布

近日，由无锡物联网产业研

究院牵头制定的《感知社会论》、

《物联网和分布式账本/区块链融

合：用例》两项国际标准已通过

物联网和数字孪生分技术委员

会（ISO/IEC JTC1/SC41）投票，

同期正式向全球发布。

智慧港口试运行

日前，四川宜宾港 5G智慧

港口一期项目完成初步验收四

川首个 5G智慧港口项目正式上

线试运行。

宜宾港将依托物联网、5G通

信等先进技术，全面提升港口智

慧化、信息化作业水平，助力西

部经济高质量发展。

MediaTek 发 布 Filogic

130无线连接芯片

MediaTek Filogic系列无线

连接平台为路由器、物联网和消

费电子等设备提供先进的Wi-Fi

解决方案，凭借高速、低延时和

低功耗表现，为终端设备提供稳

定且长效的优质无线连接体验，

推动Wi-Fi 6的普及。

“AI慢病助手”上线

AI慢病助手是以健康大脑

为依托，以 5G+物联网方式实现

诊疗端、患者端数据智能采集和

即时评估，为患者端、服务端、监

管端提供一站式、精准化、慢病

路径化管理平台。让患者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路径化的两慢病

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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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跟踪集装箱、托盘

的标签面世

RFID 标 签 定 制 供 应 商

Vizinex RFID，在其产品线中推

出了一对专为非金属容器设计

的标签。10325室内托盘标签读

数范围有18英尺，通过粘合剂或

螺钉安装。这种耐用的标签适

用于跟踪仓库和其他室内环境

中的集装箱或托盘上的材料。

可用于跟踪可重复使用的木材、

塑料容器和定制运输包装。这

些标签可以帮助企业管理集装

箱及其所包装的材料，并用于跟

踪仓库、堆场和工厂中的资产。

物联网 (IoT) 卓越中心

成立

安得拉邦韦洛尔理工学院

(VIT-AP) 于近日在一次线上活

动中与英特尔和波士顿 IT 解决

方案 (印度) 私人有限公司签署

了谅解备忘录 (MoU)。

该谅解备忘录的目的是建

立一个物联网 (IoT) 卓越中心，

以提高技术技能学生并弥合学

术界和行业之间的差距。旨在

就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技术

的最新技术建立实时应用程序、

研究和咨询工作。

无硅NFC芯片启用

PragmatIC制造柔性电子产

品，包括符合 ISO 14443标准的

NFC无硅芯片。这些名为 Flex⁃

IC的芯片薄且可弯曲，以实现单

个天线层的应用，还可附着在纸

质或塑料 inlay上。FlexIC的设

计成本低于标准NFC芯片，与标

准硅芯片相比，inlay和封装公司

可以在生产过程中更轻松地应

用该芯片。

云快充B3轮融资获OP⁃

PO投资

近日，国内充电物联网和能

源管理服务商云快充官宣完成

B3轮融资，由OPPO投资。云快

充已经完成多轮战略级融资，投

资方包括物流公司普洛斯、电池

公司宁德时代及蔚来汽车。

OQ Technology 推出第

二个“太空蜂窝塔”

5G 物联网 (IoT) 卫星运营

商 OQ Technology 即将推出其

第二个“太空蜂窝塔”。继今年

6 月成功发射和测试其 Tiger-2

卫星之后，OQ Technology 的最

新任务“Tiger-3”加强了其用于

5G 物联网应用的全球卫星星

座。该卫星将于2022年发射。

微软和 Meta正式进军

元宇宙

微软和Meta正式进军元宇

宙。今年十月份，Facebook公司

正式改名为mate全力进军元宇

宙，致力于创造一个全新的元宇

宙平台。微软公司则将虚拟体

验平台 Microsoft Mesh 的混合

现实功能，推出 Mesh for Micro⁃

soft Teams体验沉浸式开会以

及提供支持的混合现实平台，以

帮助用户身临其境的远程协作。

美国在药品上添加通用

型RAIN RFID标签

美 国 药 品 批 发 商 Ameri⁃

sourceBergen在药品上添加通

用型RAIN RFID标签，使医疗系

统能够始终轻松和准确地管理

企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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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监控库存。除了通用标签之

外，AmerisourceBergen还推出

了一款移动应用程序来扩展其

药物托盘解决方案，方便用户从

医疗系统内的任何地方扫描产

品，无需购置额外的设备。该系

统跟踪从药房发放和退回的产

品，并标记它们的有效期、产品

真伪等。如果需要召回某些产

品，药店可以在几分钟内轻松识

别所有受影响的产品。

RFID减少仓库服装分拣

时间

印第安纳州北部的硬石赌

场（Hard Rock Casino）采用了

RFID系统来管理员工使用的制

服和相关制品。该解决方案由

InvoTech Systems公司提供，利

用UHF RFID识别分配给人们的

物品，然后送回洗衣中心进行清

洗最后又返回到员工手里。 自

今年 5月部署以来，该系统已帮

助硬石赌场确保及时接收、洗涤

和提供制服，并识别出整个过程

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还解

决了需要去除损坏的服装，增添

新服装，解决洗涤问题或员工的

拖延返还问题。

SRM930系列产品面世

高通 QCM6490 采用 6nm

制程，较前代骁龙 6系平台进行

性能提升及功能的扩展：CPU最

大核主频提升到2.7GHz，GPU

升级到 Adreno 635，AI 算力超

10 Tops，增加了Wi-Fi 6E的支

持，扩展了 2路 PCIE接口，在 1

路USB3.0接口的基础上增加 1

路 USB2.0接口，同时生命周期

延长至2028年。

SRM930系列 5G智能模组

将继续沿用 47.0x48.0x3.0mm

尺寸 LGA 设计，向前 PIN 兼容

SRM900（SM6350 平 台 ）与

SRM900L（SM4350 平 台 ），

SRM930与SRM900、SRM900L

形成高、中、低系列搭配，大大提

升了客户选型的灵活性。

英飞凌推出新服务

英飞凌推出了 CIRRENT™
Cloud ID 服务，实现了云证书配

置和物联网设备到云端的身份

验证的自动化。该服务可扩展

信任链，使芯片到云端的任务更

加便利、安全，也同时降低了企

业的整体成本。

RFID助力实现医院手术

包管理的自动化

RFID 跟踪解决方案公司

RFiD Discovery推出了一种自动

化解决方案，可帮助医院员工填

充手术室中使用的耗材医疗包，

以确保每次手术都恰好有合适

的医疗工具。不论是为每场手

术准备好的物品，还是手术中未

使用需返回放置在供应货架上

的物品，该系统都可识别出这些

物品上的RFID标签或条码。

该公司进一步开发了这套

系统，使医疗工具和用品的收集

更加自动化。

Tageos和All4Labels合

作开发可持续 inlay产品

全球RFID inlay和标签供应

商 Tageos 与 全 球 标 签 公 司

All4Labels在 RFID inlay和标签

领域展开合作。 这两家公司的

共同目标是在所有行业推动可

持续 RFID产品的应用，并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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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提供配备All4Labels的 eRFID

天线的新型 Zero Max RFID in⁃

lay。这进一步补充了 Tageos现

有的真正可持续、高性能 RFID

inlay的“Zero”系列产品。

汽车零配件公司利用

RFID提高工作效率

移动技术公司 ZF Aftermar⁃

ket通过利用RFID标签，取消手

动操作流程，提高了整个汽车供

应链的效率。采用的RFID技术

符合GS1标准，目的是要让这个

项目成为一项全球战略计划。

机器人RFusion问世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

创造了一个机器人系统 RFu⁃

sion。RFusion是一个夹具上连

有摄像头和射频（RF）天线的机

械臂，将天线信号与摄像头的视

觉输入相结合，定位和取回物

品。RFusion原型基于 RFID标

签，因为射频信号可以穿过大多

数物品的表面，便于 RFusion定

位。

该技术除了潜在的工业用

途外，如仓库分拣，在汽车制造

厂识别和安装部件，也可被整合

到未来的智能家居中，如帮助老

人完成家务。

Melita使用新解决方案

扩大5G产品范围

马耳他固定和移动运营商

Melita 已与 Amdocs 签订一份

关于充电和客户管理系统的合

同。该协议将使其能够扩大其

在 5G 和物联网领域的产品范

围，同时还支持其在意大利和德

国的业务。

哈佛医学院利用 RFID

将资产盘点时间减少了75%
哈佛医学院自从推出 RFID

解决方案来管理其4,300项资产

以来，学院资产盘点时间减少了

75%，同时对高价值资产的位置

有了更多的可视性，并确保在政

府审计期间可以轻松查找到它

们。

这套RFID解决方案由Radi⁃

antRFID公司提供，组成部分包

括贴在资产上的无源UHF RFID

标 签 ，来 自 Technology Solu⁃

tions (UK) Ltd.的1128手持阅读

器，以及用于存储和管理数据的

Radiant Web 应用程序。基于

RFID的资产管理信息会上传至

哈佛医学院的Oracle Fixed As⁃

sets (OFA)系统。

印尼电信运营商用RFID

来管理办公室资产

印尼电信运营商 Telkomsel

推出了一种用于资产跟踪的

RFID解决方案。每个办事处的

员工必须定期清点和检查每项

资产，并与公司总部共享数据。

该解决方案将以前100多个不同

的资产管理系统整合在一起，并

通过每个站点的手持式RFID阅

读器来自动采集数据。RFID技

术将提供对大约100,000项资产

状态的唯一且准确的可视化。

宠物注射RFID微芯片

近日，日本出台规定，自

2022年 6月起，宠物店必须为售

出的宠物安装微型电子芯片。

宠物芯片是类似于长粒米的圆

筒型，可小至直径 2毫米、长度

10毫米。这个“米粒”芯片是一

个应用 RFID的标签，可以通过

特定的“阅读器”读取里面的信

息。就是在植入芯片时，其所包

含的 ID编码和饲养人的身份信

息会绑定并存入宠物医院或救

助组织的数据库，当用阅读器去

感应携带芯片的宠物时，阅读器

会收到一个 ID编码，将编码输入

数据库，就能知道对应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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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傲机器人助力

汽车制造行业解决关键挑战

麻省理工学院发表过的一份人机协作报告指

出：和协作机器人一起工作可以提升员工的工作效

率，减少85%的等待时间。汽车行业是最早采用传

统工业机器人及最早广泛采用协作机器人的行业

之一。现在，自动化已经渗透到汽车制造的各个环

节，从一级和二级供应商的零件和子装配生产，到

OEM生产工厂下线的最终产品。

来自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

tion of Robotics)的报告显示，协作机器人的增长速

度超过了传统工业机器人。汽车制造中哪些痛点

正在推动协作机器人需求的增长？凭借灵活性、占

地面积小、回报快和稳定的性能，优傲机器人（UR）

的协作机器人在汽车制造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多。

直击汽车制造业痛点

UR软件产品经理 Jacob Bom Madsen指出，

汽车制造业的零件虽然高度自动化了数十年，但是

有些任务，尤其是在组装方面，仍然高度依赖人工，

诸如螺丝拧紧等任务。UR协作机器人的灵活性和

占地面积小等优势可以胜任这些任务，为汽车制造

商带来实在好处。“协作机器人的优势之一是灵活

性，进行风险评估后，他们可以安装在任何方向，安

全地与人工协作，并出色地完成各种任务。协作机

器人占地面积小意味着可以轻松部署在现有的生

产线，安装在基座或者移动平台上。”

例如，汽车企业欧宝(Opel)在其德国艾森纳赫

(Eisenach)制造工厂中部署了UR10协作机器人，工

人从一些繁琐重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协作机器人

便可将螺丝钉拧入发动机缸体空气压缩机中。正

如UR全球产品经理 Frank Croghan表示：“执行这

个任务每个班次需要 8个小时，可能会导致劳损。

协作机器人改善了员工的健康和安全条件，同时确

保了螺丝拧紧操作的一致性。”

同时，欧洲第二大汽车制造商标致雪铁龙集团

特别报道S PECIAL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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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 Group)已在其大型法国索肖

(Sochaux)工厂中部署了 UR10协作

机器人，以执行白车身装配线上的螺

丝拧紧应用。部署后UR10协作机器

人，改善了几何公差，为操作员提供

了更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工作条件，降

低了生产成本。UR全球关键客户经

理Sebastian Lars Lange补充道：“在

汽车制造业等受到严格监管的行业

中，可追溯性是关键。协作机器人帮

助制造商控制和追踪关键的制造过

程，例如将螺钉安装到车身上时所施加的精确扭

矩。 UR协作机器人的吸引力不仅限于螺丝驱动任

务，还适用于质量检查、小零件装配、点胶和涂饰应

用。我们的目标是使汽车行业能够从一级和二级

供应商到原始设备制造商，在制造过程的每个环节

中都能部署UR的协作机器人。”

全新协作机器人解决方案

为了达到高水平的灵活性，UR积极听取最终

用户的意见，并相应地改进产品。例如，由于汽车

制造商希望在生产线上集成 e系列协作机器人，并

要求更大的灵活性。为此，UR开发了适用于e系列

平台的新电缆套件。UR最新电缆套件现在带有基

座法兰连接器，该连接器是协作机器人基座上的插

头，旨在使协作机器人的部署和维修更加灵活。“当

把机器人部署在生产线的时候，有两件事可能出

错。有可能造成机器人发生故障，或者连接机器人

的电缆断开。”有了新的基座法兰连接器，在机器人

发生故障时，用户可以将电缆和设备留在原地，将

机器人取下，将新的机器人放到相同的位置，然后

再次连接电缆。Jacob Bom Madsen表示：“UR一

家北美的客户将这个过程比作 F1维修站快速换轮

胎，速度超快。”

由于大多数汽车生产线内部和周围空间的可

用性有限，制造商愿意将机器人资产安装在生产线

附近。用于 e系列的新电缆套件包括新的 12米长

选件，可为协作机器人部署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同

样，汽车制造商正在寻找方法，通过安装吊顶和龙

门架以及第7轴导轨设置来增加其协作机器人的工

作范围。因此，UR在用于e系列的电缆套件中包含

了全新高柔性电缆选件，支持此类部署。高柔性电

缆的设计在指定的弯曲半径处可处理500万次重复

弯曲。

为了满足汽车制造商的需求，UR还开发了一

款集成3挡位使能装置的e系列示教器。此装置在

硬件和功能上都与 e系列示教器集成在一起，即插

即用，可与任何 e系列控制箱配合使用。此外，3挡

位使能装置可完全集成 Polyscope用户界面中，以

支持所有协作机器人的移动，包括手动模式下的自

由驱动。正如 Frank Croghan所说，“无论是全新 e

系列示教器，还是电缆套装都体现了UR对产品质

量的承诺。始于客户需求，终于客户满意。”

（供稿单位：优傲机器人）

Aut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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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技术：满足仓储经营者

不断增长的电商需求
陈亚飞/文

新冠疫情改变了全球消费者的购物习惯。根

据Adobe数字经济指数：新冠疫情报告数据显示，

仅去年一年，美国电商业务增长了 42%，在线支出

达到 8130亿美元。此外，2021年的前两个月，美

国消费者网购花费 1210亿美元，同比增长 34%。

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 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发

展白皮书》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39.2万亿元。数字经济在逆势中加速腾飞，有效支

撑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网上零售持续

增加，今年 1-4月全国网上零售额为 37638亿元，

比上年增加27.6%。

BizTechInsights针对中小型仓储经营者进行

了一项调研。结果显示，5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计

划转变运营方式以获得实时指导，改进决策并确保

实现数据驱动型绩效。实时定位系统（RTLS）技术

通过传感器，在视线不可及之处收集数据，能够帮

助仓储经营者满足新需求。通过RTLS技术，仓储

经营者能够更好地了解其资产，包括库存、叉车、拣

货车，甚至是自主移动机器人（AMR）等。许多仓储

经营者选择采用基于定位的技术组合，从而经济高

效地满足自身需求。

“现实系统”大幅提升效率

跟踪仓库内资产的 RTLS 技术形成了一套“现

实系统”，能够帮助运营者确定资产位置，提高管理

效率。例如，拣货操作中，借助定位技术和可穿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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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拣货员可更快地完成订单，一次拣选多个订

单，在拣货的间隙时间补货，并优先处理紧急订单。

与仓库管理系统（WMS）集成的可穿戴平视显示

系统向员工传达视觉拣选指令，指向正确仓位，帮

助拣货员完成订单。拣货员完成任务后，且最近距

离内无新订单需要处理时，WMS将指示拣货员到

下一个最近的仓位进行快速循环盘点或开始补货。

WMS还能将协作机器人派送到拣货员的位置完成

订单，或将退货重新归位。

更自动化的入库和出库操作

无源RFID系统则提供了一种经济实惠的方案

实现自动化经营。例如，入库和出库处理。采用

RFID系统，无需在货物出入库时手动扫描每个产品

的条码。当托盘通过安装在码头门附近的固定

RFID阅读器时，可在几秒钟内自动扫描包含数十个

贴标产品的整个托盘。工作人员使用移动手持读

取器，快速扫描整个托盘，无需单独扫描每个物体

的条码。收集到的数据会自动上传到WMS或企业

资源规划（ERP）系统，并与提前发货通知或发货日

志进行比较以检查准确性。

RTLS技术还能在库存进入仓库、移动到存储

位置或离开仓库时更好地了解其所在位置，提高库

存准确性，进而显著减轻长期困扰该行业的缺货问

题。放眼全球，越来越多的仓库采用这些“现实系

统”解决方案。现在，无论何种规模的公司都能在

仓库和供应链运营中，通过“现实系统”解决方案提

高所必需的效率。

集成的力量

当与后端系统集成时，RTLS技术可助力仓储

经营者完善内部运营，快速应对供应链中断的问

题。集成型智能RTLS解决方案不仅是数据收集，

还能帮助仓储经营者使用这些数据确保运营的顺

利进行。假设一辆预定停靠 2号门的卡车遇到问

题，将晚两个小时到达，但转运已经按原定的时间

启动，这就产生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仓库货

物现场团队如何以更快的速度周转。当RTLS技术

与运输管理系统（TMS）和货物堆场管理系统

（YMS）相结合，仓库团队会在卡车预计迟到时收到

通知，员工通过分析来应对这一新情况。使用规范

性分析，仓库管理员能立即确定应将哪辆卡车运往

码头 2号门，以便货物仍在调整后能按时运出。

RFID数据与后端系统集成还可为一线员工提供能

够助力其快速适应这些变化的具体指导。46%的

仓储经营者表示现代仓库解决方案最看重的是能

否将其与现有仓库应用程序相结合。

（撰稿人：斑马技术大中华区大客户拓展总监）

Aut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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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频电子标签天线设计及应用
赵俊江 任慧颖/文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的应用已经越来越

多，根据国际标准对不同频段电子标签的使用要

求，在诸多行业和领域，电子标签的作用正逐步得

到人们的认可和肯定。尽管如此，由于无线射频识

别的信息交互是靠电磁波来传递完成的，因此电子

标签的应用又存在着某些局限性。比如在一些金

属性物品或者包装产品上面，金属对电磁波有屏蔽

性和反射作用，会影响电子标签的正常工作。而从

市场需求来看，超高频类电子标签应用面广，数量

较多。探讨超高频电子标签工作原理，结合具体应

用需求进行研究，以推动电子标签行业的发展。

通俗地讲，超高频射频识别的工作方式与雷达

原理一样，是由读写器按照一定的指令发送电磁波

信号，电子标签接收到电磁波信号并被激活，电子

标签再根据指令要求，以电磁波的形式返回信号；

读写器接收到电子标签返回的信号后，完成射频识

别的过程。

超高频有效识别距离

根据超高频工作原理，一个有效的超高频射频

识别系统，不仅读写器发送的电磁波被电子标签接

收到，而且需要电子标签返回的电磁波也能被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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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正向链路示意图

器接收到，这是一个双向的电磁波链路。这个双向

链路决定着超高频有效识别距离。

正向链路

正向链路即正向感应距离，如图1所示，读写器

将发射功率为 Pt的能量馈送给具有增益为Gt的发

射天线，在距离R处有一接收天线，此接收天线的增

益为Gr，并设电子标签接收天线而接收到的功率为

Pr。

图1 正向感应示意图

标签的工作距离R (正向距离)，是指从读写器

发送电磁波，能激活RFID电子标签的工作距离，这

个 工 作 距 离 R 遵 循 Friis 弗 林 斯 方 程 式 Pr=

PtGtGr λ2

( 4πR )2 。

根据 Friis自由空间传输公式可知，在任意给定

Pt、Gt、Pr、Gr、R五个量中的任意四个量之后，剩余的

一个量必定可求。若标签芯片的开启功率阈值为

Pth，最大可读距离R=λ/4π PtGtGr τ/Pth (阻抗匹配的

时候传输系数 τ=1)。
反向链路

反向链路即反向感应距离。正如前面提到的

Friis方程及总结的公式是针对正向距离的，如图 2

所示，表示标签可听到阅读器“说的话”，但不能说

明阅读器能听到标签“说的话”从而完成对标签的

识别工作。

我们在此提出一个概念——反向链路。其实

任何一个无源系统都是由两部分链路组成的，一部

分是读写器发给标签的命令标签“听到”了，另一部

分是标签返回一个命令让读写器“听到”，这个链路

就算完成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读到标签了。那么

反向链路也就是读写器听到的能量，如图3所示。

反向链路明确地表示出了读写器也要听到标

签“说的话”。由于标签是一个无源设备，返回的能

量非常小，这对读写器的灵敏度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例如，正向功率受限和反向读写器灵敏度受限

有效识别距离的情况。

正向受限标签灵敏度-10dBm读写器灵敏度-

80dBm(两条蓝线)，正向能量和反向能量随距离的

变化曲线(红线和黑线)，如图4-1所示，可以看到标

签可以工作 6m的距离，读写器可以工作 12m的距

离，取最小一个，其工作距离是 6m，由正向距离决

Gt GrR

PrPt

图3 反向链路示意图

Gt
Gr

Prcv R

标签灵敏度

读取距离

读写器灵敏度

功率
dBm

标签接收功率

标签发射返回功率

距离 m

图4-1 读写器功率受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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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标签的灵敏度则是-10dBm，读写器灵敏

度-30dBm。那么正向距离3m，反向距离1.5m，其

工作距离为 1.5m，是由反向距离决定的(读写器灵

敏度)，如图4-2所示。

通过上述分析，能够比较容易理解超高频电子

标签有效识别距离的影响因素。当读写器灵敏度

足够好的时候，有效识别距离取决于正向链路距

离；当读写器灵敏度不好时，有效识别距离取决于

反向链路距离。

天线几何面积对识别距离的影响

利用戴维宁定理，通过等效电路法推导出的天

线增益G与有效面积Ae之间的关系为：
G
Ae
=
4π
λ2

，其

中，Ae = A0eA，A0为天线在与其最大方向相垂直的横

截面上的几何面积，eA 称为天线效率，得到

G=
4π
λ2
A0eA。

在天线效率eA、波长λ一定的情况下，天线增益

G与天线的几何面积A0成正比关系。因此，天线几

何面积A0的增加可以有效提高天线的增益G。

又 根 据 Friis 自 由 空 间 传 输 公 式 ，R=

λ/4π PtGtGr τ/Pr 在五个变量中的任意四个确定之

后，剩余的一个量必定可求。式中随着天线增益Gr

的增加，识别距离R一定会增加。

有效辐射功率对识别距离的影响

通常天线是无源可逆器件，天线既可以用来发

射电磁波，也可以用来接收电磁波。当天线用于接

收时，该天线能从来波中获取多大的功率。天线最

大可接收功率（实功率）PRM与来波的实功率流密度

Si是成正比的：PRM=AeSi。

比例系数Ae具有面积的量纲，因而称为有效面

积。这样，如一只天线有效面积Ae，便可方便地根

据来波的功率密度Si求得天线的接收功率。

当天线用于发射时，天线能形成的有效辐射功

率有多大。根据有效辐射功率定义，有效辐射功率

为天线增益G和输入功率P的乘积。

基于上述分析，在研究读写器与标签天线的有

效辐射功率对识别距离的影响方面，我们认为在读

写器性能确定的条件下，研究不同标签的有效辐射

功率对识别距离的影响更有实际意义。

在读写器性能一定的情况下，根据 Friis自由空

间传输公式，标签的有效辐射功率与识别距离之间

存在的关系，见表1（下页）。

而标签有效识别距离的远近，是取决于正向距

离还是反向距离，还需要参考图4-1/4-2中的分析

方法具体根据读写器及标签各自的灵敏度大小进

行确定。

超高频识别设计的应用研究

该超高频识别设计主要是指电子标签天线的

设计。而电子标签天线的设计除了计算方向特性、

方向性系数、天线效率、天线增益、阻抗匹配等因素

外，其他考虑的因素就是管理对象和应用环境。

图4-2 标签灵敏度受限示意图

标签灵敏度

读取距离

读写器灵敏度
功率
dBm

距离 m

标签接收功率

标签发射返回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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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有效辐射功率

正向感应距离

反向感应距离

天线面积和增益越大

越大

越远

越远

天线面积和增益越小

越小

越近

越近

备 注

天线尺寸符合半波

倍数设计条件

变化因素
结果

比较指标

立足管理对象和应用场景的原则 虽然每个设

计成功的超高频标签都有着优秀的性能表现，但由

于超高频电子标签应用面很广泛，管理的对象和应

用环境较多，所以一种形式的标签设计无法满足各

种应用需求。例如，在一些液体产品管理项目中，

虽然普通的超高频电子标签在空气介质中读取性

能表现不错，一旦用于液体产品管理中，靠近液体

后，由于液体对电磁波的吸收，影响到电磁波的方

向性，导致读取距离显著变短，甚至无法读取。在

设计这种抗液体标签天线时，需要按照线极化的方

式设计天线的形状，减少液体对电磁波的吸收影

响，利用线极化的方向性强的特点满足读取要求。

再如，在一些金属物品的管理中，应用的超高

频电子标签的天线设计就完全不同于普通的非金

属物品管理使用的电子标签天线形式。比较常见

的是微带结构设计，天线包括辐射贴片、1/4波长阻

抗转换器、接地贴片、50Ω微带线、馈电线等。这些

抗金属标签贴到金属表面后，不仅没有影响标签读

取，反而将金属面作为电磁波的反射面，增强了电

磁波的方向性，提高了读取性能。

理论设计从属实际测试的原则 HFSS天线设

计软件已经成为超高频天线设计的主要计算机辅

助工具。在明确具体项目和应用环境条件后，设置

求解类型、创建天线结构模型、边界条件、激励方

式、设置求解参数、运行求解分析、查看求解结果，

优化设计方案。基于HFSS设计出的天线需要进行

实际测试，如果测试指标与需求有偏差，需要工程

技术人员根据设计经验对天线结构和尺寸进行修

正和再优化，直到满足实际的应用要求。

标签天线设计融合产品包装的原则 智能包装

是一类具有基础包装功能，又通过一维条码、二维

码、RFID、隐形水印、数字水印、点阵等技术，能够感

知、监控、记录、调整产品所处环境的相关信息及功

能的包装产品总称。其中，基于 RFID无线射频识

别技术的智能包装具有非接触、远距离、多目标、快

速识别等特点，受到越来越多行业领域的高度认

可。但是在形形色色的包装材料中，有些带有金属

成分的包装产品，对RFID的应用带来不小的挑战。

实践中将包装材料中金属成分与标签天线的设计

结合起来，把电子标签的生产有机地融合到产品包

装的制作中，既解决了 RFID受金属屏蔽的技术难

题，又将 RFID与包装产品融为有机整体。随着中

国制造 2025概念的到来，各行各业包装也逐渐走

向高端化、智能化。因此，发展智能包装必然成为

包装产品的主流趋势。

超高频射频识别是一个读写器与电子标签之

间复杂的信息交互过程，影响射频识别的因素有很

多，特别是在实际应用场景下，情况更复杂。只有

把理论研究与实践探讨结合起来，扬长避短，才能

发现电子标签的更多用途，让射频识别技术发挥出

更大的作用和价值。

（作者单位：山东泰宝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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