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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ｎｉｔａＳ．Ｂｅｃｋｅｒ

Ｒ Ｆ Ｉ Ｄ 迅速发展的关键因素是

技术可接受性和互可操作性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ｒｅ ｋｅｙｓ ｔｏ ＲＦＩＤ Ｇｒｏｗｔｈ

随

着各项标准的落实和进展，
供应商们正在扫清

器。
标识器本身也备有天线，
在应答器与收发器之间传送

各种内在的障碍，
以便能广泛地接受专有射频

数据，完成数据采集和通信工作。

识别（ＲＦＩＤ）技术。
标准化取得成功，
需求量的

一般来说，阅读器内置天线、
收发机（发射机和接收

增长，
组件成本的降低，
更多的便携式数据终端（ＰＤＴ）生

机）以及耦合单元。某些阅读器还备有一个接口，
将数据

产厂加大了产品系列中ＲＦＩＤ技术的支持力度，
用于访问

转送至ＰＣ或其它计算机作进一步处理。
阅读器发射信号

控制、ｍ－ 商务、存货控制、后勤跟踪以及无数其它的应

的作用距离和传送速率是各不相同的，视其功率输出和

用。
几个主要供应商在使用条形码和红外（ＩＲ）技术的同

无线频率而定。
当标识器处于阅读器的电磁区域内时，
应

时，亦已使用ＲＦＩＤ

答器检测到来自阅读器的

生产 ＰＤＴ 产品。

激活信号。阅读器对编码

Ｒ Ｆ Ｉ Ｄ 技术在

在标识器存储器中的数据

存货清点和内容识

进行解码，随后将信息发

别中极富吸引力的

送至主计算机系统（图１）。

一个特性（ 与条形

携带数据的标识器通

码或 ＩＲ 技术相比）

常由天线、耦合单元、状

是可用于恶劣的工

态机或微控制器以及非易

业环境中。由于

失性存储器组成。由于多

Ｒ Ｆ Ｉ Ｄ 基于射频技

数标识器不配备内部电池

术，不需要可视的

或其它直接供电电源，应

线条，虽然该项技

图１ ＲＦＩＤ的工作原理图

术的实施成本比其

答器靠接近一个有源阅读
器激活。微控制器译码并

它两种技术高，
但它可以重新写入，
为最终用户提供更详

执行操作指令，如口令鉴别、加密、读／写非易失性存储

细的，可更新的信息。

器，
以及其它任务。
状态机通常用来跟踪阅读器的时序同
步。

工作原理

ＲＦＩＤ 有多种样式，从信用卡大小的访问控制卡、钮

ＲＦＩＤ系统是由三个基本部件组成的：天线（称为
“线

扣式防盗标识器、
ＥｘｘｏｎＭｏｂｉｌ Ｓｐｅｅｄｐａｓｓ型钥匙链装饰

圈”
）、
阅读器收发机（包含译码器）以及包含电子可编程

物，到薄纸型跟踪和确认“智能”标签。也有体积较大的

数据的应答器（称为“标识器”
）。
阅读器天线发射的信号

用来跟踪集装箱和重型设备的应答器。

激活标识器，
将数据读出／写入应答器中的非易失性存储

ＲＦＩＤ标识器是按有源或无源分类的。
有源标识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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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电池供电，通常是读／写设备。
有源标识器的内部电
源使它有较远的读数距离，但与无源标识器相比，价格
贵，
体积大、
生命周期短。
无源标识器没有直接供电电源，
它从阅读器（需用功率较大的阅读器）获得功率，
通常是
只读型的。
ＲＦＩＤ 发射电磁波，因而是一种无线系统，会与其它
类型的无线发送设备产生干扰。ＲＦＩＤ 频率范围处于ＩＳＭ
频带。

频率选择
图２ Ｐｈｉｌｉｐｓ的最新型１３．５６ＭＨｚ阅读器ＩＣ，
ｉ－ｃｏｄｅ．

设计师为实现ＲＦＩＤ系统而选择频率范围应适合特定
应用系统的工作频率。Ｒ Ｆ Ｉ Ｄ 频率范围是，低频；

过分。

３０￣３００ＫＨｚ（约定的标准为１２５ ＫＨｚ）；高频：１３．５６ ＭＨｚ（
几个标准正制定中）；超高频（ＵＨＦ）：３００ ＭＨｚ￣１ ＧＨｚ；

阅读器ＩＣ的可使用性与应答器ＩＣ的可使用性同样重
要。一个 ＲＦＩＤ 系统是缺一不可的。

以及微波：１ ＧＨｚ以上。后两种范围是新出台的，旨在大
规模工业和后勤应用。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正在提供成套的标识器标签ＩＣ
和阅读器 ＩＣ。公司的 １２５ＫＨｚ 阅读器 ＩＣ 已上市多年，它

高频标识器比低频标识器的读数距离远，数据速率

是首批提供１３．５６ＭＨｚ阅读器ＩＣ（用于Ｍｉｆａｒｅ收费卡平台

高，且常常是有源的。低频标识器通常是无源的，
但实施

）的公司之一。
Ｐｈｉｌｉｐｓ最新１３．５６ＭＨｚ阅读器ＩＣ称为ｉ－ｃｏｄｅ，

成本低。

与ＩＳＯ１５６９３兼容（图２）。
“有支持多种协议的阅读器ＩＣ 可

“随着１３．５６ ＭＨｚ集成阅读器芯片的上市，
并能满足

用，
就能设计经济实用的阅读器，
”Ｐｈｉｌｉｐｓ有关人士指出：

多种产品的需求，
这类阅读器的价格就会降下来，
”
Ａｔｍｅｌ

“一种便携式阅读器可适合各种应用，
也可采用不同的技

有关人士指出：
“虽然市场上有几种阅读器芯片，
但它们

术。

的价格仍然偏高。
亦有希望其它供应商推出芯片，
制成廉

手持式设备用 Ｒ Ｆ Ｉ Ｄ

价的产品供人们使用。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１２５ＫＨｚ阅
读器并不真正需要特殊的电路，
价格比较低廉，
可用普通
的微处理器和少量无源元件构建。
”

近几年内，
手持式电脑公司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将
复杂的条形码扫描引擎集成在自己的便携式产品中。虽
然对 ＲＦＩＤ 的潜力颇感兴趣，但多数生产厂持观望的态

创建系统

度。
值得注意的是，
Ｓｙｍｂｏ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已将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２４

由于研发人员未必能找到现成的，
一机多能的ＲＦＩＤ
系统，众多ＯＥＭ 转而求助于系统集成商和增值服务分销

便携式、自动数据采集器（ＡＤＣ）的产品范围扩大，包括
ＲＦＩＤ 技术。

商来备齐系统。集成商和分销商与各厂商有着广泛的伙

Ｓｙｍｂｏｌ的新型阅读器将条形码扫描、
ＲＦＩＤ标识器读

伴关系，包括组件厂、硅器件生产厂、天线厂、
电源公司， 数（１３．５６ＭＨｚ，现场可更新，符合ＩＳＯ１５６９３），以及无线
以及变换器公司、ＰＤＴ 制造厂和有关的供应商。

通信的核心功能集成到主系统。
启用ＲＦＩＤ的产品支持多

“Ｐｈｉｌｉｐｓ不一定要生产定制的天线系统、
电源、
接收

种系统，
包括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 Ｇｅｍｐｌｕｓ的Ｇｅｍ－

机和发射机或供这些部件用的传送系统，
”
Ｄｙｎａｓｙｓ公司

Ｗａｖｅ； Ｐｈｉｌｉｐｓ的 ｉ－ｃｏｄｅ；以及ＴＩ的Ｔａｇｉｔ。
首批启用ＲＦＩＤ

有关人士解释说。Ｄｙｎａｓｙｓ 是一家ＲＦＩＤ和条形码系统增

的终端产品基于符合手掌形人类工程学的ＰＰＴ２７００数据

值服务硬件分销商。
该公司也制造低频和高频天线，
是ＴＩ

采集终端。

注册和识别系统（ＴＩＲＩＳ）产品在北美的独家分销商。
经营
全部元材料需要占用一块村庄大小的场地，这样说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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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各家公司，
诸如Ｈａｎｄｓｐｒｉｎｇ、
Ｈｕｓｋｙ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ｐｔｉｃｏｎ、
Ｐｓｉｏｎ 以及Ｍｉｎｅｃ也提供读／写ＲＦ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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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身份识别密码提供安全事务处理。阅读器向标识器
发送一个预定长度的随机数，
标识器则根据４０位隐匿的
密钥改变频率，
该响应供阅读器验证，
确认是否来自有效
的标识器。
基于 ＴＩ 的 ＴＩＲＩＳ 技术的 ＲＦＩＤ 零售应用因 ４ 年前
ＥｘｘｏｎＭｏｂｉｌ的Ｓｐｅｅｄｐａｓｓ钥匙链装饰物标识器的出台而得
以首次亮相。ＭｃＤｏｎａｌｄ正在芝加哥地区的９个场所试验
Ｓｐｅｅｄｐａｓｓ，
用于购买快餐。
除了钥匙链装饰物式标识器，
ＴＩ还提供钥匙链上卡式标识器，
供零售商的标识语或广
告词使用。
２００１ 年１０ 月，Ａｔｍｅｌ 推出ＡＴ８８ＲＦ００１ １３．５６ＭＨｚ芯
片。
这是一个用于两片式标识器的独立前端，
可接口至标
准串行存储器芯片，低功率微处理器或通用逻辑。
“该器
件可让你在移动电话内部安置一个ＲＦＩＤ接口，
”
Ａｔｍｅｌ有

图３ 基于ＩＳＯ１４４４３Ａ的Ｐｈｉｌｉｐｓ Ｍｉｆａｒｅ技术

关人士介绍说：
“该器件让客户在任何物件上安置一个

标识器的手持电脑，
而某些公司还提供扫描条形码、
扫描

ＲＦＩＤ 接口。
”００１在电气上与ＩＳＯ１４４４３－２８ 标准兼容，数

磁条、或用键盘读入数据。

据速率为１０６Ｋｂ／ｓ。
组成一个完整的标识器需要一个外部

Ｓｐｒｉｎｇｂｏａｒｄ ＲＦＩＤ模块现已供Ｈａｎｄｓｐｒｉｎｇ Ｖｉｓｏｒ ＰＤＡ

天线。现已可提供硅圆片上测试裸芯片的样品。

使用，
以增加读／写全部常用的低频和高频标识器与智能

智能标签通常是和陪衬物或“镶嵌物”相连的硅芯

标签协议的能力。每个模块都备有软件，以便在装、
卸模

片，芯片上有无线接收机、发射机、以及控制器，天线是

块时自动地装载和卸载。
同时还为研发人员提供套件，
包

印制在薄膜上的，
或用化学刻蚀或激光刻蚀制作。
一般说

括开发工具；示范软件；标识器编程指导；标识器和智能

来，
芯片上还需一个电容来存贮能量。
完整的镶嵌物可用

标签样品；以及带ＵＳＢ 座的Ｖｉｓｏｒ．

作标签。标签不一定是纸片状的，镶嵌物可插入纸卡、
钥

ＲＦＩＤ接口作为Ｐｓｉｏｎ Ｗｏｒｋａｂｏｕｔ的附加外设使用，
使

匙链装饰物、手镯，也同样可插入其它标识器。

之具备读／写常用的低频和高频标识器与智能标签的能

Ｄｙｎａｓｙｓ已设计了一种带智能标签镶嵌物的乙烯树脂

力。此外，Ｐｏｃｋｅｔ Ｒｅａｄｅｒ产品是一款能读多种低频、
只

手镯，它能读能写。除了医院使用，
这种手镯也可用于零

读型和读／ 写型ＲＦＩＤ标识器的掌上电脑。

售部门。
下面是一个娱乐公园的实例。
你可以在孩子们的
智能镯上留下价值２０美元的信用卡。
孩子们穿着游泳衣

移动电话的 Ｒ Ｆ Ｉ Ｄ

随意地在游泳池中游泳玩耍，
然后到食品摊上购买食品，

２００１ 年１ 月，Ｎｏｋｉａ开始试用ＳｍａｒｔＣｏｖｅｒｓ，
这是一
款５１００系列移动电话用揿扣式外套，采用了ＴＩ的ＴＩＲＩＳ
技术，并使用２Ｓｃｏｏｔ 提供的无线网络，用来购买移动的
快餐食品。

你不必担心是否带着现金。智能镯可在每个服务柜台记
帐，提供前所未有的销售点服务。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是一家和Ｄｙｎａｓｙｓ合作的公司，
它
有一款ＳｍａｒｔＢａｎｄ手镯产品，
与便携式手持扫描器一起工

试验是与两家位于Ｒａｌｅｉｇｈ，Ｎ．Ｃ的全国性连锁店一起

作。
ＳｍａｒｔＢａｎｄ安装了微芯片和天线，
可让扫描器或固定

进行的。用客户现有的信用卡或赊购卡进行无现金的支

的阅读器读／写数据。
它与ＴＩ或Ｐｈｉｌｉｐｓ系统是兼容的。

付。
当客户准备付款，
电话打到销售点的２Ｓｃｏｏｔ扫描器，
它则通过安全网络对销售进行确认。

访问安全性是ＲＦＩＤ的主要应用。
Ｍｏｔｏｒｏｌａ在２０００年
秋天推出了一族供安全市场ＯＥＭ使用的ＲＦＩＤ ＦｌｅｘＰａｓｓ

ＳｍａｒｔＣｏｖｅｒｓ内置ＴＩ的ＲＦＩＤ数字信号应答器（ＤＳＴ），
其中的微芯片持有唯一的可编程的身份识别码。标识器

板级产品，
从而有可能用Ｍｏｔｏｒｏｌａ ＲＦＩＤ接近访问安全卡
设计新产品和新应用。
ＦｌｅｘＰａｓｓＯＥＭ阅读器模块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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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具有安全功能，如密码和口令保护，以及在现场

最近，
Ｉｎｔｅｒｍｅ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Ｐｈｉｌｉｐｓ和Ｇｅｍｐｌｕｓ Ｔａｇ

通过Ｍｏｔｏｒｏｌａ的ＰｒｏｘＳｍｉｔｈ现场编程工具定制和编程阅读

提交了一份共用ＲＦＩＤ规范的联合建议，
试图将工作在不

器格式的能力。该产品包括软件支持、咨询和设计帮助。 同频率的 ＲＦＩＤ 系统和欧洲 ＥＡＮ、ＵＣＣ 属下的全球标识
ＲＦＩＤ 标识器属于“非接触卡”范畴，标准化工作与

器（ＧＴＡＧ）项目组统一起来，该建议基于 ＩＳＯ１５６９３。三

工作频率密切相关。
尽管１２５ＫＨｚ工作频率是无源标识器

家公司已签署伙伴合作协议，
共同研发ＲＦＩＤ组件并开拓

最常用的频率，
但至今还没有低频卡的明确标准。

相应的市场，涉及的设备有阅读器和应答器ＩＣ、
标识器、

两项正在制定的供１３．５６ＭＨｚ内容识别使用的标准是

智能标签、以及工作在高频、ＵＨＦ 和微波带的硬件。

ＩＳＯ／ＩＥＣ１４４４３（接近卡）和ＩＳＯ／ＩＥＣ１５６９３（邻近卡）。
这些

近几年来，
ＲＦＩＤ行业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标准化

标准是分别为近距离卡（收费）和远距离卡（内容识别）制

上。标准化，结合廉价的硅器件、大容量存储器、更远的

定的规范，
距离远近是由相应的耦合器件决定的。
Ｐｈｉｌｉｐｓ

读数距离，以及快速、方便、可靠的数据采集器，可以肯

和ＴＩ两家公司都在生产ＩＳＯ１５６９３兼容的产品。

定地说，该项技术具有广泛使用的前景。■（ 栋译自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Ｍｉｆａｒｅ 技术是 ＩＳＯ１４４４３Ａ 的基础，而 《ＰｏｒｔａｂｌｅＤｅｓｉｇ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０１）
ＩＳＯ１４４４３Ｂ是基于Ａｔｍｅｌ， ＳＴ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等公司的类
似技术（图３）。两者都工作在１０６ｋｂ／ｓ，但互不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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