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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技术市场展望及其在包装防伪上的应用详解 

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即指应用射频识别信号对

目标物进行识别，是非接触式自动识别技术的一种，它通过射频信号自

动识别目标对象并获取相关数据识别工作无须人工干预可工作于各种

恶劣环境。 

  RFID 无线射频识别系统被视为本世纪最重要的前十大技术之一，

但是此技术存在已久，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方为了把敌人和自

己人的飞机区分开来， 就曾用到了这种 RFID 技术;从 20 世纪 70 年代

开始，美国联邦政府就开始在核材料上贴上这种标签，以便跟踪它们的

下落;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商业公司的仓库也开始用它来确定集装箱的

位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 RFID 成本的降低，到 1997 年前后 RFID 技术

才真正开始摆脱传统的角色而被更多的行业广泛采用。但直到 Wal-Mart

要求其百大供货商必须全面将商品贴上 RFID 电子标签后，一场 RFID

的风暴才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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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FID的原理和特性 

  最简单的 RFID 系统由电子标签 Tag 解读器 Reader 和天线 Antenna

三部分组成，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其他硬件和软件的支持其工作原理

并不复杂：标签进入磁场后，接收解读器发出的射频信号，凭借感应电

流所获得的能量发送出存储在芯片中的产品信息，或者主动发送某一频

率的信号;解读器读取信息并解码后，送至中央信息系统进行有关数据

处理。 

 

①电子标签 Tag 

  它是 RFID 系统的真正的载体:被装置于被识别的物体上，存储着

一定格式的电子数据，即关于此物体的详细信息,每个标签具有唯一的

电子编码，相当于条形码技术中的条形码符号，但不同的是必须能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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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或半自动地把存储的信息发射出去,电子标签由标签天线和标签芯片

组成,标签芯片是具有无线收发功能和存储功能的单片系统 S0C，其中

存储有约定格式的编码数据，用来唯一标识所附着的物体,它是射频识

别系统的数据载体，具有智能读写及加密通信的能力。 

②读写器(Reader) 

  读写器是负责读取或写入标签信息的设备，它能够自动以无接触的

方式读取电子标签所存储的电子数据，是 RFID 系统信息控制和处理中

心。解读器与电子标签之间存在着通信协议，彼此互传信息。每当黏附

有电子标签的物体通过它的读取范围时，就向标签发射无线电波，然后

标签回送自身储存的物体信息，整个过程是非接触式的。典型的解读器

包含有控制模块，射频模块，接口模块以及解读器天线。此外，许多解

读器还有附加的接口 RS23/RS485 以太网接口等，以便将获得的数据传

给应用系统或从应用系统接收命令。 

③天线 Antenna 

  天线在电子标签和解读器间传递射频信号，解读器上连接的天线一

般做成门框形式，放在被测物品进出的通道口，它一方面给无源的电子

标签发射无线电信号提供电能以激活电子标签;另一方面也接收电子标

签上发出的信息，在每个电子标签上也有自己的微形天线，用于和解读

器进行通讯。 

2. RFID的优点 

  与条形码相比，RFID 技术有不同的适用范围，从概念上来说，两

者很相似，目的都是快速准确地确认追踪目标物体，两者之间最大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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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条形码是“可视技术”，而 RFID 标签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视野之

内，因为信息是由无线电波传输，数据的读取无需光源甚至可以透过外

包装来进行，除此之外，RFID 技术与传统的条形码比起来，还具有识

别速度快，数据容量大，使用寿命长，应用范围广，标签数据可动态更

改，动态实时通信等优点。 

3. RFID标签在包装防伪上的应用 

 

 

   RFID 技术可以应用在零售业的付帐系 paymentSystem 想想在大卖

场或是超市，最令人头疼的莫过于结账了，但是将 RFID标签附在单项

货品上，消费者可以大步流星推着购物车穿越 RFID 阅读机后即可走出

卖场，无需将货品从购物车中一一取出，不需要任何条码扫描，总价几

乎会立刻显示在屏幕上，该技术还可以运用在供应链管理，帮助零售业

者改善存货管理，增加营运效率。将 RFID 标签附在货箱上，进货物关

口装设阅读机，便可自动辨识进货的种类及数量，并可即时将此资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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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资料库更新，此外利用 RFID 标签，可以更容易监控货架上的存货水

平，以便及时补货。 

  但是 RFID 应用领域绝非仅限于此，它的另一个智慧之处在于它的

超强防盗功能，如果顾客在卖场里偷窃带有 RFID 标签的商品，RFID

标签就会自动提醒保安。同时，一旦 RFID 标签自然损坏，安全传感器

也会告知并非顾客入店行窃。当然，该技术最大的应用当数包装的防伪

领域，RFID 技术可以有效地解决日益猖獗的产品防冒伪造现象。 

  在 RFID 防伪应用中，常用的就是服装防伪服装制造商将自己特有

的 RFID 读写标签与生产出来的服装同时放在纸箱中，每个纸箱都有自

己独有的 ID 码。当生产完毕至运送流程时，每个纸箱通过一个 RFID

标签阅读器，所有纸箱的信息都会被读取并传输到 PC 机里 PC 软件系

统将读取到的实际信息与该纸箱的计划运送物品相比较后得出是否放

行的判断，同时，如果纸箱放行，纸箱的 ID 号将会被写入到每张标签

的内存并锁定。 

  RFID 技术也有助于葡萄酒业产品的伪造问题，今天，随着葡萄酒

生产商和销售商逐渐将目光投向射频识别技术，这种神奇的液体除了浪

漫之外，似乎又增添了几分“智慧”另外， 葡萄酒制造商在不断寻找

新途径推广他们的产品，在五彩缤纷的包装营销中，RFID 将逐渐成为

新宠，在实现追踪功能的同时，还有助于提高消费供应链的产品安全，

并且对于长期纠缠葡萄酒业的产品伪造问题，RFID 对之也大有裨益。 

  除此以外，药品、证件、票务、物流等诸多方面也受到了该防伪技

术的青睐，不过防伪原理大致相同：将商品识别号(ID)写在 RFID 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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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个 ID 在生产，销售等所有环节中是唯一的，芯片被制作成电子

标签，电子标签被附加在商品上，使它成为商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

电子标签“被迫”与商品分离时，商品的“完整性”被破坏，商品被认

为已被“消费”，防伪结束。在上述环节中，通过各种技术手段保证此

ID 验证过程是不可伪造和篡改的?如果验证机制被伪造，则会出现伪造

的商品;如果验证过程被篡改，则导致真品被“证伪”从而扰乱市场。

这样，在商品从生产，流通到消费的全过程中，都只有一个被唯一 ID

标识的拥有唯一验证手段的商品存在，从而达到防伪的目的。 

4. RFID技术不断得到优化 

  RFID 技术，受到应用需求驱动的同时又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应用

需求的扩展。从技术角度说，RFID 技术的发展得益于多项技术的综合

发展，所涉及的关键技术大致包括：芯片技术，天线技术，无线收发技

术，数据变换与编码技术，电磁传播特性。 

  ①RFID 电子标签方面，电子标签芯片所需的功耗更低，无源标签，

半无源标签技术更趋成熟，其作用距离将更远，无线可读写性能也将更

加完善，并且能够适合高速移动的物体识别，识别速度也将更快，具有

快速多标签读写功能，一致性更好，与此同时，在强场下的保护能力也

会更加完善，智能性更强，成本更低。 

  ②RFID 读写器方面，多功能读写器，包括与条形码识别集成，无

限数据传输,脱机工作等功能将被更多地应用。读写器会朝着小型化、

便携式、嵌入式、模块化方向发展，成本将更加廉价，应用范围更加广

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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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RFID 天线方面，经过美国麦安迪德州仪器等十几家公司 5年的

合作和开发，在麦安迪柔性版印刷机上实现了印刷天线和封装的联线生

产，完全商业化，在北美已经有十几条线在正常运转，用印刷导电油墨

代替腐蚀铜天线的方法和联线封装，不但降低了 RFID 智能标签成本，

同时为将来高效和大量生产奠定了基础，因此 RFID 标签在未来的发展

有着巨大的空间。 

  ④RFID 系统种类方面，低频近距离系统将具有更高的智能，安全

特性;高频远距离系统性能将更加完善，成本更低;2.45GHz 和 5.8GHz

系统也将更加完善;无芯片系统逐渐得到应用。 

  ⑤RFID 标准化方面，与 RFID 标准相关的基础性能研究更加深入、

成熟;最终形成并发布的标准为更多的企业所接受;不同的制造商生产

系统，模块可替代性更好?更为普及?射频识别技术在未来的发展中，在

结合其他高新技术实现单一识别向多功能识别方向发展的同时，将与现

代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一道共同实现跨地区跨行业应用。  

5. 市场展望 

  沃尔玛公司在 RFID 应用中的示范效应功不可没，该公司最近已经

要求前 100 家大供货商所有运到主要集散工厂的产品都要配有 RFID 标

识;同样，也要求所有运到各个经销点的产品也都要用 RFID 标识。沃

尔玛的一言一行都会引得整个世界为之瞩目，其他世界知名的大型连锁

零售企业也纷纷跟进，其实早在沃尔玛公司宣布全面使用 RFID 技术之

前，2003 年 4 月，德国最大的零售商麦德龙 Metro 就在莱茵伯格建立了

FutureStore RFID 标识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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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麦德龙集团于 2004年 11月开始大规模地扩展RFID 的应用试验“未

来超市”。其对象将包括约 100 家供货商。10 个物流网点， 以及德国

国内大约 250 家分店，从供货商交货时开始，直至摆上柜台，将利用

RFID 对商品流通进行跟踪管理。与此同时，吉列、卡夫、宝洁等大公

司也加入了麦德龙RFID的测试工作。英国最大的零售企业Tesc，从2003

年 6 月份开始，持续 3 个月进行一项“通过一种可以感受 RFID 反射的

智能货架来降低 RFID 读取探头成本”的测试，每个货架装有多个天

线和两个 RFID 功能阅读机，虽然从功能上无法实现实时读取，但却大

大降低了成本，另外许多大应用系统开发商如 Sun、SAP、IBM、Microsoft

等公司已经看到 RFID 射频识别技术的商机，纷纷在其产品中集成 RFID

技术以满足未来这方面的巨大需求。 

 

 

 RFID产品的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