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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RFID 橡胶树监护管理为海南橡胶树防盗专门设计，通过 RFID 标签系统实现

防护管理和防盗报警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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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需求背景 

制作橡胶的主要原料是天然橡胶，天然橡胶就是由橡胶树割胶时流出的胶乳经凝固及干燥而制得的。

天然橡胶因其具有很强的弹性和良好的绝缘性，可塑性，隔水、隔气性，抗拉橡胶树和耐磨等特点，广泛

地运用于工业、国防、交通、医药卫生领域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用途极广。 

中国专用国家植胶区主要分布于海南，现在很多橡胶树的日常管理都是采用人工记录的方式，防盗防

割采用人工监督巡查的方式，遗漏、偷割、偷砍一直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广州众志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结

合 RFID 系统的高科技产品使橡胶树的管理更加智能，更好地杜绝偷盗行为。 

二、 使用流程 

1. 安装 RFID 标签 

如图 1 所示，每颗橡胶树都安装一个 RFID 智能标签，树的孔直径是 1~2cm，深度是 8cm，孔离地面

的距离大概是 2 米，智能标签代表橡胶树的 ID 身份，记录该橡胶树的生长信息。 

 
图 1 安装 RFID 标签 

2. 防护管理 

优化橡胶树的病虫防治工作，工作人员拿着手持机在橡胶园进行检查，系统设置有八种病症：白粉病、

炭疽病、割面条溃疡病、橡胶根病、褐皮病、橡胶小蠹虫、六点始叶螨、橡胶介壳虫，当发现某颗橡胶树

生病了，工作人员可用手持机扫描相应的橡胶树，并按下相应病症的序号，系统即会登记。 

3. 防盗管理 

RFID 标签利用射频信号以无线的方式传送和接收数据资料，系统分为 RFID 标签、道口接收器、主机

三部分，RFID 标签隐藏在橡胶树内，当移动到设于道口接收器所产生的信号时，RFID 标签即向道口接收

器发送告警信号，道口声光报警器会响起，同时系统平台会接收到报警信号。 

三、 系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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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系统拓扑图 

RFID 橡胶树防护防盗管理系统由 RFID 标签、道口读头、手持机、平台管理系统组成，如图 2 所示。

平时 RFID 标签安装在橡胶树里，处于睡眠状态，此时的功耗非常低，当有非法分子偷砍橡胶树时，RFID

标签感受到震动醒来，不间断地向外发送告警信号，当未授权的橡胶树通过道口读头时，道口读头识别到

非法橡胶树的数量及具体信息，道口处的报警器即响起，同时读头通过 GPRS 将告警信号传输给后台。方

便管理人员及时做出处理。 

1. RFID 标签 

 

图 3 RFID 标签效果图 

RFID 的设计原则为坚固耐用、小巧方便、工作时间长等特点，效果图如图 3 所示。 

RFID 标签隐藏在橡胶树中，每颗橡胶树安装一个标签，记录该橡胶树的 ID 号，当橡胶树通过装有读

头的道口时，在离读头 20 米左右的距离内（运输车的配置对读取距离有一定的影响），未经过授权的橡胶

树里的 RFID 标签，会自动向道口读头发送告警信号，道口读头也会将告警信息通过 GPRS 发送到监控平

台，同时道口的声光报警器会响起，表示有非法的橡胶树正在接近道口，方便管理人员及时做出处理。 

监控平台的管理人员通过系统可以获取到非法橡胶树的信息及其所在的道口位置。RFID 标签的使用时

间为 5 年，时间到期时系统会提醒工作人员及时更换 RFID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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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 RFID 标签特性 

序号 项目 内容 

1 尺寸 标签的设计特点为小巧轻便，Ø17mm×72cm，后续有稍微改动。 

2 工作温度 标签的工作温度为-20°C~70°C，完全满足海南橡胶园的生长环境。 

3 工作时间 系统采用超低功耗设计，标签可用 5 年时间。 

4 防震动 标签承受砍伐过程和运输过程所产生的震动。 

5 读取距离 估计 20 米左右，与现场运输环境相关，需要测试。 

2. 道口读头 

 
图 4 道口读头三视图 

每一个道口的内侧和外侧各装一个读头，如图 4 所示（室外外壳需更改），橡胶树进出道口时，不同方

向会有不同的读头先识别，告警信号通过 GPRS 无线传输到系统平台，方便工作人员及时做出处理，道口

读头特性如表格 2 所示。 

表格 2 道口读头特性 

序号 项目 内容 

1 尺寸 读头天线采用单向天线，尺寸为 11.8cm×7.4cm×3.2cm。 

2 防水防尘 读头的防水防尘需要满足暴雨和台风等恶劣环境。 

3 高低温 工作温度-20°C~70°C，考虑道口的户外环境比较恶劣。 

4 GPRS 无线传输到系统平台。 

3. 手持机 

 

图 5 手持机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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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机的效果图如图 5 所示，主要是橡胶园工作人员巡检管理，用于防护橡胶树生病，及时对症下药。

当工作人员发现某一橡胶树生病后，通过手持机输入病症序号，手持机通过 GPRS 将对应信息传输到系统

后台，具体功能说明如表格 3 所示。 

表格 3 手持机参数 

序号 项目 内容 

1 尺寸 外观最大尺寸：158mm×84mm×39mm。 

2 重量 380g（依据不同的配置略有不同）。 

3 显示屏 3.5 英寸彩色触控屏幕（日光下可见）。 

4 内存 ROM：512MB，RAM：256MB。 

5 读写距离 2 米左右（与橡胶树的标签的安装环境有关） 

6 电源 可充电锂电池，工作时间 6 小时（视具体环境而定）。 

7 工作温度 -20~50℃。 

8 防护等级 IP64。 

四、 软件系统 

 
图 6 软件系统效果图 

软件追踪页面如图 6 所示，圆点表示道口安装的读头位置，当发现有非法橡胶树通过时，读头即显示

红色告警，并附上非法橡胶树的数量，方便管理人员做出行动安排。如图 6 所示，即表示有两个道口存在

非法偷运橡胶树的行为。 

五、 系统优势 

 
图 7 海南橡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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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读写距离远 

RFID 标签读写的距离远远大于无源标签，系统会控制在 20m 范围的区域对橡胶树进行监控，保证准

确性，这样在对橡胶树进行监控管理时，可以快速读取标签的信息。 

2. 无死角识别 

由于有源标签的无线信号是以球面波的方式发送出去，这样对安装在电动车上的有源标签的安装方向

没有要求，不管橡胶树以哪个方向通过路口，都能被道口读头识别。 

3. 辐射影响小 

无源标签工作时需要主机提供能量，所以对主机的无线信号发射功率相对要求较高，当无线信号功率

达到一定值时会对人体有危害。相对无源标签，有源 RFID 标签可自身提供能量，这样主机和标签的发射

功率可以做得比较小，对人体基本没什么危害。 

4. 工作时间长 

RFID 标签用到的是低数据量、低功耗的无线技术，休眠功耗为 uA 级别，这样有源 RFID 标签可以长

时间工作，工作时间可以长达 5 年。 

六、 联系方式 

公  司：广州众志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姓  名：李绵东 

固  话：020-29066291 

Q   Q：1822040044 

邮 箱：limiandong@wewills.com 

地 址：广州天河区车陂东岸祠堂大街 2 号东瑞大厦 441~449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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