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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利用无线技术的距离远、稳定性好、智能定位组网等特点，对工厂或工业园

的人员进行追踪、定位和管理等智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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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需求背景 
对于大型企业工业园或者工厂，对来访人员、工作人员、参观人员进行定位追踪管理，系统可以随时

获取 24 小时内该人员的行走路线，可以方便做出相应的措施，园区分为室外管理和室内管理，要求设备安
装尽量便捷。 

二、 使用流程 

1. 发卡人员 
如图 1 所示，工业园的工作证、来访证、参观证等证件都需要更换，通过系统发卡器重新进行身份绑

定，并要求工作人员、来访人员、参观人员随身携带，证件不可随便借与他人。 

 
图 1 工作证、来访证、参观证 

2. 定位追踪 
当企业管理人员需要查看某一位员工 24 小时内的行动轨迹时，可以通过系统进行定位查询，工业园内

的重点监控路段、办公大楼、工程机械馆是重点监控的地方。 

3. 人员分布概况 
企业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定位管理系统查看每个监控点的大概人数，以此判断人员的流动趋势。定位管

理系统通过红点的方式布局，形象地进行体现。 

4. 人员卡回收 
当工作人员离职时，管理人员通过系统对证件进行回收处理，可重复使用；当证件丢失时，可通过系

统对证件进行园区搜索定位，确认遗失时通过系统对证件进行挂失处理。 

三、 室外定位 

1. 应用布局图 

www.wewills.com


   

 3  

众志物联网 
 

RFID 人员定位管理系统 

众志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www.wewills.com 

 
图 2 室外系统布局图（局部） 

如图 2 所示，为工业园的一个局部图，图中总共有 20 个跨，每个跨之间的距离为 40 米左右，为了定
位更加精准，可以在每个跨顶部安装摄像头的位置安装一个接收基站。每人佩戴一张人员卡，当接近接收
基站时，系统即可以识别到，效果如图中的三角形所示，可以看出在 14 跨和 15 跨的位置人员比较密集。 

另外管理人员可以输入需要搜索的人员 ID 号，如图中的“搜索对象”，系统即可反映出 24 小时内该目
标的行动轨迹，可看出图中的目标经过 1~5 跨后，直接跳到 20 跨，可能中途跑开，存在一定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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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接收基站只需要 220V 供电即可，所以选择安装的位置一般是：路灯、电线杆、全球眼杆、视频录
像旁边。 

2. 系统拓扑图 

 
图 3 室外人员定位拓扑图 

如图 3 所示，人员卡在离接收基站 20~30 米的范围内时，可被接收基站读取到。人员卡每 3 秒发送一
次数据，若由于人员过多同时通过某一接收基站而产生漏读情况时，可在下个 3 秒或下个基站被系统识别
到。 

基站与基站之间的距离为 100 米以内，通过无线的方式进行组网通讯，最后将信息汇总给到主机，建
议一个主机下带 10 个基站。主机通过无线 3G 的方式与数据库对接，主要考虑室外安装方便。 

发卡器通过 USB 接口与电脑连接，可对人员卡进行发卡、回收、挂失等操作，将人员信息与人员卡 ID
号进行绑定。 

四、 室内定位 

1. 应用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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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办公楼系统布局图（局部） 
如图 4 所示，对于办公楼或是工程机械馆的定位管理，主要是针对每个楼梯口的出口进行定位，每个

楼梯口的通道顶部装一个接收器，人员经过楼梯口时，楼梯口处的接收器即可读到人员卡，如图中的红色
三角形，可以看出接收器 1 号和 2 号各有 1 人，接收器 3 号有 2 人。 

另外管理人员可以输入需要搜索的人员 ID 号，如图中的“搜索对象”，系统即可反映出 24 小时内该目

标的行动轨迹，可看出图中的目标对象从一楼移动到五楼。 
每个接收器只需要 220V 供电即可，安装在天花板上，位置选择在楼梯出口处或重点监控点处。 

2. 系统拓扑图 

 
图 5 办公室定位拓扑图 

如图 5 所示，当人员离接收器的距离在 5~8 米的范围内时，可被接收器接收到，接收器之间的距离为
20 米左右，接收器之间通过无线通讯的技术进行传输，最后接收器将信号传输给主机，一个主机下建议带
10 个接收器以内，主机再通过 TCP/IP 的方式与数据库对接。 

人员卡的使用时间为 1 年，电池采用可更换的方式，没电时系统上可显示提醒。 

五、 产品介绍 

1. 人员卡 

 
图 6 人员卡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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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参观人员、拜访人员都要随身携带一张人员卡，效果图如图 6 所示，人员卡采用纽扣锂电
池供电，使用时间为 1 年左右，当电量低时，系统会有相应的提醒，方便提醒更换。考虑到与高频 13.56M
的门禁系统相结合，人员卡里内部放一张无源标签，具体特性如表格 1 所示。 

表格 1 人员卡特性 

序号 项目 内容 

1 尺寸 人员卡的特点为轻和薄，具体尺寸需与开模商及客户一并沟通。 

2 供电 系统采用低功耗设计，内置可更换纽扣电池，单颗寿命约 1 年。 

3 工作 每 3 秒发一次数据。 
4 温度 人员卡的工作温度在-20°C~70°C。 

5 距离 室外距离为 20~30 米，室内为 5~8 米。 

6 电量提醒 人员卡电池电量低到一定阈值时，会给系统告警，系统会显示，方便后期维护。 

2. 接收基站 

     
图 7 接收基站安装图及案例实施安装现场 

接收基站具有自组网的功能，考虑到工业园室外不方便布线的情况，系统设计将所有的基站进行联网，
基于现场环境，建议室外基站的安装距离为 100 米以内，达到定位精准的效果。人员卡在离基站 20~30 米
内时，可被读取到。 

单个基站不仅可以与相邻的基站通讯，还可以与间隔的基站进行通讯，这样设计的好处是为了使系统
工作更加安全稳定，在某一基站不能工作的情况下（如断电了），系统会自动跳转到与下个基站进行通讯，

从而保障了系统能够正常工作。 
另外发生故障的基站，系统会主动发出告警信息，方便工作人员及时做出维修处理。接收基站特性如

表格 2 所示。 
表格 2 接收基站特性 

序号 项目 内容 
1 防水防尘 外壳完全满足露天下暴雨和台风等恶劣环境。 

2 高低温 基站的工作温度-20°C~80°C，考虑路口的户外环境比较恶劣。 

3 供电 220V 交流电供电。 

4 距离 建议应用安装的距离为 100 米以内，精度越高安装距离即越短。 

3. 接收器 

www.wewil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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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接收器示意图 

接收器主要用于办公楼及工程机械馆，主要安装在楼梯出口的走廊顶，与接收基站的区别是，基站安

装于室外，接收器安装于室内。人员卡在离接收器 5~8 米内时，可被接收器读取到，其它功能与基站相同，
接收器的示意图 8 所示，特性如表格 3 所示。 

表格 3 主机特性 

序号 项目 内容 
1 尺寸 直径 17cm，厚度为 5cm，固定安装在走廊顶部。 

2 供电方式 配套 220V 电源适配器。 

3 工作距离 人员卡 5~8 米范围内识别。 

4 通信距离 接收器之间距离建议为 20 米。 

5 工作温度 -20℃~70℃。 

4. 室外主机 

     
图 9 室外主机及案例实施测试现场 

室外主机的功能是把局域网的所有基站的数据进行收集，并发给服务器，单个主机连接基站的数量建
议不超过 10 个，室外主机的特性如表格 4 所示。 

表格 4 室外主机特性 

序号 项目 内容 
1 防水防尘 外壳完全满足露天下暴雨和台风等恶劣环境。 

2 高低温 基站的工作温度-20°C~80°C，考虑路口的户外环境比较恶劣。 

3 供电 220V 交流电供电。 

4 组网容量 1 个主机建议最多带 10 个基站，具体单个组网数量与安装环境相关。 

5 通讯 3G 无线通讯。 

www.wewil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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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室内主机 

 
图 10 室内主机三视图 

室内主机的功能与室外主机的区别是，室内主机安装于室内，不防水，安装于路由器或电脑旁，通过
TCP/IP 进行通讯，其它功能与室外主机相同。室内主机的特性如表格 4 所示。 

表格 5 室内主机特性 

序号 项目 内容 
1 尺寸 11.8cm×7.4cm×3.2cm，安装于路由器或主机旁。 

2 温度 基站的工作温度-20°C~70°C。 

3 供电方式 5V 供电，配套 220V 电源适配器。 

4 组网容量 1 个主机建议最多带 10 个基站，具体单个组网数量与安装环境相关。 

5 通讯 以太网 TCP/IP。 

6. 信号放大器 

 
图 11 信号放大器 

如图 11 中所示，放大器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信号覆盖范围，若基站或接收器之间有阻挡或距离太远，

主机即很有可能接收不到人员卡的信息，此时可以将信号发给放大器作为中转，放大器再将信号发给主机
做处理，放大器的特性如表格 6 所示。 

表格 6 放大器特性 

序号 项目 内容 
1 供电 直接 220V 供电，无需适配器，即插即用。 

2 工作温度 -20℃~70℃。 

3 通信距离 与接收器的室内通信距离 50 米左右，可穿 2 堵墙。 

4 工作 放大器的角色是中转站的概念，放大器可以服务所有的接收器。 

7. 发卡器 

www.wewil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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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发卡器三视图 

发卡器采用 USB 接口连接电脑，发卡器是对人员卡中的有源卡进行操作，可以实现发卡、回收、挂失
等功能，连接系统绑定人员信息与人员卡的 ID 信息。外观如图 9 所示，具体功能说明如表格 7 所示。 

表格 7 发卡器参数 

序号 项目 内容 
1 尺寸 120mm×120mm×24mm。 

2 读卡距离 1~5cm，确保一对一工作。 

3 读卡提醒 蜂鸣器、LED 灯显示。 

4 工作温度 -20~65℃，完全满足现场环境需求。 

5 工作时间 连接电脑，可 24 小时不间断工作。 

六、 系统优势 

1. 读写距离远 
有源人员卡读写的距离远远大于普通人员卡，系统会控制在 20~30m 范围的区域对人员进行监控定位，

保证准确性，这样在对人员进行监控管理时，可以快速定位到人员的行动轨迹。 

2. 无死角识别 
由于人员卡的无线信号是以球面波的方式发送出去，这样对随身携带的人员卡的佩戴位置没有特别的

要求，充分降低死角不能识别的情况，使定位更加精准。 

3. 辐射影响小 
无源人员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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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无源人员卡，有源人员卡可自身提供能量，这样主机、接收基站、
接收器和人员卡的发射功率可以做得比较小，相当于手机的 1/10，对人体基本没有危害。 

4. 自组网功能 
接收基站和接收器本身具有自组网功能，不必另外布网线，另外也无需布 GPRS 网络，因为 GPRS 网

络每月都要上交基本话费，费用比较高。利用无线网络自组网功能，更加稳定的同时，一次性投入，大大
节省了费用。 

5. 工作时间长 
有源人员卡用到的是低数据量、低功耗的无线技术，休眠功耗为 uA 级别，这样有源标签可以长时间工

作，工作时间可以长达 1 年，电池采取可更换钮扣锂电池，方便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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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设备清单 
根据系统设计，统计所用到的设备清单如下，具体设备清单需要双方再沟通落实确认。初步设备清单

如表格 8 所示。 
表格 8 初步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数量 说明 

1 人员卡 ZT100 4000 每人配一张人员卡。 
2 室外接收基站 ZBS200-O 150 具体数量需与客户确认。 

3 室内接收器 ZBS200-I 150 具体数量需与客户确认。 

4 室外主机 ZHS300-O 20 每 10 个基站配一台，预留 5 台。 

5 室内主机 ZHS300-I 20 每 10 个接收器配一台，预留 5 台。 

6 中继器 ZR100 10 用于室内，具体数量需与客户确认。 

7 发卡器 ZCS100 5 发卡、回收、挂失等操作。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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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