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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关键词 售后 RFID 管理，货物定位盘点，仓库 RFID 管理 

简  介 
利用有源 RFID 技术的距离远、稳定性好、智能定位组网等特点，对售后及

仓库的产品进行定位搜索和系统盘点等智能管理。 

发布人 广州众志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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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需求背景 

利用专用技术设备进行自动定位寻找和盘点 DOA 的机器。优先利用 RFID 等无线射频技术进行机器的

定位，盘点，进库，出库等状态信息管理。 

1. DOA 机器接收和入库登记管理； 

2. 机器（或外箱）维修移动管理； 

3. 机器（或外箱）寻找定位功能； 

4. 机器（或外箱）寻找盘点管理功能； 

5. 机器（或外箱）寻找出库管理功能。 

二、 使用流程介绍 

1. 入库发卡 

工作人员收到维修产品时，第一时间是“发卡”，即是给产品上身份，让系统知道产品的动向。发卡标

签与产品的相关信息绑定，代表产品的“身份证”。 

 
图 1 发卡操作示意图 

如图 1 所示，每台笔记本都有一个唯一的条形码，记录该产品对应的销售信息，工作人员收到产品后，

第一步用手持 PDA 扫描条码，PDA 通过 WIFI 与后台数据库对接；第二步工作员拿一个有源标签放在发卡

器上，如图 1 右所示，此时有源标签的 ID 号会通过无线自动上传给手持 PDA；第三步，工作人员按一下手

持 PDA，绑定有源标签与产品条码，最后将有源标签贴于相应的产品上即可。 

2. 维修完成 

维修完成时，刷一下维修完成的 RFID 读头，系统即自动将该产品维修完成的信息同步到系统上，方

便其他部门查询，随时知道维修产品最新动向。 

3. 定位寻找 

对于已经发卡成功的产品，工作人员可以通过电脑或移动 PDA 对某一产品进行搜索定位，防止因为放

错位置而浪费很长时间寻找，另外寻找有定位指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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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定位效果图 

如图 2 所示，工作员输入需要搜索的产品信息，可以是客户名、维修日期、标签 ID 号等，目标产品以

红色圆点显示，搜索本人以绿色圆点显示，从图中可以看出，目标产品在 A11 区域，工作员在 C1 区域，

并且可以看出 C1 区与 A11 区的布局距离，当工作员移动时，定位信息会随时更新，方便工作员有规划地

向目标产品移近。 

4. 货物盘点 

无需人力全自动盘点，管理人员只需通过电脑或是手持 PDA 发一条盘点指令，过一段时间，系统即会

自动将盘点结果反馈回来，达到节省人力物力的目的。 

 

图 3 基站点布局示意图 

如图 3 所示，基站从墙顶下拉，与售后厂区的灯安装平行，基站之间可进行无线通讯，最后将信号汇

总到主机。 

5. 快速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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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库时可刷一下“出库读头”，确认出库信息后，取下产品标签即可，出库信息会第一时间同步到系统，

方便其他部门人员及时看到。 

6. 防盗监控 

当产品成功发卡后，在没有出库操作之前，若被有意或无意带离厂区时，系统会产生告警信号，并自

动通知到指定的办公地点。 

 

图 4 出库防盗示意图 

如图 4 所示，出库时需要将产品刷一下出库读头，并将标签进行回收，若在没有出库的情况下拿出大

门，防盗接收器会收到标签信息，并向系统提交告警信号，及时遏制偷盗行为。 

三、 系统拓扑图 

1. 发卡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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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发卡拓扑图 

如图 5 所示，发卡操作只需要通过手持 PDA 即可，条码扫描获取笔记本的产品信息，另外通过发卡器

获取有源标签的 ID 信息，手持 PDA 与发卡器通过无线进行通讯，最后一键绑定信息并同步到数据库中。 

2. 定位盘点 

 
图 6 定位盘点拓扑图 

如图 6 所示，接收基站可在 4~6 米的范围内接收到有源标签的信号，并通过 WIFI 上传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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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盘点效果图 

如图 7 所示，盘点时可以通过客户端或手持 PDA 向系统发送盘点指令，系统即会汇总每台基站下读取

到的数量，当“登记数量”与“盘点数量”产生出入时，前景会变为红色提醒，如序列 2 所示，表示实际

盘点少了一台产品，点击可查看产品信息，大大节省人力及盘点失误。 

3. 出库防盗 

 

图 8 出库防盗拓扑图 

如图 8 所示，出库时有源标签需要在出库读头处刷卡回收，读头通过无线通讯的方式将出库信息传输

给防盗基站；当有源标签在不回收的状态下被门口的防盗基站读到时，基站会产生告警信号并通过 WIFI

的方式上传给后台系统，管理人员可能客户端或手持 PDA 进行查看。 

四、 产品介绍 

1. 有源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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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有源标签效果图 

有源标签采用电池供电，贴于产品外包装上，可回收循环使用，工作时间为 2 年左右，发卡成功后，

标签即代表产品的身份证。外观如图 9 所示。 

2. 防盗基站 

 

图 10 接收基站示意图 

接收基站主要是对产品进行监控、定位和盘点，安装于产品顶部和大门出口顶部，有源标签离接收基

站 5~8 米范围内时，可被读取到；离防盗基站 2 米左右范围内时，可被读取到。基站之间可进行无线组网

通讯，一直供电并工作着，示意图如图 10 所示。 

3. 发卡器 

 
图 11 读卡器三视图 

入库读头、维修读头和出库读头的特性都一样，只需要供电，采用无线的方式与基站或主机进行通讯，

为了确保识别的准确性，读卡器的识别距离为 5cm 以内，确认一对一识别。外观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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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系统优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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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对贴在物品上的标签位置没有特别的要求，

充分降低死角不能识别的情况，使定位搜索更加方便精准。 

2. 辐射影响小 

无源标签工作时需要主机提供能量，所以对读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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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源标签可自身提供能量，这样主机、接收基站、有源标

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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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工作时间长 

有源标签采用的是低数据量、低功耗的无线技术，休眠功耗为 μA 级别，这样有源标签可以长时间工作，

工作时间可以长达 2 年。 

六、 联系方式 

公  司：广州众志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姓  名：周子维 

固  话：020-29876231 

Q   Q：2128274528 / Re_Ray（微信号） 

邮 箱：zhouziwe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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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