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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环境下射频识别标签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野外环境下用于设备或线缆上的射频识别标签的一般要求、环境适应性要求及应用技

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野外环境下射频识别标签的设计、生产、使用和管理。 

注：射频识别标签包括普通标签和微型标签，本标准中的要求如无单独说明，则适用于普通标签和微型标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423.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d:自由跌落 

GB/T 2423.3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L:沙尘试验 

GB/T 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17554.1 识别卡 测试方法 第1部分:一般特性测试 

GB/T 17554.3 识别卡 测试方法 第3部分:带触点的集成电路卡及其相关接口设备 

GB/T 1762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GB/T 21563—2008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设备 冲击和振动试验 

GB/T 25340—2010 铁路机车车辆自动识别设备技术条件 

TJ/CL 344—2014  动车组电子标签暂行技术条件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射频识别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使用电磁耦合或感应耦合，通过各种调制和编码方案，与电子标签进行双方向通信，并读取电子标

签信息。 

[GB/T 32830.1-2016，定义3.1] 

3.1.2  

电子标签 RF 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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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物体或物品标识、具有信息存储机制的、能接收读写设备的电磁场调制信号并返回响应信号的

数据载体。 

[GB/T 32830.1-2016，定义3.2] 

3.1.3  

电子标签读写器  electronic tag reader 

利用射频识别技术，远距离无线读取其信号覆盖范围内的电子标签，识别或写入电子标签内的用户

数据信息的设备。 

3.1.4  

野外环境 field environment 

全露天、无任何遮挡的环境。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RFID：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4 一般要求 

4.1 基本功能 

射频识别标签应具备以下基本功能： 

a) 标签可由识读设备写入设备或线缆的标识信息并存贮； 

b) 标签可方便地安装于待标识的设备或线缆上； 

c) 安装标签的设备或线缆经过识读设备时，标签信息可被识读设备有效读取。 

4.2 技术参数 

工作频率范围：（902~928）MHz； 

调制解调方式：反射调制 ASK（下行）/幅度频率解调（上行）； 

标签工作频率及灵敏度：符合GB/T 25340-2010 5.4给出的要求； 

工作场强：0.15V/m≤E≤60 V/m； 

防护等级：IP68； 

传输速率：50~100Kbps； 

存贮容量：不低于128bit； 

工作方式：无源； 

数据收发：双向。 

4.3 标签存储 

标签存储应满足如下要求： 

a) 标签数据保存时间不低于 15年； 

b) 标签擦写次数不小于 10万次。 

5 射频识别标签环境适应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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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自由跌落适应性 

当射频识别标签粘接、铆钉固定于物品侧面或底面时，从2.5m高度的地方跌落，标签读写性能不发

生改变，封装不发生异常，粘接或铆接效果不发生改变。 

依据GB/T 2423.8中所规定的方法进行自由跌落适应性试验。 

 

5.2 防护等级 

射频识别标签封装外壳应密封防尘防水，外売防护等级(IP代码)符合 GB/T 4208-2008中IP68的要

求。 

依据GB/T 4208—2008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5.3 大气条件 

在表1所示条件下射频识别标签读写性能均不发生改变，封装不发生破裂、鼓胀等异常现象，粘接

或铆接效果也不发生改变。 

标签温、湿度和大气压环境适应性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温、湿度和大气压环境适应性 

气候条件 参数 

温度 
工作 -40℃～85℃ 

贮存运输 -70℃～150℃ 

相对湿度 
工作 5%～95% 

贮存运输 20%～93% (40℃) 

大气压 86kPa～106kPa 

注1：在极端温度中，存贮和运输最长期限仅限于6小时。 

注2：温度要求参照并符合GB/T 25340—2010 5.2.2给出的要求。 

依据GB/T 2423.1和GB/T 2423.2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5.4 海拔适应性 

被测标签应在超高海拔及以下条件下正常使用，其测试试验可在实验室中进行。 

注：通常海拔高度在1500-3500米为高海拔，3500-5500米为超高海拔，5500米以上为极高海拔。 

5.5 抗振性  

按照GB/T 21563—2008中9.1和9.2的要求，对被测标签进行试验。试验结束后，对标签进行读写测

试，标签应正常工作。 

5.6 抗冲击性 

按照GB/T 21563—2008第10章要求，对被测标签进行试验。试验结束后，对标签进行读写测试，标

签应正常工作。 

5.7 抗粉尘性 

将射频识别标签置于空气含沙量不低于20g/m
3
的使用环境中，射频识别标签读写性能不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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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GB/T 2423.37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5.8 电磁兼容抗扰度 

依据GB/T 17626或TJ/CL 344—2014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5.9 抗紫外线 

对正反面进行单色波长254µm、总能量15W·S/cm2辐射，储存在标签内的数据不应改变，并能进行

数据的读写。 
 

5.10 抗 X射线 

射频识别标签任一面或双面暴露于70 keV～140 keV范围内的中等能量X射线（0.1 Gy/a的累积剂量）

后，标签应能正常工作。 

依据GB/T 17554.1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5.11 抗油污 

射频识别标签表面覆盖3mm厚度的油污后，标签应能正常工作。 

5.12 抗压力 

在射频识别标签顶部表面施加1.0 kPa士0.13 kPa的均匀压力后，标签外观应完好，封装无异常，

并能正常工作。 

依据GB/T 17554.3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6 射频识别标签的应用技术要求 

6.1 外观要求 

标签不应有可能干扰性能的缺陷和视觉可观察到的损伤或附着物，不能有溢胶现象。 

标签表面包含图形或文字信息时，标签表面印刷或打印的图形与文字应清晰、端正。标签有条码时，

条码应有干扰识读的暗纹。 

6.2 尺寸要求 

标签宜为长方形或圆形，尺寸要求如下： 

a) 长方形标签：边角宜为圆角，普通标签长度不宜超过 200mm、宽度不宜超过 40mm； 

b) 微型标签：长度不宜超过 15mm，宽度不宜超过 8mm； 

c) 圆形标签：普通标签直径不宜超过 50mm、微型标签直径不宜超过 15mm。 

6.3 材质要求 

射频识别标签的制造不得使用具有污染、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可能性的原材料。射频识别标签制

造禁用和限用材料见附录A。 

6.4 封装方式 

射频识别标签的封装方式应符合第5章的要求，且封装效果不发生改变。 



T/CATSI 00 001—2018 

5 

6.5 读写性能要求 

6.5.1 固定于金属表面的读写性能 

射频识别标签粘接或铆接固定于各种金属材料上，其标签读写性能等于或优于置于空气中的读写性

能，或满足应用的读写距离需求。 

6.5.2 金属环境中的读写性能 

将射频识别标签置于周围分布有金属的环境下，其标签读写性能等于或优于空气中读写性能，或满

足应用的读写距离需求。 

6.5.3 读写距离 

射频识别标签的读写距离应在适合操作的范围内，且射频识别标签间不易形成干扰。 

6.6 安装要求 

6.6.1 安装方式 

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射频识别标签可在设备或线缆上以粘接、铆接等方式进行安装固定。 

6.6.2 安装位置 

对于含有铆接标牌标记的设备，射频识别标签粘接或铆接位置优先考虑铆接标牌位置附近。 

对于含有油漆标记、钢印刻或没有明显标记的设备以及线缆，应根据其形状选择较隐蔽的位置进行

粘贴，以避免标签在使用过程中受到碰撞。 

7 电子标签读写器功能要求 

7.1 手持式电子标签读写器 

手持式电子标签读写器的功能要求应包括： 

a) 工作模式与状态、发射功率、信道、用户 ID等可在本读写器上动态设置； 

b) 在读写范围内可调节读写距离，可计算并显示与读写的电子标签距离； 

c) 使用宽带移动通信技术，适应各种移动速度； 

d) 支持固件和应用软件远程升级； 

e) 可集成各种增值功能，有丰富频道、信道资源可用； 

f) 能以无线方式与电子标签进行通信，以有线或无线方式与数据存储处理设备进行通信，并执行

数据存储处理设备发来的指令； 

g) 具有较大尺寸彩色显示屏，在日光下能正常阅读信息； 

h) 具有常用按键及用户可自由定义的按键； 

i) 内置大容量可更换锂电池，支持较长使用时间，具有自动休眠、电量提示等智能电源管理功能。 

7.2 固定式电子标签读写器 

固定式电子标签读写器的功能要求应包括： 

a) 射频参数可根据客户需求方便灵活配置； 

b) 集成移动通信和 TCP/IP技术； 

c) 支持应用软件远程升级，支持串口升级固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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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读写模式多样化，支持广播、组播、单播自动识别电子标签； 

e) 内置存储器，能够长期保存用户配置的参数； 

f) 抗干扰设计，适合电磁环境恶劣的应用场合； 

g) 配置使用全天线或天线阵列，适合多标签高速运动方式读写。 

7.3 基站式电子标签读写器 

基站式电子标签读写器的功能要求应包括： 

a) 集成移动通信和 TCP/IP技术，可实现点对点，点对多点等灵活的无线组网方式； 

b) 可配置使用全向、定向天线或无线阵列，适合多标签高速运动方式读取； 

c) 无公共电网供给条件下的，应配备风能、太阳能或风光互补发电装置； 

d) 其他功能与固定式电子标签读写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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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射频识别标签制造禁用和限用材料 

A.1 禁用材料 

射频识别标签制造禁用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4-硝基联苯； 

——2-萘胺； 

——对二氨基联苯； 

——4-氨基联苯； 

——石棉； 

——CFC—氯氟碳； 

——单甲基二溴二苯甲烷； 

——单甲基二溴二苯甲烷； 

——(Ugilec 121或 21) 单甲基二氯二苯甲烷； 

——(Ugilec 141) 单甲基四氯二苯甲烷； 

——哈龙-全溴氟烃； 

——壬基苯酚； 

——壬酚乙基物； 

——八溴二苯醚 (Octa-BDE)； 

——PCP-五氯苯酚及其盐类和酯化物； 

——PCT-多氯三联苯； 

——五溴二苯醚 (Penta-BDE)； 

——短链氯化石蜡 (SCCP)； 

——短链氯化石蜡 (SCCP)； 

——铅基油漆； 

——高浓度卤素。 

A.2 限用材料 

射频识别标签制造限用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HCFC—氟氯烃； 

——砷及其化合物； 

——镉及其化合物； 

——铅及其化合物； 

——汞及其化合物； 

——PBB—多溴联苯； 

——PCB—多氯联苯； 

——氟化温室气体； 

——HFC (氢氟碳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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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C (全氟碳化物)； 

——六氟化硫 (SF6)； 

——甲醛； 

——异氰酸盐类；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 

——甲苯、三氯苯 (TCB)； 

——三氧化锑； 

——铍及其化合物； 

——六价铬化物； 

——氯化钴； 

——十溴二苯醚 (Deca-BDE)； 

——人造矿物纤维 (MMMF)； 

——中链氯化石蜡 (MCCP)； 

——镍； 

——四氯乙烯； 

——邻苯二甲酸酯类： 

• 邻苯二甲酸丁苄酯 (BBP)； 

•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 

•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已基)酯(DEHP)； 

• 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INP)； 

• 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DIDP)； 

• 邻苯二甲酸二辛酯(DNOP)； 

•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 邻苯二甲酸二甲酯； 

——氯化钴； 

——多环芳烃(PAH)； 

——聚氯乙烯(PVC)； 

——滑石(Talcum)； 

——福美双(TMTD)； 

——有机锡化合物； 

——磷酸三苯脂(TPP)； 

——三(2,3-二溴丙基)磷酸酯； 

——三吖啶基氧化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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