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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轨道交通车辆数量的逐步增加，对车辆运行安

全的控制性已变得愈发重要，相关部门应以 RFID 技术

为基础，适时搭建轨道交通车辆定位体系，利用对该体

系功能内容的合理控制来提升该定位体系的应用质量，

强化 RFID 技术的应用效果。

1    RFID 技术系统的分类与应用原理

1.1    RFID 技术系统分类

当前 RFID 技术系统的内在构成为管理系统、天线、

电子标签与阅读器，在进行内部设计时需适时明确各部

分的对应性功能。从工作频率的角度来看，RFID 技术

系统可分成高频与低频。具体来看，针对高频 RFID 技

术系统而言，其工作范围为 2 ～ 30MHz 之间，常见的

工作频率为 27.125MHz 与 13.56MHz，该技术系统多

运用在公交卡、身份证等，与低频 RFID 技术相比，其

内部的信息存储量较大，在实际工作中常放置在阅读

器内；而对于低频 RFID 技术系统来说，30 ～ 300kHz
为低频 RFID 技术的应用范畴，在该技术体系内常见的

工作频率为 134kHz 与 125kHz。低频 RFID 技术在实

际应用时受多重要素影响，其内部电子标签的数据信

息存储量不大，在实际应用时内部的阅读器存在天线

方向弱、作用距离近等特征，无论是低频 RFID 技术体

系还是高频 RFID 技术系统，技术人员应适时明确该技

术系统应用的实际情况，利用相关行业系统内部的实

际运行情况来选择对应的技术体系。

1.2    RFID 技术系统应用原理

在应用 RFID 技术前，技术人员应明确该技术系统

应用原理，通过对该原理的坚持来提升 RFID 技术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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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通常来讲，RFID 技术体系多为借助电磁波内的

空中耦合来完成电子标签、阅读器的数据信息通信。若

该系统启动内部应用软件时，要对控制指令中的具体

内容进行合理编辑，利用对相关信息数据的传输来完

善阅读器识别效果。阅读器在实行内部识别期间，依

照其识别范畴可适时发射将要查询的信号，而在电子

标签出现在阅读器的可识别范围中时，可有效激活电

子标签，并及时完成查询分析接收信号，该状态内的

信息数据将在完成调制后也会进入到对应的阅读器内，

阅读器在完成解码处理与解调数据信息后，其处理的

信息数据将出现在具体的应用软件内，而应用软件在

获取数据信息后，又会根据对应性操作来完成信息数

据的储存，在该项举措的引导下更好地实现用户需求。

2    RFID 技术在轨道交通车辆精确定位系统内的实

际应用

2.1    搭设轨道交通车辆定位体系框架

在搭设轨道交通车辆定位体系框架期间，技术人员

应适时观察 RFID 技术，利用对该技术特征的合理掌控

来设计该定位体系的具体框架。一般来讲，如图 1 所示，

轨道交通车辆定位体系在具体搭设时，技术人员应明确

该系统内部的各项组成，即该系统内容包含数据网络

与传感网络，比如，传感网络在具体应用中要适时关

注其内部的电子标签与阅读器，在需要定位的车辆中

也适时安装对应的阅读器与标签，当前的车辆精确定

位体系内应借助适宜举措来布置标签与阅读器，借助

对该布置形式的合理控制来得到定位车辆的数据信息，

再将该信息数据放入到对应的阅读器内。针对数据网络

的使用态势而言，其内部构成多包含数据传输信道与

车载处理器，车载处理器的设计与应用要依照不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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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车辆的具体需求而定，在得到相关需求信息后，将

对应性指令利用数据传输信道来传输到阅读器内，根

据该阅读器的适宜转换，来明确轨道交通中的车辆定

位信息，通过对该信息数据的合理控制来增强 RFID 技

术在车辆定位体系内的应用水平，值得一提的是，数

据传输的形式可同时采用无线与有线的方式进行，在

该项举措的引导下，提升数据信息传输的精准性。

此外，在完成轨道交通车辆定位体系的合理设计后，

技术人员还应适时探测与该系统定位相关的应用方法，

如图 2 所示，通过对 RFID 技术的合理使用，有效增强

车辆定位体系运用效果。比如，以 RFID 技术为基础探

测车辆定位体系的方式包含非测距方法与测距方法。前

者主要的方式内容为参考标签、空间指纹；而后者应用

的方式为 TOA、TDOA、AOA 与 RSSI 等，TOA 为阅读

器与电磁波的结合、TDOA 属标签信号相同的两项阅读

器时间差、AOA 为电磁波信号角度、RSSI 即射频信号

强度等，在明确不同类型的测距方式后，有效提升轨道

交通车辆定位体系与 RFID 技术的融合效果。

2.2    确认定位体系内部功能

在完成轨道交通车辆定位体系与 RFID 技术的融合

后，技术人员应适时明确该系统的内在功能，利用对

其功能的控制来提升系统应用质量。一般来讲，轨道

交通车辆定位体系主要包含监控系统、数据收集系统

与数据传输系统，需对各系统内部功能实行合理分析。

首先，在关注监控系统期间，技术人员需明确该系统内

部的具体功能，其主要关注任务为精准处理系统已上传

的数据信息，并利用对各项信息数据的合理分析来设

计出完善的设备管理记录，在该管理记录中绘制合适

的数据统计表，对各项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科学监控。

若设备内的数据信息未流经对应的信息传输通道，该系

统将发出不同类型的警报，增进轨道交通车辆定位体

系应用的安全性，监控体系内常见的设备有网络终端、

报警器设备、监控主机、控制器与数据信息通信接口。

其次，在完成对监控体系的控制后，技术人员还要及

时观察数据采集系统，该系统内容主要有区域覆盖与关

键点，区域覆盖的地区为范围较大的开放区域，如走廊、

楼梯间、办公室或设备间等；而关键点则为房门口、楼

口与大门口等出入点。最后，在关注数据传输系统期间，

技术人员需及时检查监控室与数据采集系统的网络连

接处，利用对该位置的合理控制来提升系统应用效果。

2.3     增设车辆精确定位设备

在使用轨道交通车辆定位体系期间，技术人员若

想精准融合 RFID 技术，需增设车辆定位设备，利用对

该类设备的合理使用来提升系统应用效果。一般来讲，

技术人员在日常操作中可合理使用智能读写器与激活

器，将该类设备放入到轨道交通车辆定位体系内。比如，

在应用智能读写器前，要适时掌握其内部功能，该产

品设备内部含有一定的 RFID 技术，在实际使用时存在

强抗干扰能力、快识别速度、高灵敏度与可控的识别

距离等优势，并借用支架与螺钉来完成固定，室外与

室内使用的型号分别为 AR801B、AR801A。AR801 系

列智能读写器可利用以太网完成与监控系统的数据通

信工作，其信息通信带有双向性，会将识别卡内的信

息数据放置到监控中心内，在该类设备的作用下为轨

道交通车辆定位体系带去更具精度、准确的信息数据。

此外，对于激活器的设计应用来说，激活器也应存有

RFID 技术，在合理应用无线通讯技术的过程中，该技

术将与电子签封锁、电子标签实行不同程度的数据信息

交换，对区域内的数据信息及时更新与采集对应标签，

完善车辆活动路线与区域定位的追踪，技术人员可将

激活器放入到轨道交通车辆定位体系内。

2.4    搭建轨道交通车辆定位监控体系

若想更好地应用轨道交通车辆定位体系，技术人员

图 1    RFID 技术与车辆定位精准体系的融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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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利用 RFID 技术为车辆定位体系搭设出合适的监控体

系，而在应用监控系统前，则要利用系统内部的各项功

能来了解车辆定位体系内位置数据信息的展现。比如，

车辆定位体系软件存有电子地图等显示信息数据的功

能，若相关车辆进入到警戒区域并发出警报时，报警

区域的具体位置则能真实地呈现在系统平面图内，在

实际设计时可借助电子地图表格来完成设备信息数据、

警点位置的呈现，并在表格内放置警报的具体日期与时

间、设备信息与卡号、对应管辖部门的信息数据资料等，

利用对该信息数据的合理了解来确认各类设备具体的

分布状况。在确认车辆精准定位体系内的数据位置后，

技术人员应依照该定位体系的内在功能来开展对应的

监控工作，借助对该项工作的合理关注来提升设备系

统的监控效果。在当前轨道交通车辆定位体系中，技

术人员可适时明确轨道交通的管理范围，对该地区的

交通数据信息进行适宜采集与管理，在明确轨道交通

内在监控范围的情况下在敏感地区增设多类带有监控

功能的设备，继而增强设备监控管理效果。在当前轨

道交通车辆定位体系的应用中，技术人员应适时探索

该定位体系的具体运行情况，了解其存在的敏感区域，

在该区域为其提供适宜设备，利用对该设备的合理控

制来加强区域交通控制，借助报警信息供给系统来找

寻敏感地区的交通管控问题，提升应急处理效果。

2.5    增加 RFID 技术过程控制

在融合轨道交通车辆定位体系与 RFID 技术的过程

中，技术人员应明确 RFID 技术的使用范围，根据其对

应的范围来规划出轨道交通车辆定位体系的应用状态。

鉴于 RFID 技术带有极强的无线属性，在实际应用时要

找出该技术的使用条件，圈定具体的使用范畴，提升技

术应用过程控制。一方面，轨道交通车辆定位体系在结

合 RFID 技术期间，可利用适宜的技术手段来确认车辆

定位系统的精准性，利用该技术及时发现系统应用期

间生成的各项问题，在查明引发该问题的具体原因后，

利用针对性措施来解决该问题，提升轨道交通车辆定

位体系实践应用效果。另一方面，为确保轨道交通车

辆定位体系应用的合理性、科学性，技术人员需在该

系统内适时添加 RFID 技术，利用 RFID 技术的合理使

用来控制轨道交通车辆定位体系的应用过程，明确该

系统内部存有的多种功能，让更多系统功能作用在真

正的轨道交通管理部门内。此外，技术人员在结合车

辆定位体系与 RFID 技术期间，应及时明确不同类型技

术的对应性特征，即借助 RFID 技术更好地呈现轨道交

通车辆定位体系内部运行态势，在诸多技术内容的合

理应用下，有效增强轨道交通车辆定位体系在实践工

作中的应用水平，促进轨道交通行业的综合发展。

3    优化 RFID 技术在轨道交通车辆精确定位系统应

用中的有效措施

3.1    增加定位系统的监控

在精准融合轨道交通车辆定位体系与 RFID 技术期

间，技术人员应依照该系统的内部构成，不断增加对定

位系统的监控，利用该项举措来更好地完善定位体系内

的信息数据。一般来讲，针对轨道交通车辆定位体系的

使用过程而言，若想提升该体系的应用效果，增加该系

统与 RFID 技术的融合性，技术人员在日常工作中需及

时了解与掌握系统内部的各环节数据信息，借助对该信

息数据的精准控制来加大车辆精准定位系统的控制应

用效果，及时解决区域交通可能形成的各类问题。此外，

在增加轨道交通车辆定位体系内部监控功能的过程中，

相关部门应借助 RFID 技术及时改进车辆定位系统的应

用范畴，延展监控功能的数据信息，使其呈现出全面、

完整的轨道交通系统，在该项监控功能的作用影响下，

定位系统关注的车辆运行数据将变得更为精准，提升

车辆管理的有效性、针对性。

3.2     完善设备应用方法

在应用轨道交通车辆定位体系期间，技术人员可发

现系统内部存有多类设备机械，而该类设备的使用方式

也极大影响定位系统的使用效果。具体来看，车辆精

准定位体系在实际运行期间，需适时观察系统内部各

设备平台的运行情况，对系统平台中的设备功能进行

及时检测，确保各设备功能与系统实际运行情况相符，

再以此为基础增加更多设备应用方法。在调整设备应

用方式时，需对该设备的内部运行情况实行合理检查，

确认其在不同环境内的使用状态，依照其使用状态的

变化来调整运用方法，并根据轨道交通车辆定位体系

的内部构成来明确应用方案，利用对该方案的合理控

制来提升设备应用方式的合理性、科学性，解决交通

轨道车辆运行时的各项问题，加速轨道交通行业的整

体发展。

3.3    改进定位系统内部功能

在搭设轨道交通车辆定位体系期间，技术人员应

依照区域交通轨道运行的具体情况来明确车辆精准定

位体系的应用状态，在该体系内为其配备多种功能，

如监督、管理等，通过对该类功能的合理规范来提升

轨道交通车辆定位体系的应用效果。一般来讲，若想

 （下转第96页）

81-96 综合 22年 6月下  第18期.indd   93 2022/8/29   22:08:24



综合 2022 年    第 18 期

96

中国机械

5    结语

通过绘制厂修客车原车制动管路，建立制动管卡安

装座坐标系，并将部分管卡座优化为螺栓紧固结构，公

司厂修客车制动管卡座检修工艺得到很好的优化。

以前，几乎每台车在制动管路组装工序都需要焊接

制动管卡安装座。经过近 1 年的实践，专运处客车、青

藏客车等高档客车已消除制动管卡座二次焊接现象，普

图 2    螺栓紧固结构制动管卡座

通客车制动管卡座二次焊接数量普遍降低

85% ～ 95% 甚至更高。这不仅降低了客

车检修成本，提升了制动管路组装质量与

效率，而且降低了总装工序焊接损伤电气

配线及其他零部件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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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改进定位系统的内部功能，技术人员应利用信息

技术平台适时摸清该体系的主要需求，通过对该需求

的切实掌握来控制车辆定位体系内的各项功能，及时

找出与当前轨道交通发展不符的功能内容，高效完成

对其的精准改进。轨道交通车辆定位体系在实际应用

中，技术人员需确认车辆精准定位系统的应用范围，

及时划定监控管理区域，利用适宜管控手段来提升系

统内部多重功能，使各功能的应用水准符合交通轨道

车辆定位体系的实际要求，在遵守该类标准的情况

下，提升轨道交通车辆定位体系与 RFID 技术的融合 
质量。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关注轨道交通车辆定位体系与 RFID
技术的融合效果时，相关部门应适时确认 RFID 技术的

系统功能，根据其工作原理来设计轨道交通车辆定位

体系的内在构成，通过对系统设计内容的合理控制来

提升系统应用效果，保障轨道交通车辆定位体系的工

作水平，增进轨道交通行业的整体安全，提升其综合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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