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新力量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New Forc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国内领先的 RFID供应商              Http: //www.rfid-nfc.com               服务热线：400--602--0005 

                       
                           

第 1页            

基于 RFID的公交智能调度管理方案 

1. 系统概述 

1.1. 系统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智慧城市政策的下达试行，城市建设规模日趋扩大，而城市交通问题日益凸显，

已成为严重制约许多中大城市发展的重点问题之一。大力、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城市交通

管理，提高公共交通运营管理效率和社会服务水平，符合目前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大城市发展趋势。 

1.2. 现状与分析 

城市公交系统基本上还是采用“定点发车、两头卡点”的手工作业的调度方式，调度人员无法实时了解运

营车辆情况，难以及时有效地采取调度措施。公交车辆调度处于“看不见、听不着”现状，具有较大的盲目性

和滞后性。导致公交车辆的行车速度下降、行车间隔不均衡，且时常出现“串车”、“大间隔”现象，严重影响

了公交客运的服务质量。等待公交车的人们不能及时了解所等班车的运行情况，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等到所乘

班车。 
公交车辆调度管理系统是智能交通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采用先进的信息通讯技术，收集道路交通的动态、

静态信息，并进行实时地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安排车辆的行驶路线，出行时间，以达到充分利用有限的交通

资源，提高车辆的使用效率，同时也可以了解车辆运行情况，加强车辆的管理。RFID技术作为交通调度系统信
息采集的有效手段，在交通调度管理系统中将扮演重要角色。 

2. 系统介绍 

2.1. 系统原理 

利用将 RFID 技术、电子地图和无线网络技术建设公交管理系统，可以实现公交车远距离、不停车采集信
息；进出站信息自动、准确显示。使公交调度系统准确掌握公交停车场公交车进出的实时动态信息。通过实施

该系统可有效提高公交车的管理水平，对采集的数据利用计算机进行研究分析，可以掌握车辆运用规律，杜绝

车辆管理中存在的漏洞，实现公交车辆的智能化管理，提升城市形象。从而提高城市公共交通运营调度的管理

水平。 
公交智能调度包含公交总站、公交站点、公交行驶路线的管理。 
l 公交总站管理 
读写器安装在总站进出口位置，当读取标签后，获取标签的信息传送后台比对，可控制道闸等，实现远距

离识别进出公交总站。 
l 公交站点管理 
读写器安装在站台附近位置，当公交进站时，标签被读写器读取，数据通过无线或有线方式传送到调度中

心。 
l 公交行驶线路管理 
读写器安装在天桥、高架桥等位置，当公交经过此路段时，读写器读取标签的信息将传送到调度中心，以

便监测公交路线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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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系统拓扑图 

2.2.1. 公交总站管理 

 
 
 
 
 
 
 
 
 
 
 

每辆公交车将配发具备全球唯一识别码并经过系统注册的标签，当公交车辆进入车场时，车上的标签将被

安装在入口处的读写器自动获取，并传输至后台电脑处理，后台电脑对于此信息记录并处理，记录该车辆的入

场时间与车辆相关信息，后台并判断该车辆应该停放在场内的哪个停车位，并将此信息反馈至入口处的 LED显
示屏。驾驶员通过 LED显示屏可以知道应该停放在哪个车位和一些附加信息，如下次出车时间（此时间是经过
后台电脑自动运算的结果）等。当公交车辆出场时，基于相同的工作原理，后台系统记录出场时间和其它信息，

并记录写入后台数据库。 

2.2.2. 公交站点管理 

 
 
 
 
 
 
 
 
 
 
 
 
 

当安装在公交站点的远距离读写器接收到标签的信号后，读写器通过网线（或 GPRS）将标签信号发给指
定数据处理终端，并判断为公交进站；当读写器无法读取该标签的信号时，判断为公交离站；判断结果，可以

与公交车内广播系统相连控制语音播报，再通过公交开关门信号，准确判断公交已停站和将离站的状态。 

2.2.3. 公交行驶路线管理 

 当公交行驶经过已安装读写器的天桥时，读写器读取标签信息，将它传送到调度中心处理，判断公交是否

偏离行驶路线、交通状况等情况，有效实现远距离监控和调度。 

图 2 站点管理拓扑图 

图 1 总站管理拓扑图 

http://www.rfid-nf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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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系统结构 

2.3.1. 系统构成 

基于射频识别技术的公交智能调度系统，通过对运营公交车辆位置信息的采集, 为公交计划排班、调度监
控和乘客信息服务提供相关数据, 其构成主要包括前端信息采集单元、公交调度中心、终端服务单元三部分，
框架结构如图 3所示。 

1）前端信息采集单元用于车载电子标签和公交站点读写器之间的数据通信； 
2）公交调度中心用于对采集信息的数据的分析、处理、转发等； 
3）终端服务单元用于实现调度命令的发布及车辆运营信息的发布和查询等。 

 
 
 
 
 
 
 
 
 
 
 
 
 

l 数据采集部分 
在某路段的天桥、广告杆上，站台附近的电线杆上（便于取电、降低投资）或站台上方，及公交车场进出

口安装一体化读写器, 读取途经车站或进出场车辆的电子标签中存储的数据（车辆识别码），如图 4。 
l 数据传输部分 
通过有线网线或无线 GPRS将采集到的数据实时上传至公交调度中心。 
l 数据处理部分 
经调度中心服务器对上传数据的分析、处理, 实现对运营车辆的一体化、智能化的监控、调度与管理。 

图 3 系统框架结构图 

http://www.rfid-nf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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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功能构成 

 
 
 
 
 
 
 
 
 
 
 
 
 
通过公交总站、公交站点对公交的监控管理，能有效地实现公交智能调度。如图 5，电子标签内有车辆信

息，当读写器读取到电子标签，就能获取到当前时间、公交车牌号码、类型；调度中心通过对读写器端传输的

信息进行分析、计算，能有效监控车辆位置、行驶速度、车流状态；调度中心把最新的公交信息发送到各站电

子显示牌，显示公交到达本站的预计时间、到站距离和车流现状，并通过判断是否增、减发车辆，或增加、缩

短发车间隔，实施对公交站内公交的调度。 

图 5 信息流程图 

图 4 公车调度结构图 

http://www.rfid-nf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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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流程 

1）公交车辆在靠近车站时，车站处安装的 RFID读写器收到贴在公交车上电子标签发出的信号，判定为进
站阶段，GPRS会将车辆信息、到站时间等信息传输到公交车站调度中心，同时更新各站的站牌 LED显示内容。 

2）公交车离开车站一段距离后，不再收到 RFID 信号。RFID 信号从有到无，可以认定为站间行驶阶段，
根据刚离开车站的编码，判断出下一个站号，计算相应信息，显示下一站站牌 LED中。 

3）在公交车行进过程中，经过某一路线监控点时，天桥或路线某位置的读写器接收到 RFID信号，可以判
断行驶路线是否正确、路况等。 

4）进入下一车站时又重复步骤 1）～3）的过程。 
5）公交调度中心根据 1）～4）流程可知道公交目前的状态，同时可根据公交状态进行合理的调度。 

4. 系统安装 

l 读写器安装 
读写器读取标签距离限定在 10米以下，车速控制在 60公里/小时以下为宜，电子标签选择安装在车的挡风

玻璃后面或者车内合适地方。公交总站的读写器用不锈钢立柱固定在通道旁或者悬于通道顶部恰当位置，公交

站点的读写器安装在站台附近的电线杆上（便于取电、降低投资）或站台上方，安装时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调

整至最佳离地高度和角度。 
 
 
 
 
 
 
 
 
 
 
 
 
 
 
 
 
 
 
 
 
 
 
 
 
 
 

图 7 站点管理安装图 

图 6 总站安装例图 

http://www.rfid-nf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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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标签安装 
如果采用 UHF标签，标签可安装在挡风玻璃右上角或公交后面顶部；如果采用有源标签，标签可安装在公

交车内的某位置，但需要保证不能被铁盒屏蔽。 

5. 系统特点 

5.1. 应用范围广 

感应式地埋线圈最主要的缺点在于只能采集交通流量信息而不能对具体车辆进行识别跟踪，因此应用范围

有限。而 RFID技术恰恰弥补了地埋线圈的这一缺点。 

5.2. 信号稳定 

GPS卫星定位在碰到高层建筑比较多和密集的路段时信号衰弱严重，在有高架路桥或者隧道遮挡时没信号，
都会导致 GPS系统信号不稳定甚至无法正常工作。有源读写器距离稳定，不易受周边环境影响。而且，有源标
签可以有效突破汽车防爆金属网的屏蔽作用，顺利与阅读器交换数据。当然，RFID技术在灵活性方面不及 GPS,
但足以满足公交在固定线路、固定站点特点之下的行业需求。 

5.3. 低成本 

与 GPS需要昂贵的车载设备相比，基于 RFID技术的系统可以将主要的识别及通讯设备由车载移至固定的
地面数据采集点。因为采集点的数量远少于需要定位服务的车辆数量，所以所需的交通信息采集网络的投资要

远小于为众多车辆安装 GPS设备的投资。 

5.4. 抗干扰能力强、响应速度快 

自主研发的独特数据处理技术，准确快速的识别卡，有效的解决了同频干扰问题，解决了同一时间卡量太

多，读写器数据冲突造成错读、漏读识别卡，导致反馈信息不准确的问题。 

图 8 行驶路线管理安装例图 

http://www.rfid-nf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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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避免人为操作漏洞 

整个过程的管理免除了人为干预，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系统的运营成本和减少因人工操作带来的不可避免的

损失。 

6. 其它应用领域 

l 大型企业公用车辆调度 
l 的士公司车辆管理 

7. 硬件设备选型 

产品图片 型号 简介 作用 

 

无源一体化读

写器 
NFC-9801 

l 频率：902~928MHz，一体化封装便于安
装 

l 标配多种通信接口，用户可自由选择 
识别标签 

 

有源定向读写

器 
NFC-2421 
NFC-4321 

l 频率：2400MHz~2483MHz 
391MHz~464MHz； 

l 一体化封装便于安装 
l 优秀的防冲突性能 
l 定向实现远距离读取标签通信距离远，
接收灵敏度高 

l 优越的距离可控性 
l 标配多种通信接口，用户可自由选择 

识别标签 

 

发卡机 

l 桌面式或悬挂式安装，体积小，方便使
用 

l 可对使用中的标签进行读卡、写卡、授
权等操作 

l 接收灵敏度高 

发卡授权 

 

915M桌面发卡
机 NFC-9211 

l 频率：902~928MHz 
l 体积小，性能稳定 

发卡授权(写
卡) 

 

915M标签 
NFC-921 
NFC-962 

l 工作频率:902-928 MHz 
l 协议:ISO18000-6B/C 
l 数据保存期限:10年(在+25℃) 
l 读取距离:8 米（配合功率1W 的读写器
及12dBi天线） 

l 防护等级:IP67 
l 工作温度:-40℃-75℃ 
l 工作湿度:10%～75% 
l 安装方式:可用双面胶、玻璃胶或螺钉直

接固定于物体表面。 

车辆唯一标签 

http://www.rfid-nf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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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源RFID 标
签 

NFC-2432 
NFC-4332 

l 频率:2400MHz~2483MHz 
391MHz~464MHz 

l 超低功耗、使用寿命长 
l 空中防冲突性能好，可同时存在500 张

以上标签 
l IP 防护等级高 
l 大容量用户区，可满足不同应用 

车辆唯一有源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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