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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RFID的气瓶管理方案 

1. 系统概述  

1.1.  系统背景 

随着工业迅速发展，工业气体近年来在我国不断增加，但目前在工业气体零售／批发市场，存在诸多问题，

工业气体是易燃、易爆、有毒气体，工业气瓶的合理使用及管理关系到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处理不当将造成无

可挽回的生命和财产的重大损失，瓶装工业气市场的资产与安全问题已经引起国家相关部门重视。 

由于气瓶数量多、分布广、流动性大等特点，传统的气瓶静态管理模式已不能满足目前气瓶管理的需要，

部分安全意识淡薄企业存在气瓶混充、乱充现象，大量流转气瓶处于超期未检、未登记注册的状态，气瓶爆炸

事故时有发生，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乃至和谐社会的建立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1.2.  现状与分析 

基于现有的气瓶管理所存在的缺陷，我司建议采用 RFID技术对气瓶进行智能化管理。在石化公司所属的每

个气瓶上安装 RFID电子标签，采用电子标签具有全球唯一的 ID对气瓶进行身份标识，同时可在 RFID标签内记

录气瓶的详细信息，比如：气瓶的所属公司、生气日期、有效日期、气体成分等等。本系统涵盖气瓶进出灌装

站、换气站和配送环节的管理，对气瓶在充装、检测过程中各工序的状态和行为加以控制，确保气瓶流转安全、

消除事故隐患、维护企业职工的人身及财产安全，防止不法用户非法牟利。  

2. 系统介绍 

2.1. 系统原理 

在管理的上安装 RFID标签，在加注站、维修公司和送气站等安装 RFID读写器或 RFID手持机，在每一个流

程中通过读写器或手持机识别气瓶标签，自动获取气瓶当前状态信息等。 

l 液化气加注站 

加注站的生产流程包括收瓶、检查、清洗、称重、清瓶、加注、检验、封印和发运。通过 RFID自动识别技

术，对气瓶标签进行快速准确的识别，提高生产效率，同时避免待检气瓶流入生产环节，造成质量隐患。 

l 气瓶检修公司 

气瓶检修公司的生产流程包括收瓶、检查、煅烧、翻沙、上漆、检测和发运。RFID技术能对关键的流程点

上进行识别和记录，并最终通过数据库实现对单个气瓶的跟踪管理。 

l 送气站 

送气站的生产流程包括收瓶、换气以及上门送瓶工作。RFID在送气站的应用用以实现对出入送气站的气瓶

进行登记，防止其它气瓶通过送气站渠道进入企业。 

http://www.rfid-nf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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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识别气瓶标签 

2.2. 系统结构 

本系统包含气瓶标识及管理、用户的标识与管理和作业操作人员的识别与管理三大功能模块。 

    
图 2：系统结构 

2.2.1. 气瓶标识及管理 

采用 RFID标签对气瓶进行身份管理，标签安装时可灵活安装，以便检测时取下与重新安装，标签中数据通

过加密进行存储，所以重新安装的标签能保证为系统的标签。 相关操作人员通过系统软件可以建档、编辑和维

护该信息，所有参与气瓶充装和流转的操作及管理人员均可根据其权限通过标签读写设备或管理软件查询到部

分或全部信息。   

2.2.2. 用户的标识与管理  

系统中所有用户配发 RFID电子标签，该标签作为用户的身份和交易依据。用户要进行交易时先到企业办理

相关手续，领取证卡并充值。配送人员送气上门，通过手持机对用户卡进行身份确认并扣除相应金额，并将瓶

号与之对应；在工业气站用户凭卡领、还气瓶，读写设备自动判断用户卡是否合法、卡上可领气瓶数是否满足

要求。在满足条件时，设备自动修改卡内相关信息，同时交易数据即时上报中央管理系统。   

http://www.rfid-nf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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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操作人员的识别与管理   

系统为每位员工配发一张唯一的用户卡,在其进行作业操作时系统自动判断其合法性及权限，控制其操作。

在其每一操作完成后，读写设备将其进行身份代码与所进行的操作信息一并上报系统中央管理系统，从而达到

对所有人员的操作都可以实时跟踪和检查。 

2.3. 系统拓扑图 

 
 
 图 3：系统拓扑图 

2.4. 系统流程 

系统流程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其分别为加注站生产流程、检修站生产流程和送气站生产流程。 

 

图 4：系统流程图 

http://www.rfid-nf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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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加注站生产流程 

l 在加注站出入口安装 RFID读写器或手持机，用于识别进出的气瓶标签； 
l 气瓶从运输车辆上卸下，读写器识别标签信息，从标签信息判断气瓶是否已到检修期，若要检修则自
动进入待修区域。这一环节可确保只有满足质量要求的气瓶才能进入正常的生产流程； 

l 在进入加注车间前，通过通道式阅读装置进行气瓶标签的再次阅读，确认本次收到的气瓶在前面的加
注前工艺流程中没有遗漏； 

l 在加注车间出口处使用 RFID读写器，确保进入车间的气瓶在一定的时限内加注完成； 
l 装车的气瓶经过最后的一道 RFID读写器，将自动记录下气瓶的装车明细。 

2.4.2. 检修站生产流程 

l 当气瓶进入检修站时，贴有 RFID 标签的气瓶数据被 RFID读写器进行自动识别，没有标签的则记录其
钢印号码。若该气瓶已超出了使用年限，系统会自动告警。 

l 在使用年限内的气瓶进入检修流程，密封阀门被取下，同时安装于阀门下的 RFID标签也被取下等待
重新写入数据信息； 

l 当气瓶进入阀门密封过程时，该工序工作人员通过气瓶上的钢印从数据库中获得气瓶的记录，并通过
RFID读写器将气瓶信息写入 RFID 标签中； 

l 气瓶检修完毕出厂时，安装原有 RFID标签，并通过读写器进行确认。 

2.4.3. 送气站流程 

l 送气站将通过 RFID设备和本地数据库建立连接； 
l 当自提客户更改气瓶时，通过阅读气瓶标签来识别空气瓶是否是公司资产，符合条件的气瓶才能进行
更换。 

l 送气人员在领取新气瓶的时候，必须通过 RFID读写器或手持机识别气瓶的标签信息，当旧气瓶回站
时，同样需要识读旧气瓶，并在数据库中建立客户记录。 

l 送气站的 RFID应用将有助于防范外来气瓶流入企业资产中，可以帮助站点和公司建立送气人员的工
作记录，同时也能够帮助企业建立液化气客户的数据记录和诚心度，忠诚度分析。 

2.5. 系统功能 

系统功能包括气瓶动态统计与管理、灌装厂灌气管理、灌装厂仓储管理、配送气瓶流转管理、检测站管理、

设备巡检、 用户卡管理和查询管理。 

 
图 5：系统功能模块 

http://www.rfid-nf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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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气瓶动态统计与管理 

对出入灌装站、换气站的气瓶进行动态统计及管理，手持设备在专用软件的支持下与工业气体公司工业气

瓶安全管理系统的服务器实时通信，操作人员可以根据其权限获取当前气瓶的若干基本信息，当气瓶存在各种

问题时手持设备会通过声音和文字的方式发出报警，提请操作人员进行必要的处理。同时工业气瓶物流安全管

理系统的服务器管理软件自动修改气瓶的状态，同时登记相关的信息。如气瓶进出站时间，操作人员和气瓶去

向等基本信息。 

l 灌装厂灌气管理 

    从换气站来的气瓶进行清洗，通过部署在清洗线的 RFID读写器读出气瓶上的标签中相关信息，提交生产管

理系统，进入气体灌装环节；在灌装前进行瓶检，如有问题，进入检测环节，如正常，通过检测后进入灌装线；

灌装后利用 RFID读写器也要进行相应的检测，灌装过程所有的信息均提交生产线管理系统，由生产线管理系统

进行相应处理，节约了劳动力与时间。  

    对气瓶在气站内流转过程进行严格的工序跟踪管理，提供充前管理、充后管理、瓶检管理、入出库管理等

基本管理过程。对气瓶流经各环节的动态信息实时登记和进行严格的判断，防止不合格气瓶进入充装环节、充

装不合格气瓶入库等违反正常流转安全要求的行为。   

l 灌装厂仓储管理   

    入库的气瓶及用户退回气瓶均有唯一电子标签标识其身份，并写有相应信息，通过部署在入口处的 RFID读

写器识别入库气瓶数量，并判断气瓶是否为合法气瓶。合法气瓶将进入灌装生产线，若发现气瓶存在问题，送

入瓶检程序，自动将气瓶设为待检状态，气瓶被系统锁定。   

    充装完成的气瓶随后送到仓库，部署在生产线上的 RFID读写器进行入库登记。出库时利用 RFID读写器读

取装车数量，并写入相应信息（如配送信息），进行装车，自动将气瓶设为出库状态。   

l 配送气瓶流转管理   

主要为配送站和换气站的管理，随着门店销售方式逐步边为大规模配送方式，以及服务的深入，此环节将

来将更多的为送气上门。   

在用户还瓶时，RFID设备可确定该气瓶是否为合法气瓶，在无异常条件下，修改气瓶当前流转状态为“换

气站”；然后将其送到充气站，如果发现气瓶存在问题，设备开始报警，提请操作人员将气瓶送入瓶检程序。

在操作人员确认后，自动将气瓶设为待检状态。如气瓶进入待检状态，在其检验结果登记完成并结论为合格之

前，气瓶被系统锁定。如在除瓶检外的任意环节发现该气瓶，读写设备都将报警，要求操作人员对其进行处理。

瓶检合格和不需要瓶检的气瓶可以进入充装环节。通过桌面读写设备判断用户提供是否合法用户卡并且可领气

瓶数量满足条件时用户可以领出气瓶。气瓶的进出都将通过部署在出、入口处通过读写设备处理，并进行数据

采集。 如送气上门，到达用户处，配送人员利用 RFID手持机对气瓶标签进行操作，并更改信息。  

l 检测站管理   

检测站主要有焚烧、测压、测漏、抛丸、上漆等环节，焚烧炉的高温将导致标签的损坏，在此环节重要的

是为了保证气瓶信息的唯一性，在此环节可通过信息链的关联对气瓶进行标签重新安装。  

l 设备巡检   

通过 RFID手持机识别气瓶上的电子标签，可以实现设备巡检管理，督促设备维护人员定期检查，系统自动

记录其检查行为，如发现设备维护人员有失职行为，系统即时通知相关管理人员。   

l 用户卡管理   

通过非接触式卡进行换气客户的管理。同时提供发卡，充值，换卡等配套功能。 

l 查询管理 

系统根据实际需要提供各种报表输出功能，可快速输出气瓶出门单、入库单、质量检验通知单、报废通知

单等必要的单据。系统提供完善的组合查询功能，操作人员可根据各种条件从海量的数据中快速检索所关心的

数据信息和历史记录。 

http://www.rfid-nf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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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特点 

l 防伪功能 
采用 RFID标签的唯一性，可实现对气瓶的防伪功能，避免其他劣质或非本公司的气瓶混入。 
l 智能统计 
采用 RFID可对气瓶灌装厂的数量进行智能统计，其包括库存数量、使用数量、报废数量、维修数量 

等等。 
l 安全性 
将气瓶的采购、充装、检验、配送等环节的相关信息记录在标签内，通过建立相应的管理系统，对气瓶的

技术状态、物理位置实行监控，避免少检、漏检，很好的消除了气瓶的安全隐患。 
l 提高管理效率 
相关管理者不再需要耗用大量人力和精力的传统管理和追溯手段，通过阅读电子标签就可以轻松了解到气

瓶的相关环节的信息。 
l 减少气瓶资产流失 
传统管理模式下，经常发生气瓶流失和串瓶的现象，而在使用 RFID监管系统后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气瓶

资产流失的现象 
l 适应环境能力强 
采用抗金属电子标签能适应各种环境，抗恶劣环境、抗碰撞设计，读写距离相对较远。 

4. 其他应用领域 

l 化学物品智能化管理 
l 医疗设备智能化管理 
l 消防瓶智能化管理 
l 军队装备及弹箱智能化管理 

5. 硬件设备选型推荐 

产品图片 型号 简介 作用 

 
NFC-9601 

l 频率：902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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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FC-9814 

l 频率：902M~928MHZ 

l 分体式封装，外接天线 
识别标签 

 
 
 

NFC-9801T 
l 频率：902M~928MHZ 

l 线极化天线，12dBi增益 
连接读写器 

 

NFC-9603R 
l 频率：902M~928MHZ 

l 圆极化天线，9dBi增益 
连接读写器 

http://www.rfid-nf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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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M桌面发卡

机 NFC-9211 

l 频率：902M~928MHZ 

l 体积小，性能稳定 
发卡授权 

 

915M标签 

NFC-912等 

l 频率：902M~928MHZ 

l 无电池，体积小，重量轻，使用寿命
长 

员工卡或用户

卡 

 

RFID吊牌标签 

l 频率：902M~928MHZ 

l 无电池，体积小，重量轻，使用寿命
长，可回收利用 

气瓶标签 

 
气瓶标签 

l 频率：902M~928MHZ 

l 无电池，体积小，重量轻，使用寿命
长，可回收利用 

气瓶标签 

 

915M手持机 

NFC-9221 

l 频率：902M~928MHZ 

l 电池供电，体积小，重量轻，使用寿
命长 

手持读写标签 

 

http://www.rfid-nf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