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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产品嵌入式 RFID电子标签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智能产品嵌入式RFID电子标签的技术要求、试验要求、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智能产品嵌入式RFID电子标签的设计、制造、检测和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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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试验 

GB/T 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试验 

GB/T 2423.3-200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2423.17-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a：盐雾 

GB/T 2423.38-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R：水试验方法和导则 

GB/T 2423.5-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a：冲击 

GB/T 2423.10-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c：振动（正弦） 

GB/T 17626.2-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3-201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8-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ISO/IEC 18000-63-2013 信息技术 项目管理的射频识别 第6部分:860MHz～960MHz空中接口通信

参数（Information technology.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for item management.Part 

6:Parameters for air interface communications at 860 MHz to 960 MHz General）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定义 

3.1.1  

智能产品 intelligent products 

指具备感知、监控、适应与优化、互联与集成、交互与协同、数据与服务等特性的产品。本标准指

智能计量仪表及其相关智能产品。 

3.1.2  

射频识别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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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项利用射频信号通过空间耦合（交变磁场或电磁场）实现无接触信息传递并通过所传递信息达

到识别目的的技术。 

3.1.3  

读写设备 read-write device 

能对电子标签进行数据读或/和写操作的电子装置。 

注：读写设备由读写单元、天线单元和馈线单元组成。 

3.1.4  

电子标签 electronic tag 

用于物体或物品识别、具有信息存储机制的并能接收和返回信号的数据载体。 

3.1.5  

天线 antenna 

无线收发设备的基本单元，用于向空中辐射或从空中接收射频信号。 

3.1.6  

芯片 chip 

内含集成电路的硅片，是电子标签设备的一部分。 

3.1.7  

距离 distance 

特指电子标签与读写设备之间有效读写及识别距离。 

3.1.8  

密码算法 cryptographic algorithm 

描述密码处理过程的一组运算规则或规程。 

3.1.9  

必要信息 necessary information     

根据需要必须写入智能产品电子标签中的信息。 

3.1.10  

可选信息 optional information 

根据需要可写入或不写入智能产品电子标签中的信息。 

3.2 缩略语 

UHF——超高频（Ultra High Frequency）； 

PCB——印制电路板 (Printed Circuit Board)； 

EPC——产品电子代码(Electronic Product Code)； 

GID——通用标识符（General Identifier）； 

http://baike.baidu.com/view/13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0410.htm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B0%E5%88%B6%E7%94%B5%E8%B7%AF%E6%9D%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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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概述 

智能产品嵌入式RFID电子标签（以下简称电子标签）的示意图见图1，将RFID电子标签和原有电路

集成在同一块PCB上。二者功能相互独立，互不干扰。图中1为电子标签芯片放置处，2为所设计的标签

天线，3为电路板及嵌入式RFID标签共有的基板，4为电路板走线。 

 

图 1 嵌入式 RFID 电子标签示意图 

1-标签芯片；2-标签天线；3-PCB基板；4-PCB走线 

5 技术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电子标签芯片类型 

根据智能产品使用电子标签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芯片性能，选用的芯片要具有足够的内存空间和

唯一的识别序列号。  

5.1.2 电子标签天线类型 

可根据智能产品PCB板具体布局选用偶极子天线、单极子天线和缝隙天线等天线类型。 

5.1.3 外观要求 

电子标签不应有视觉可观察到的损伤和附着物。 

5.2 物理性能 

5.2.1 应用环境 

为了确保电子标签能够正常工作，被嵌入的智能产品不能采用全金属外壳包裹，应避免处于液体浸

没环境下使用。 

5.2.2 工作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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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温度范围为-40℃～85℃。 

5.2.3 贮存温度 

存储的温度范围为-20℃～60℃。 

5.2.4 湿度 

恒定湿热试验应符合GB/T 2423.3-2006测试的规定，试验后仍可正常工作。 

5.2.5 机械冲击    

应能承受智能产品在制造和运输中的可能性的各种非重复性冲击环境，在按照GB/T 2423.5-2008

要求测试后，结构没有损伤，仍可正常工作。 

5.2.6 随机振动 

按照GB/T2423.10-2008要求测试后，结构没有损伤，仍可正常工作。 

5.2.7 雨水 

按GB/T 2423.38-2005进行测试，在经受雨和雪之后，包括可能遭受的滴水和浸水状况，应能正常

工作。 

5.2.8 盐雾 

按GB/T 2423.17-2008标准规定的条件进行，盐雾测试后应没有湿气引发的损伤，仍可正常工作。 

5.3 电气性能  

5.3.1 一般要求 

电子标签应符合ISO/IEC 18000-63：2013空中接口规定，应支持ISO/IEC 18000-63：2013的所有强

制指令和访问指令，应符合ISO/IEC 18000-63：2013的多标签防冲突规定。 

5.3.2 工作频率 

电子标签的工作频段处于超高频（UHF），应覆盖840MHz～845MHz和920MHz～925MHz。 

5.3.3 通信帧格式 

电子标签应按ISO/IEC 18000-63：2013规定的数据帧格式进行通信，可实现标签中整个或部分保留

区、物品标识区、标签标识区、用户数据区中的数据读写。 

5.3.4 射频一致性要求 

电子标签的射频性能应符合ISO/IEC 18000-63:2013中技术条件的要求，包括频率范围、解调能力、

占空比、前导码等方面。 

5.3.5 协议一致性要求 

电子标签的协议应符合ISO/IEC 18000-63:2013中技术条件的规定，包括标签频偏、时序、响应状

态、标签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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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静电放电抗扰度 

按照GB/T 17626.2-2006中规定进行测试后，电子标签仍可正常工作。 

5.3.7 射频电磁场抗扰度 

按照GB/T 17626.3-2016中规定进行测试后，电子标签仍可正常工作。 

5.3.8 工频磁场抗扰度 

按照GB/T 17626.8-2006中规定进行测试后，电子标签仍可正常工作。 

5.4 功能要求 

5.4.1 容量要求 

电子标签的存储区域应包括不少于64bit的保留区、不少于96bit的物品标识区、不少于96bit的标

签标识区和不少于512bit的用户数据区。 

5.4.2 擦写次数 

电子标签可擦写次数不少于10万次。 

5.4.3 识别距离   

最短识别距离为10cm。 

5.4.4 数据保持时间 

标签芯片数据保存时间应不少于10年。 

5.4.5 标签信息访问安全 

电子标签应具有唯一标识符、身份鉴别功能、数据存储传输机密性和完整性、数字签名和验证功能、

访问权限控制功能、应按要求配置密码算法。 

电子标签应支持与读写设备双向身份鉴别，当电子标签与读写设备进行数据交换时，应采用对称加

密算法实现对读写设备身份的真实性鉴别。对称加密算法应使用国家密码管理部门认可的SM7和/或SM4

加密算法。对不合法的读写设备，电子标签应不予响应，处于无线电静默状态。 

5.5 数据应用 

5.5.1 EPC 区数据编码 

电子标签EPC数据编码采用通用标识符（GID-96），通用标识符大小为96bits,包括标头、通用管理

者代码、对象分类代码及序列号代码。 

a) 标头：标头定义了总长、识别类型和 EPC标签编码结构，标头保证 EPC码的唯一性，为 8bits，

GID-96 的标头值为 0011 0101; 

b) 通用管理者代码：通用管理者代码用于标识制造商或者某个组织,为 28bits; 

c) 对象分类代码：对象分类代码用于对产品进行分组归类，由管理实体分配给一个特定对象分类，

为 24bits; 

d) 序列号代码：序列号用于标识每件商品的唯一编号，由管理者分配给一个单个对象，为 36bits。 

5.5.2 用户区信息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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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标签中用户区的信息应分为必要信息和可选信息两种。 

a) 必要信息 

1) RFID芯片企业代码； 

2) 标签类型代码； 

3) 智能产品制造企业代码； 

4) 产品代码及单品码； 

5) 出厂日期； 

6) 产品原材料环保等级； 

7) 产品制造流程作业标记。 

b) 可选的可变信息   

1) 批次编号（如智能产品生产原始批次码）； 

2) 智能产品检测数据码（产品的测试及检定原始数据）； 

3) 注册代码及状态码（特种计量器具使用注销拆除等状态）； 

4) 维保信息码（如智能家电维修回收信息）。 

6 试验要求 

6.1 外观检测 

目测和手动检查电子标签的外观，应满足5.1.3技术条件的要求。 

6.2 物理性能试验 

6.2.1 工作温度上下限试验 

测试步骤如下： 

a) 低温试验按照 GB/T 2423.1-2008“试验 Ad”进行，严酷程度应符合 5.2.2 对工作温度下限值

的要求。测试环境温度稳定 2h后对标签连续运行读写程序 2h，受试样品应能与读写设备进行

正常信息通信； 

b) 高温试验按照 GB/T 2423.2-2008“试验 Bd”进行。严酷程度应符合 5.2.2 对工作温度上限值

的要求。测试环境温度稳定 2h后对标签连续运行读写程序 2h，受试样品应能与读写设备进行

正常信息通信。 

6.2.2 贮存温度上下限试验 

测试步骤如下： 

a) 低温试验按照 GB/T 2423.1-2008“试验 Ab”进行，严酷程度应符合 5.2.3 对工作温度下限值

的要求。受试样品在不工作条件下存放 16h，恢复时间为 2h，受试样品应能与读写设备进行正

常信息通信； 

b) 高温试验按照 GB/T 2423.2-2008“试验 Bb”进行。严酷程度应符合 5.2.3 对工作温度上限值

的要求。受试样品在不工作条件下存放 16h，恢复时间为 2h，受试样品应能与读写设备进行正

常信息通信。 

6.2.3 恒定湿热 

恒定湿热试验应符合GB/T 2423.3-2006“试验Cab”进行测试的规定，并按照如下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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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试验样品放入温度为室温的试验箱中，调节试验箱温度为 40℃±2℃、相对湿度为 93%±3%，试

验时间持续 24h； 

b) 试验结束后，将试验样品从试验箱中取出，恢复 2h 后，应能与读写设备进行正常信息通信，

结果满足 5.2.4的要求。 

6.2.4 冲击试验 

按GB/T 2423.5-2008进行测试，试验条件如下: 

——试验样品在非工作状态； 

——半正弦脉冲； 

——峰值加速度：300 2/ sm ； 

——脉冲周期：18ms； 

测试结束后用读写设备进行识读，结果满足5.2.5的要求。 

6.2.5 振动试验 

按试验GB/ T2423.10-2008进行测试，试验条件如下： 

——试验样品在非工作状态； 

——频率范围：5Hz~500Hz； 

——交越频率：60Hz； 

——f<60Hz，恒定振幅 0.2mm； 

——f>60Hz，恒定加速度 19.6 2/ sm ； 

——持续时间：30min； 

测试结束后用读写设备进行识读，结果满足5.2.6的要求。 

6.2.6 雨水试验 

按GB/T 2423.38-2005中试验Rc条件进行，测试结束后试验样品应能与读写设备进行正常信息通信，

结果满足5.2.7的要求。 

6.2.7 盐雾试验 

试验依据GB/T 2423.17-2008，试验温度为35℃±2℃，盐溶液浓度为5%±0.05，盐溶液的PH值为6.5～

7.2，试验后试验样品仍可正常工作，结果满足5.2.8的要求。 

6.3 电气性能试验 

6.3.1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试验依据GB/T 17626.2-2006，在下列条件下进行： 

——试验样品在工作状态； 

——严酷等级：4； 

——试验方法：试验样品表面空气放电； 

——试验电压：15kV； 

——放电次数：每一极性 5次，时间间隔 1s； 

在试验后，试验样品仍可正常工作，结果满足5.3.6的要求。  

6.3.2 射频电磁场抗扰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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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依据GB/T 17626.3-2016，试验样品在工作状态，在下列条件下进行： 

——频率范围：800MHz～1000MHz； 

——严酷等级：3； 

——试验场强：10V/m（非调制）； 

——正弦波 1kHz，80%幅度调制； 

在试验后，试验样品仍可正常工作，结果满足5.3.7的要求。 

6.3.3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试验依据GB/T 17626.8-2006，试验样品在工作状态，在下列条件下进行： 

——试验磁场：随时间正弦变化稳定持续磁场； 

——磁场强度：400A/m； 

在试验后，试验样品仍可正常工作，结果满足5.3.8的要求。 

6.4 功能要求试验 

6.4.1 容量检测 

运行检测程序检测电子标签各存储分区容量，应符合5.4.1的规定。 

6.4.2 擦写次数试验 

用读写设备对电子标签的所有可写内存区分别进行10万次擦写操作，测试结果应符合5.4.2的要求。 

6.4.3 距离试验  

将待测标签置于读写设备天线中心的水平线上，对标签进行识别试验，记录标签识别距离，测试结

果应符合5.4.3的要求。 

6.4.4 唯一性标识符鉴别 

验证电子标签的唯一标识是否不可修改，应符合5.4.5的规定。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电子标签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1.1 出厂检验 

对出厂的标签产品，制造商应进行出厂检验。经质量部门检验合格并出具合格证后方可出厂。在出

厂检验过程中，若任意一项不合格，均判定该产品不合格。 

7.1.2 型式检验 

检验样品在出厂检验的合格品中抽取。型式检验全部项目应在同一次抽样的样品上进行，检验项目

全部合格时，该产品合格；若发现任意一项不合格，则该产品不合格。具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

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完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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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产品的结构、工艺或材料的变更影响到产品的某些特性或参数变化时，应部分或全部检验； 

c)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发生不允许的偏差时； 

d) 连续生产的定型产品每满 4 年时； 

e) 转厂生产或停产 2 年及以上重新生产时。 

7.2 检验项目 

按照本标准规定的试验项目、试验要求和试验方法开展检测，其目的在于确定生产者是否有能力生

产符合该标准要求的产品。试验项目参见表1。检验项目均为否决项，出现任意一项不合格，即判定样

品不合格。产品抽样检验参照GB/T 2828.1规定抽样方法进行抽样和抽样验收试验。 

表 1 电子标签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类别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1 直观检测 外观 5.1.3 6.1 √ √ 

2 

物理性能 

工作温度上下限 5.2.2 6.2.1 √ — 

3 贮存温度上下限 5.2.3 6.2.2 √ — 

 恒定湿温 5.2.4 6.2.3 √ — 

4 冲击 5.2.5 6.2.4 √ — 

5 振动 5.2.6 6.2.5 √ — 

7 雨水 5.2.7 6.2.6 √ — 

8 盐雾 5.2.8 6.2.7 √ — 

9 

电气性能 

 

静电放电抗扰度 5.3.6 6.3.1 √ — 

10 射频电磁场抗扰度 5.3.7 6.3.2 √ — 

11 工频磁场抗扰度 5.3.8 6.3.3 √ — 

 

功能要求 

容量检测 5.4.1 6.4.1 √ — 

12 擦写次数 5.4.2 6.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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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距离测试 5.4.3 6.4.3 √ √ 

14 唯一性标识符鉴别 5.4.5 6.4.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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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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