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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應用RFID技術於磁碟陣列生產系統

邱垂昱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管系副教授

中文摘要
近年來無線射頻識別系統（Radio Frequency 

Identi�cation，RFID）被列為本世紀十大重要技術項
目之一。故本計劃將以磁碟陣列（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s）的產業為對象，採用RFID的
技術以期達到庫存管理、門禁系統、生產系統現場
管理的成效。在庫存管理方面，透過此系統，可有
效的將不同的商品做歸類的動作並可依此建立資料
庫；本計劃的門禁系統的功能是建立在人員進出辦
公室、倉庫防竊…等等基礎下；生產系統現場管理
則可以即時瞭解每台機台上正在加工的零組件，也
能瞭解瓶頸站存在於哪台機台上。

Keywords: 無線射頻辨識系統、庫存管理、門禁系
統、生產系統現場管理。

英文摘要
Radio Frequency Identi�cation(RFID)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 in recent 
years. In this project, RFID will be implemented in the 
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s industry. RFID 
technology will be utilized to achieve the material 
and inventory management, the security system, and 
the production system management performance. 
The material and inventory management system 
will identify the material of the 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s effectively and then establish 
the corresponding database. The security system 
function take cares of the personnel management, 
the warehouse security, etc. The production system 
management module provides real-time work-in-
process identi�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each work 
station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Key words： Radio Frequency Identi�cation, inventory 
management, security system, production 

system management.

一、前言
無 線 射 頻 識 別 系 統 （ R a d i o  F r e q u e n c y 

Identi�cation，RFID）之技術已普遍應用在物流、商

業及日常生活中的各個角落。本計劃將RFID系統的
應用在磁碟陣列產業上，將導入門禁系統、庫存管
理系統及生產系統現場管理。門禁系統用於公司員
工之進出入管制、貴重物品防竊；庫存管理系統用
於商品零組件與成品的管制；生產系統現場管理可
做到品檢的效果，另外加上時間的紀錄，可即時瞭
解生產線的情況，若是有提早或延遲交貨的情況發
生，也能藉由導入此系統來找出可能發生的原因。
未來RFID可應用在更廣泛的領域中，透過網際網路
技術的發達，更可用以辨別、追蹤與管理商品，可
加強犯罪防治、生產線出錯機率降低、存貨成本降
低等用途。

本 研 究 將 R F I D 的 技 術 應 用 於 磁 碟 陣 列
（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s）產業上，
透過應用在門禁系統、庫存管理、生產系統現場管
理上，使公司內部的資產更為安全、公司內部存貨
管制的便利性與準確性更高、並判斷成品是否有裝
錯零件的情況產生。當公司在做庫存管理時，為了
即時瞭解庫存的狀況，若是指派員工去做清點的動
作，除了較沒效率之外，也浪費了公司的人力和紙
張，也無法做到即時控管的效果；門禁系統則是考
量到員工的安全、出入狀況，所以需要有一套完善
的門禁管理系統，以對出入公司的人員進行身份比
對，並記錄來訪的人員；同時依照不同的情形，進
行等級上的出入限制，以增加貴重物品管理上的安
全性；至於生產系統現場管理，則可以即時瞭解每
台機台上正在加工的零組件，也能記錄零件在機台
上加工的時間，透過時間的紀錄，也能瞭解瓶頸站
存在於哪台機台上。

二、文獻探討
國內外應用RFID於門禁系統的研究[4-5]大部分

集中在如何增加標籤接收距離的長度，以及當有障
礙物時，如何能使RFID讀取器接收到正確的資料；
除此之外，如何使用製成技術來儲存更多的資料，
並同時降低標籤與RFID 讀取器的成本，都是國內外
研究的目標，另外，為增加門禁管理系統的可靠度
與安全性，利用影像辨識的技術，將擷取到的影像
傳送至遠端加以辨別處理，以確定持卡者的身份是
否正確，並可同步監測公司進出入的情況，即時的
加以回報，也都是目前研究的目標；至於庫存管理
方面的研究[6]，則多半是藉由RFID系統與主機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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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連線，以便即時掌控存貨的數量，目標都是
為了達到公司期望的零庫存；至於生產系統現場管
理的研究文獻[7]也是探討如何找出瓶頸站，即時瞭
解生產線現場的情況，來減少公司的損失。

三、RFID技術分析

3.1 RFID的優點

即時辨識物品：1. 
RFID標籤可以不斷地主動或者被動地發射
無線電波，只要處於RFID讀取器的接收範
圍之內，就能被感應並且正確地被辨識出
來，且RFID讀取器的收發距離可長可短，
根據它本身的輸出功率和使用頻率的不
同，從幾公分到幾十公尺不等。
無線電波穿透力強：2. 
由於無線電波有著強大的穿透能力，即使
隔著一段距離，或隔著箱子或其它包裝容
器，都可掃瞄裡面的物品，而無需拆開商
品的包裝。
讀取效率高：31 
RFID的讀取器每250毫秒便可從射頻標簽
中讀出商品的相關數據，同時，甚至可以
同時處理200個以上的標籤，這就像是有多
個人想要靠近崗哨時，士兵詢問口令後，
多個人可以同時回答。
蒐集資訊容易：41 
舉例來說，如果把RFID標籤貼在服飾店
的衣服上，然後在衣架附近或是試衣間裝
設讀取機，我們就可以在顧客將衣服從衣
架上取出或是試穿時知道是哪一件衣服。
有了這樣的資訊，就可以進一步分析有哪
些衣服是顧客最常拿起來看的？有哪些衣
服顧客從來沒拿起來看過？哪些衣服是顧
客拿起看但卻沒買的？甚至於哪種顏色是
顧客最喜歡拿起來觀看的。

3.2 RFID之核心結構

中介軟體：11 
操縱控制RFID讀寫設備按照預定的方式工
作，保證不同讀寫設備之間很好地配合協
調。另外，按照一定的規則篩選過濾數據，
刪除絕大部分冗餘數據，將真正有效的數據
傳送給後台的資訊系統。
現場環境測試與應用模式確定、天線與標21 
籤的選擇：
首先需要根據規劃確定的業務流程，選擇
確定RFID的使用模式，然後對實施現場環

境進行測試，掌握實施現場電磁場環境的
實際情況，分析其可能對系統產生的影響
以及影響的強度。在以上工作的基礎上，
進一步進行標籤和天線的選擇，以及天線
的佈置都將直接影響到系統的最終性能。
標籤的辨識力：31 
考慮使用環境條件對標簽封裝形式、尺寸
的限制包括外界電磁場因素的影響、標簽
附著物的材質對標簽性能的影響，以及標
簽與讀寫設備之間的配合關係等等。不僅
要選擇適當數量、技術指標和類型的天
線，還要將這些天線恰當地搭配佈置才能
保證標籤的辨識效果。必要時，還有可能
針對應用的特殊需求，專門設計開發特製
的設備。 

3.3 RFID技術之應用與效益

隨著時間的演進，RFID技術已漸趨成熟，歐、
美、日等國也開始積極地將RFID應用在產業物流及
生活、商業活動等相關領域。RFID是發展於二次世
界大戰的技術，直到最近才獲得廣泛的重視與應
用，如：庫存管理、門禁系統、警報系統…等等。
在庫存管理方面，透過RFID系統，可有效的將不同
的商品做歸類的動作並可依此建立資料庫，當商品
損壞或遭竊時，也能透過RFID系統來將資料庫做即
時更新的動作。門禁系統在現今的許多產業都很
顯而易見，可用於人員進出辦公室、倉庫防竊…等
等。透過微晶片「標籤」，可將資訊連至電腦網
路裡，用以辨別、追蹤與管理商品，其應用領域
廣泛，從藥品標示、病患監護、安全系統、調貨管
理、高速公路的收費系統到國民身份證，都是RFID
可以大顯身手的地方，所帶動的市場商機更是引發
高度的投資熱潮。

應用RFID系統之效益列舉如下：
1. 節省人工成本：

若是採用RFID系統，在進行出貨時，將不再需
要人員在出貨前對貨物做最後的清點確認，可以顯
著的減少人工成本。
2. 自動化的物流作業，提高效率：

在整個貨物的生產線上除了RFID系統之外，再
加上輸送帶，則可以使整個生產流程更加的流暢。
3. 減少管理成本及人為錯誤：

導入RFID系統後，將能有效的增加現場人員管
理上的方便，能更容易了解現場的狀況，也能有效
的避免人為錯誤的發生。
4. 更精確的進行存貨控管：

能有效的讓現場人員了解存貨的狀況，也能得
到更精確的結果。
5. 供銷穩定可靠，增進夥伴關係與交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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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庫存方面能控制的好，自然不會有延遲交
貨的情況產生，也自然而然會建立良好的口碑和信
用，自然會增進夥伴關係與交易量。

如上所述，將RFID系統運用在實務上，除了能為
公司達到極大的效益外，也能將學術界的知識徹底發
揚光大，讓某些產業者的觀念（學術界的知識太過理
想，無法實際的在業界中實行），能漸漸消失，而未
來發展的潛力就更不可限量了，也許可以將2到3個系
統做結合，讓系統有互相支援的效果，或是有新的技
術來加強原本的系統，都是很值得期待。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導入三項RFID系統，將在以下章節詳加敘述。

4.1 門禁系統

過無線傳輸的技術，同時監控與管理各出入
口，不僅可以減少成本也能提高其實用性。

圖一、門禁系統示意圖

4.2 庫存管理系統

當貨品通過倉庫或準備出貨時，貨品上的標籤
經讀取器讀取後，即可更新資料庫，而不需做回傳的
動作，而程式的撰寫方式與門禁系統大致相同，故不
再詳述，由於產品中的零件種類很多且RFID的標籤昂
貴，所以本計劃只在電路板上裝上標籤，來方便做控
管的動作，系統建立在二樓的電梯前的閘門和一樓放
置半成品房間內的讀取器上，RAID殼和殼內的電路板
都會裝上標籤。當半成品RAID殼通過時，能紀錄目前
的半成品數量，另外當RAID成品通過時，除了紀錄目
前成品的數量外，也能偵測RAID內電路板的標籤以判
斷是否有電路板裝錯的情況產生。

圖二、庫存管理系統示意圖

4.3 生產系統現場管理

在工廠內設置RFID查核站，透過時間的紀錄，
就可即時瞭解整條生產線上的狀況，若是有提早或
延遲交貨的情況發生，也能藉由導入此系統，來找
出可能發生的原因，將在工廠的一、二樓各設一個
導入此系統的查核站，以減少庫存成本並進一步達
到提升顧客滿意度的效果。

本研究最主要的目的即是透過無線傳輸技術將
RFID Reader所讀取到的資料傳送至遠端工作站加以
處理，然而無線傳輸受限於傳輸格式、傳輸所需的
時間、傳輸距離、以及雜訊干擾等問題，使得傳輸
的資料量將被限制。因此如需傳送大量的資料，將
會使傳輸的時間拉長，而亦將使錯誤率大幅提升，
可靠性大幅降低，如此應用於此計畫中的任何系統
上，極為不適。此外，假如接收端需要處理來至多
個發射端所傳送的訊號，則接收端需具有解多工的
性能，否則易發生時序重疊而導致不能正確的接
收，為此我們提出一個解決的辦法，即決定使用傳
輸封包的格式。因為我們所使用的編解碼晶片一次
只能傳送4bit的資料，所以決定傳輸的格式具有非
常重要的影響。此外，為解決傳輸過程中所可能發
生資料錯誤的問題，我們將加入同位元檢查法，一
旦檢查出錯誤，接收端將會傳送重傳的訊息給發射
端；而在傳送時間過長的問題方面，我們將壓縮所
傳送資料量的大小；在發射距離的問題上，解決之
法是使用天線匹配與提升傳輸的功率，來增加傳送
的距離。

品檢點 
1. Raid廠共分兩個品檢點，第一品檢點為檢查Raid殼，第二品檢點則為檢查Raid內電路板為

單位。 
2. 將瑕疵品放置於Reader的天線上，Reader讀取此Tag相關資訊，並將此Tag於資料庫資訊

標記為瑕疵品。 

成品包裝 
成品包裝前，讀取此
Raid的Tag資訊，並將
Tag於資料庫設定為完
成成品包裝狀態。 

Raid成品檢查 
1. 檢查Raid內電路板是否有誤。 
2. 將要裝置在Raid殼內的硬碟置於Reader
的天線上，經由讀取硬碟上的Tag資訊，判
定此硬碟是否能放在Raid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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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與討論
目前門禁系統是由公司內部的管理者做管理，

先輸入管理者的帳號及密碼後就可登入系統，登入
後，除了可做人員資料的新增、修改、刪除等基本
功能外，透過不同持卡人所使用的卡號的不同，當
人員進出入時，可顯示並記錄該人員在何時進出入
工廠或成品區在程式或access資料庫上，如此一來除
了能做到防竊的效果，也可以更保障工廠進出入的
安全，而門鎖除了刷卡才可進入外，也可透過輸入
密碼的方式來做進出入的動作，這樣一來假如公司
員工忘了帶卡，也可進入公司或成品區；另外也根
據權限的不同，公司入口與成品區的進入密碼也不
同，同時持卡者也會因為職位或部門的不同，在刷
卡後會有因為權限不足而不能進入的情況產生。

在庫存管理系統方面，剛開始遇到的問題是完
成品內的電路板的標籤會互相干擾，所以當成品通
過讀取器時，無法順利的讀取到完成品內中所有的
標籤，後來確定原因為標籤放置不當，導致標籤間
距離過近已造成互相干擾的情況產生，就能藉由此
系統了解是否有電路板裝錯的情況產生，同時並記
錄完成品的數量與完成時間，而一樓放置半成品區
域的部份則已可順利執行來記錄時間和數量，當半
成品進出倉庫時，讀取器都會將庫存數量的總數做
增減的動作。

至於生產系統現場管理方面，RFID查核站已規
劃好查核站擺設的地點來方便整個生產線流程時間
的紀錄，若是有物料在工作站有時間停留過長的情
況產生，透過RFID查核站，將可查出瓶頸站存在於
哪個工作站。

透過本研究所導入的3套系統，能有效的增加企
業產能、獲利以及降低時間成本，也實際解決業界
的存貨控管問題，提升廠商生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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