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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满足国内中小企业的实际管理需求，设计一种射频识别(RFID)轻量型中间件，其架构介于以基础架构为中心与以应用程序为中

心的中间件之间，简化了电子产品代码(EPC)系统的应用层事件结构。以应用程序接口为基础，借鉴数据库集成过滤思想实现的轻量型中
间件，具有结构简单、开发周期短、易于后期维护和扩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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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RFID Lightweight Middle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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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raduate School at Shenzhen, Tsinghua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55; 2. Shenzhen Xunliu Co., Ltd., Shenzhen 518055)
【Abstract】In order to satisfy the practice management requirement of inland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this paper designs a lightweight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 middleware. Its architecture is between being centered with basic framework and centered with application
program, and it simplifies the Application Level Event(ALE) structure of Electronic Product Code(EPC) system. Based on 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API), it implements lightweight middleware by integrating and filtering thought of database. This lightweight middleware has simple
structure, short development cycle, and it is easy to maintain and extend at later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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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繁发生，引起全世界广泛关注 [1]。
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要求对出口到当地的食品能够进行跟踪
和追溯，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技术途径，RFID 中间件为
多种读写器、多协议环境下工作的管理提供了高效支持，本
文是针对深圳输港蔬菜 RFID 跟踪和追溯系统环境进行研
制的。
RFID 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通过射频信号自
动识别目标对象并获取相关数据，无须人工干预，工作于各
种恶劣环境中，可同时识别多个标签，操作快捷方便。RFID
系统主要由标签、阅读器和介于阅读器与企业应用之间的中
间件 3 个部分组成。由于 RFID 目前尚未统一的标准，造成
许多 RFID 厂家生产的设备千差万别，因此来自不同省份不
同食品公司所运用的标签很可能存在差异。而 RFID 中间件
的重要任务是屏蔽这些差异，将 RFID 读写器读取的各种数
据信息经过 RFID 中间件提取、解密、过滤、转换、导入企
业的管理信息系统，并通过应用系统反映在程序界面上，供
操作者监测与使用 [2]。
理论上，RFID 在多种读写器、多协议环境下工作，采用
复杂的、功能齐全的、完全符合国际标准的、能管理读写器
种类齐备的中间件是很重要的，这意味着该软件可适应各种
环 境 。 目 前 ， 流 行 RFID 中 间 件 的 代 表 产 品 主 要 是 基 于
EPCglobal 标准，这是比较完整的国际标准，但其大而全、价
格较昂贵、系统管理复杂，且现国内服务支持尚不完善，不
太适合中小企业应用，其不足主要从以下 3 个方面表现：
(1)重要性：EPC 标准很重要，但很多应用不需要复杂的

设备应用，种类简单是系统集成成功的重要因素；
(2)发展趋势：软件初建阶段旨在连接、沟通不同系统某
个特定技术，但通常最终其将成为多余；
(3)国内需求：目前中小型企业需求是给出简化的思路或
解决方案，使企业以更少的成本、不依靠外部，就能更可靠
地解决和维护问题。
通常 RFID 中间件的应用较复杂，不是接上任何读写器
都能使用。基于此，在国内企业实际管理条件下，给出简化
解决方案可能比研究出应用的实际中间件要更重要。因此，
本文的轻量型中间件不是大型中间件的删减版本，而是从满
足国内中小型企业实际需求出发，综合考虑实用性、简易型
(好操作)进行的软件开发，它拥有新的处理架构，简单实用
将是其主要特点。
本文研究的轻量型中间件实际上是一种简化的中间件，
构成方便，又具有中间件的功能(跨各类读写器应用)，涉及
几种常用的 RFID 读写器管理，给出一个简单的系统框架，
输出输入信息符合 EPCglobal 标准，使一些有编程基础的企
业可以根据自己的特定需求构建轻量型中间件。

2

现有RFID中间件

RFID 中间件在企业应用和读写器的数据采集之间扮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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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角色。RFID 中间件是一种信息导向中间件(MessageOriented Middleware, MOM)的软件中间件，信息是以消息的
形式从一个程序模块传递到另一个或多个程序模块。由于消
息可以非同步方式传送，传送者不必等待回应，因此 RFID
中间件包含的功能不仅是信息传送，通常还包含数据包分析
与传播、安全保证、错误恢复、网络资源定位、路由选择、
消息与要求的次序优化以及提供排错工具等服务 [3]。
文献[4]提出的 EPC 网络，包括 EPC 编码、Savant、对象名
字服务(Object Name Service, ONS)、EPC 信息服务(Information
Service)、物理标示语言(Physical Markup Language, PML)等
关键技术，得到一些大学和企业的支持。EPC 组织提出 RFID
中间件的软件方面的 ALE 标准，主要包含位置与阅读器或天
线的一一对应、采集数据的时间间隔、打包采集到的数据及
部分报表的规范等。
Sun 公司设计的 RFID 中间件是基于文献[4]提出的 EPC
网络的基本构架，是完全端到端的解决方案，其中很重要的
一点是强化了 Sun 的核心基础技术。Sun Java System RFID
软件设计支持 EPCglobal ALE 软件标准，可以过滤、集合与
处理大量来自 RFID 网络边缘的数据，为企业各类应用提供
流式化商务信息，可减少网络通信流量。SunJava System RFID
软件完全适用于第 2 代 EPCglobal 阅读器和标签。
Microsoft 公司提出 RFID 系统的层次结构，包括设备层、
数据收集和管理层、事件和工作流管理层、基于开放标准的
服务接口层和应用与解决方案层等。

间件与上层应用接口之间的研究上提出了应用层事件
(Application Level Event, ALE)规范 [8]，它定义 RFID 中间件对
上层应用系统应该提供的一组标准接口，以及 RFID 中间件
最基本的功能：隔离，收集和过滤，中间件的位置如图 1 所
示。目前大多企业研发的 RFID 中间件都遵循 ALE 规范。
应用业务逻辑

原始数据读取层

图1

ALE客户端

ALE接口

订阅

事件
管理器

发布

产生事件报告

产生事件周期/过滤、分组

文献[6]是 UCLA WINMEC RFID 实验室设计的 RFID 中
间件，它是在分布式架构上构建的 Web 服务，基于 XML 和
SOAP，包含了简单的捕获、平滑、过滤、路由、聚合等功能，
主要应用于一些试验性的演示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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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S,HTTP,TCP/IP,File

接口

文献[5]是 Cambridge 大学的 Auto-ID 中心对 Real-Time
RFID 的时间的性能所作研究，主要研究了在生产自动化控制
领域和时间数据库的事件操作。

中间件主要任务是对阅读器读取的标签数据进行过滤、
汇集和计算，减少从阅读器传往企业应用的数据量，负责对
阅读器进行管理和配置，隔离不同读写器因物理特性不同对
系统管理的影响。
EPCglobal 组织在对 RFID 中间件基本功能的研究以及中

ALE事件订阅者

ALE服务模块

Sybase 公司推出建立在 Sybase 的相关核心产品上 的
RFID 中间件，包含物理设备层、RFID 网络层、处理层、维
持层、整合层、表示层和一些建模和工具组件集，除此之外
还包含一些探查、警报、通告和管理的部分组件。

RFID中间件及ALE规范

中间件的位置

在 ALE 模型中，包括以下基本概念：读周期，事件周期
和报告。读周期是 RFID 中间件和读写器交互的最小单位。
一个读周期的结果是一组 EPCs 集合。读周期的时间长短和
具体的天线、RF 协议有关。读周期的输出是 ALE 层的数据
来源。事件周期可以是一个或多个读周期。它从用户角度看
待读写器，可以将一个或多个读写器当作一个整体，是 ALE
接口和用户交互的最小单位。应用业务逻辑层的客户在 ALE
中定义好事件周期的边界后，就可接收相应的数据报告。报
告则是在前面定义的事件周期的基础上，ALE 向应用层提供
数据结果 [9]。具体的 ALE 结构 [9]见图 2。

Oracle 公司设计了内嵌在其应用服务器 10 g 中的传感器
边缘服务器，主要包含的特征有数据收集、分组、规则过滤、
数据的打包发送以及在打包路由前内部数据队列的组织和管
理等。

3

}RFID 中间件

数据收集/过滤

IBM 公司提出一种轻型 RFID 中间件架构，主要是通过
一条信息总线来代替复杂的层次结构。

文献[7]是 IBM Haifa 实验室设计了 Situation Manager，
其中，Situation 本身是对复合事件概念的表现力、灵活性和
可用性的扩展，它的基本内容包含一种语言和一套有效的运
行时执行机制。通过结合当前系统状态和事件历史实例对事
件进行收集、筛选和消耗的处理，其理论基础来自对基于规
则系统的研究。

接口规范

{

ALE 规范

内
存
数
据
库

任务管理者

任务
管理器

任务数据库

产生读标签事件/采集、过滤

图2

4

ALE 的结构

轻量型RFID中间件

RFID 中间件从架构上可以分为：(1)以基础架构为中心
的 RFID 中间件；(2)以应用程序为中心的 RFID 中间件。
EPCglobal 设计的 ALE 软件规范是以基础架构为中心的
RFID 中间件，借助 RFID 读写器厂商提供的应用程序接口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以热代码(HotCode)
方式直接撰写特定读写器数据提取程序读取 Tag 数据，传送
至系统应用程序或数据库，达成与后端系统或服务连接，成
为以应用程序为中心的中间件。
本文研究的轻量型中间件(或称简化中间件)介于二者之
间，延续 EPC 的结构，以应用程序 API 为基础，借鉴数据库
集成及过滤思路，其优点为：结构简单，容易构建，系统和

思想更加实用。

系统程序流程
本系统采用 MySQL+C++环境实现，以 Motorola XR-440
系列读写器为例说明该中间件构成、功能和程序流程 [10]。作
为中间件，系统还应该提供数据转换等功能，在此不再详述。
具体流程如图 5 所示。
4.1.2

4.1 轻量型中间件的构成与实现
4.1.1 系统组成和工作原理
RFID 中间件系统由 ALE 结构、API 函数等构成，包括
以下特点：
(1)集成点。ALE 的特点是给出了统一的接口规范。每种
读写器按其规定编写相应的适配器，以实现多类读写器读写
的共享管理。从某种意义讲，ALE 为多类读写器提供了一个
集成点。

初始化

打开读写器
打印错误信息

(2)临时数据库。省略 ALE 后必须为系统提供一个新的集
成点。本系统采用一个 MySQL 的数据库作为新的集成点，
每个 API 调用读到的 tag 数据都加入到该临时库中，由于
RFID“读的容易”的特点，作为新集成点的数据库实际上是
临时数据库，其数据定时过滤和更新后，为信息系统定时提
取主数据库，以及更新主数据库的内容。

成功?
No
Yes
建立读标签事件

(3)临时库属性选择。考虑 RFID 读头、标签的特点和主
数据库对外部 TAG 数据的需求，该数据库的属性可以简单地
选择为：读写器号，天线号，标签 ID，读到时间。图 3 给出
了与 EPCglobal 推荐的 ALE 规范不同思路的轻量型中间件
结构。
读头
适配器

网络服务器

设置天线
读标签

收集数据

Alien读头

插入数据库
No

应
用
软
件
层

ODBC
SQL

标签ID号
MySQL
数据库

读头
适配器

有新数据?

Motorola读头

Yes
更新数据传送至上级数据库

读头
适配器

BISA读头

图5

非标签ID号
（用户数据）

图3

轻量型中间件主要进行以下操作：

轻量型中间件结构

(4)过滤方法。主要解决由于 RFID“读的容易”的特点
造成的临时库中数据的混乱和冗余、以及 RFID 不会“无中
生有”(一旦读到某一标签代码、哪怕只读到一次，该标签必
定出现在读写器扫描范围之内)产生的信息保留的问题。图 4
给出了基于轻量型中间件的系统结构，其中，读写器 Al 表示
Alien 的读写器；读写器 Mo 表示 Motorola 的读写器。
标签
标签
应用系统层

中间件层

…

天线

…

实时监测
调用API
的数据
提取程序
MySQL
Database

主数
据库

进货检测
收货

图4

调用API的
数据提取程序

触发
更新数据传送

基于轻量型中间件的 RFID 系统结构

(1)设置要访问的读写器，并从读写器中采集数据。通过
API 函数实现读写器与数据提取程序之间的交互，实现数据
的采集。API 函数是读写器提供的 SDK 开发包中的一些函数，
主要涉及以下功能的函数：读写器的打开与关闭，天线的设
置，获取读写器读取的电子标签信息以及出错处理等操作。
(2)将采集到的数据放置到数据库中，并根据给定过滤算
法按时进行更新。将采集到的电子标签数据显示出来并写入
MySQL 临时数据库中。通过 MySQL 提供的 API 函数，实现
数据提取程序与临时数据库的对接。主要涉及连接数据库，
更新数据库等功能函数的操作。
(3)集成不同种类读写器的数据，完成多协议数据的转
换。由于每种读写器的开发环境不同，但最终都需要将标签
数据放入到数据库中，因此这个临时数据库是这个中间件的
数据集成点，每种读写器只要有相应的适配器，就可以在该
轻量级中间件框架下，将数据提取到临时数据库中进行过滤、
转换，为系统主数据库更新提供需要的格式。
轻量型中间件部分程序的功能说明
系统中使用的是 EPC Gen2 电子标签，根据 EPC 标准，
该标签的信息位数为 96 位，因此，标签 ID 的表现形式一般
为 24 位 16 进制的字符串。本系统使用 Motorola 给出的动态
链接库中的函数实现数据提取程序与读写器的通信。该动态
库文件设计了一些接口函数，所用到的函数主要包括以下
功能：
4.2

出货检测
发货
读写器Al

读写器Mo

天线

过滤

…

读写器读入数据处理程序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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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始化一个句柄；
(2)为读写器配置 IP 地址和 TCP 端口；

到，则将这个新标签的 ID 写入数组中，同时写入该标签的其
他信息。

(3)打开一个 XR-440 读写器；
(4)配置天线；
(5)提取缓存在读写器中的电子标签数据；
(6)关闭一个 XR-440 读写器。
首先进行初始化，即读入各种初始化信息，如读写器的
IP 地址、TCP 端口、天线的开或闭的状态等，然后打开读写
器，即与读写器建立连接，如果能找到读写器并打开，则进
行以下操作。初始化标签列表主要为标签列表分配空间并将
所有变量的值都置为 0。应用动态链接库中的 API 函数对天
线进行配置后，就可以读标签。读取读写器缓存的标签数据
后通过数据接口函数传递，可以将这些数据信息显示在屏幕
上，也可以进行入库操作。
程序实现的具体步骤如下：
(1)初始化
首先指定一个要访问的读写器 IP 地址，计算机可以通过
这个 IP 地址找到读写器并与之相连。除了 IP 地址外，还有
一些其他信息，如天线的开/关状态，天线的能量衰减程度设
置等。这些参数可以先写入一个文件，然后在程序运行时，
统一进行初始化赋值。

2)屏幕显示
在完成更新后，可以将数据送到屏幕上：清屏，并显示
本次读取的标签数据。根据需要选择显示的信息，如标签 ID
号、读写器号、天线号以及最后一次读到该 ID 的时间等内容。
(7)连接数据库与数据入库
数据提取程序与临时数据库的连接应用 MySQL 提供的
API 函数来实现。在程序中包括 MySQL 的头文件，然后可以
通过 API 函数 mysql_connect 与 MySQL 数据库建立连接，并
且将数据通过 mysql_query 与 insert 函数写入数据库中。
写入数据库中的数据包括：tagID, reader, antennaNum，
lastSeen 等，其中，tagID 指标签 ID；reader 指读写器号码，
即哪个读写器读到该标签；antennaNum 指天线号码，即哪个
天线读到该标签；lastSeen 指最新一次读该标签的时间。
在数据写入数据库后，可以在 MySQL Query Brower 中
看到标签信息，并且根据相应需要进行查询。MySQL 数据库
中的数据如表 1 所示。
表1

MySQL 数据库中的数据

编号

标签 ID

读写器号码 天线号码

22
23

E2003411B802011207172572
E2003411B802011207172564

01
01

01
01

2009-04-02 22:43:56
2009-04-02 22:43:56

24

E2003411B802011207172575

01

01

2009-04-02 22:43:56

25

E2003411B802011207172565

01

01

2009-04-02 22:43:56

26

E2003411B802011207172560

01

01

2009-04-02 22:43:56

(2)打开读写器
打开读写器即与读写器建立连接，主要分为 3 个步骤：
1)先设定要读写的读写器 TCP/IP 参数。初始化时读取的
数据要通过 API 函数传递给句柄 Reader，包括 TCP 端口和
IP 地址都要传递给 Reader，如果不成功，则显示相应的出错
信息。
2)打开读写器。为读写器打开一个 API 对象，设置 TCP/IP
参数，在读写器打开后，显示已找到的读写器，并配置读写
器。如果不成功，则显示出错信息。
3)介绍一下读写器的配置。根据该读写器的类型确定其
所能识别的标签类型，并作相应设置。
(3)创建读标签事件
在打开读写器后，还要为读写器创建一个读取标签的事
件。首先为读写器准备一个标签读取事件的名字，然后创建
一个读标签事件，如果成功，则返回事件句柄，返回 0 表示
创建失败。
(4)配置天线
为读数据建立一个天线的列表，并设定每个天线的初值，
读取数据的程序轮询在列表中的天线，从而获得各个天线读
到的标签数据。
(5)读取数据
显示上次扫描与这次扫描的时间差，读取读写器缓存中
存储的数据，如果成功，则显示标签的一些信息并将其 ID 存
入 Mysql 临时数据库中。
(6)显示数据
在成功读取读写器中的数据后，如果需要将数据显示在
屏幕上，则分为 2 个步骤：
1)数据更新
将读到的标签 ID 存放于一个数组中，每次读到标签时都
要与数组中的 ID 进行比较，如果找到相同的 ID，则更新这
个标签的信息，如读到的次数，读取的时间等。如果没有找
—80—

最新一次读
标签的时间

为实现中间件的功能，本系统还有相应的其他功能，本
文不一一介绍。

5

结束语

本文主要研究了 RFID 轻量型中间件的结构和实现，简
化了构成 EPCglobal 的 ALE 结构。该 RFID 系统结构简单清
晰、原理清楚，为不同类 RFID 读写器数据的集成点提供借
鉴。由于大多企业应用不会选择很多种读写器，因此企业可
以按本文原理编制需要的中间件，中间件是多类 RFID 读写
器工作的重要工具，相对较复杂、昂贵的中间件和售后复杂
的应用维护，本文研究对 RFID 的实际应用推广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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