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是一种非接触式自动识别技术，
为物联网感知层核心技术，具有远距离识别、批量识别、移动识别、数据加密
等优点，广泛应用于工业、金融、物流仓储、零售、医疗、安防等领域。

• 随着物联网产业的蓬勃发展，全球RFID市场快速增长，2015年市场规模
超过100亿美元，预计2020年将超过170亿美元。目前，全球RFID产业主要集
中在RFID技术应用比较成熟的欧美市场，2015年全球占比接近70%。相对而
言，中国RFID市场还处于探索期，标准和技术尚不成熟，市场普及率较低。未
来，随着中国RFID标准的完善，技术的突破，标签成本的下降，以及智慧物联
产业的发展，预计2016-2020年中国RFID市场将保持20%左右的速度增长。

• RFID产业的发展依托于整个产业链的完善。 RFID芯片作为整个产业链利
润率最高的环节，主要被意联科技、NXP、飞思卡尔等国外厂商垄断。目前中
国已经掌握了HF RFID芯片技术；但在UHF和更高频段的RFID芯片设计上还与
国外存在较大差距。

• RFID标签方面，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约占全球70%以上
的产能。2015年中国RFID标签市场接近30亿元，其中90%来自无源RFID。相
对无源，有源RFID具有识别距离远、传输数据量大、发射功率小、可靠性和兼
容性好等等优点，因此从2004年开始有源RFID市场出现快速增长，目前已经
有大批企业进入，如上海秀派电子、中兴智联、航天华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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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FID读写器方面，中国已经推出了系列产品，小功率读写模块已达到国外同类水平，大功率读写模块和读写
器片上系统(SoC)也已经实现突破。未来，RFID读写器将向多功能、多接口，以及模块化、小型化、便携式、嵌
入式方向发展。

• 从应用市场来看，中国已经将RFID技术应用于铁路车号识别、身份证和票证管理、动物标识、图书管理、公

共交通以及生产过程管理等多个领域，但在物流、服装、医疗、食品等多个领域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原因有四点
：一是成本高；二是国家标准确立晚；三是基础设施更换成本高；四是技术水平弱。未来，随着传统行业的转型
升级，RFID技术有望在食品安全追溯、智慧交通、智能制造、服装零售等行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水清木华研究中心《2016-2020年全球及中国RFID行业研究报告》重点分析了以下内容：
• 全球RFID标准与技术、市场规模、市场结构、重点企业等；
• 中国RFID市场规模、市场结构、重点企业；
• RFID产业链分析，包括芯片、标签、封装设备、读写器、中间件及系统集成；
• RFID下游应用领域，包括移动支付、物流、智慧交通、医疗、安防等；
• 全球10家、中国20家重点企业经营情况、RFID业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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