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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逾20年对RFID技术的潜心研发，和由数十名专家

组成的专业团队的不懈努力，日本RFID研究所终将理

论实现为值得信赖的产品，将研发组织蜕变为公司，并

将公司本部设立于日本大阪。

日本RFID研究所株式会社起源于医疗和生物科学领

域，该领域需要接近100%的准确性和稳定性。以此为

目标，我们突破RFID现有的技术，做出了业界读取精

度更高的产品，提高准确性的同时也增强了稳定性。凭

借着在“医疗”和“生物科学”领域所培养出的技术力

量，我们已经赢得了来自全球超过60个国家的合作伙

伴充分的肯定和赞誉！

日本RFID研究所，作为业界如日方升的“小巨人”，

为成为技术立足日本，服务遍及全球的典范，我们愿与

各界同仁和合作伙伴们一起，为全球用户构筑精准、

舒适和美好的未来，并始终向着这个梦想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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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性能与其附着的物体材质类型
（尤其是否为金属）、尺寸、附着位
置统统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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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最小的超高频RFID标签，以日本多年传承的高超加工

技术，将超高频近场谐振电路，以微雕工艺实现在米粒大

小的体积内。精湛的工艺水平保证了标签仅5×1.6×1.6mm

的微小体积，却可达到比其尺寸大十多倍的标准RFID近场

标签（如ImpinjJ41、J51、Alien9613等）的读取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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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ndArea在读取范围几毫米外就不会误读。 传统RFID技术即使离开数米也可能发生误读。

传统RFID技术在读取范围内也难免有无法读取的部分，
需要采用外部方法（例如旋转、抖动等扰动场）改变弱
区盲区的位置。 

BoundArea因内部不存在弱区和盲区，所以在读取范围
内不会漏读。  

BoundArea读取界限分明，可以做到非常规则的形状甚
至由客户自由定制。

传统RFID技术的读取范围一定是不规则、难以控制的类
圆形结构。 

传统RFID技术天线一定存在背板散射，会误读到标签。BoundArea的背板散射为0，不会误读射频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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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对药品和耗材的管理。通过在药品或耗材上粘贴RFID标签，可实现对

其供应过程的追踪。在进行仓储管理时，扫描标签即可对药品和耗材进行

防伪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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敆慁、为确保食品安全，在食品的外包装上加贴RFID电子标签，标签中

包含食品检测信息、食品生长生产信息、封装储运信息等，消费者通过电

子标签阅读器，即可了解到食品相关信息，从而在购买时更加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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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配合18650型号锂电池进行使用，纯电池下待机可达
8~1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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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超高频RFID技术广泛应用的难题是，其在应用时，力求

实现能读取到所有应该被读取的标签，却总是会同时误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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