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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人员自动跟踪定位管理系统 

随着对隧道建设者安全的重视，隧道内部工作人员管理要求做

到实时的了解人员所在隧道内位置，隧道某区域人数，隧道内待的时

间等信息。RFID 隧道人员跟踪定位管理系统是集隧道施工人员进出

记录自动跟踪、区域定位、安全预警、灾后急救、日常管理等功能于

一体，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低频射频识别技术，使管理人员能够随时

掌握施工现场人员、设备的分布状况和每个人员和设备的运动轨迹，

便于进行更加合理的调度管理以及安全监控管理。当事故发生时，救

援人员可根据该系统所提供的数据、图形，迅速了解有关人员的位置

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的救援措施，提高应急救援工作的效率。隧道人

员跟踪定位系统的实现，促使隧道建设的安全生产和日常管理再上新

台阶。 

 一、项目要求： 

某隧道，为加强隧道工人的管理，要求采用非接触式感应卡来跟

踪和记录每个人员在隧道内各个区域的进出情况、分布情况等相关信

息。 

二、现场情况： 

现有一个隧道，宽度 6 米，有近 1000 名员工施工。 

三、系统工作原理 

本系统前段所采用的识别设备为英国最新 CypherTag®系列 TV1

感应卡和 RVR1 系列读卡器，CypherTag®是英国艾登特克有限公司

开发研制的新一代低频射频自动识别品牌。CypherTag®系列感应卡



 

和读卡器是一种真正的快速、远距离感应射频识别产品，读卡距离可

达 3 米，覆盖通道宽度可达 3 至 32 米，可同时识别多达 320 张感应

卡，读卡速度可达 80 公里/小时， 因而能够对快速移动的物体或人

员进行远距离准确识别和方向追踪。在低频射频识别领域，

CypherTag®感应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CypherTag®系列远距离感应产品的工作机理是：每个感应卡内都

有一个 64 位的号码，当感应卡呈现在读卡器读出范围内时，感应卡

被读卡器不断发射的电磁问询信号激活，从而反馈给读卡器一个携带

有感应卡号码的应答信号，正是通过感应卡与读卡器互相之间的信号

问询与应答，读卡器就能够准确快速地识别感应卡内携带的号码，并

将读到的感应卡号码按照一定的输出格式输出给计算机、外部控制器

或其他终端设备， 从而实现对感应卡的识别。 

管理中心给每个人员分发一张带有６４位编码的 RFID 感应卡，

人员经过 RFID 读卡器附近时读卡器就能感应到卡，并将卡中的信息

（卡号）传送给当地的控制设备。控制设备对卡号的合法性判断并产

生相应的控制动作，再将收到的卡号传给管理软件，管理人员可以实

时监控管理每个通道的人员进出情况。记录人员的最后位置，系统也

可在各位置加入门禁功能，当读到卡时阻挡设施才打开，有效防止未

授权人员进入特定区域。整个系统采用一张卡（一卡通）实现人员的

自动跟踪识别和控制等式功能，凭卡可以开门、考勤、消费、访客、

停车、巡更、上电梯、会议签到、打电话等等。 



 

四．设计依据 

主要设计依据包括： 

1.  国际综合布线标准   ISO/IEC11801 

2．《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T 16-92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防范行业标准》 GA/T74-94 

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 GA/T70-94 

5．《监控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50198-94 

6. 《安全防范工程程序与要求》（GAT75-94） 

 

五．系统实施说明 

系统设置一台管理服务器，放置在监控中心；设置多个客户端，

在各重要进出位置放置客户端电脑，供安保人员实时查看，在管理服

务器上安装管理软件，负责对整个系统的维护管理；在隧道内划分区

域，在各区域出入口安装远距离读卡器感应天线，可以把隧道划分成

几个部分，覆盖整个隧道；控制器为系统的核心部件，负责整个系统

输入、输出信息的处理和储存、控制等，所有门禁控制器通过 485 方

式联接。 

六、系统工作安装示意图 



 

 

七、详细方案设计说明 

方案 1、隧道宽度 3 到 4米，采用 RVR1－DS-MS 读卡器，使用四个不锈钢天线放置在隧道两

边。远距离读卡自动识别，工人携带卡片经过不锈钢天线就能被识别，通行速度可达 80 公

里/小时，可同时识别 100 张人员卡。通过方向判断来实现人员的跟踪和定位。 

 

通道远距离读卡器安装图： 



 

 

 

 

 

方案 2、通道 4 到 6 米，在隧道底部用铜线前后各绕两圈，可实现进出判断。使用 RVR1－

DS-MS 读卡器，远距离读卡，通行速度可达 80 公里/小时，可同时识别 100 张人员卡，同

时具备进出方向判断功能；每台控制器可同时存 10000 个人员和 10000 条记录，可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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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远距离读卡器安装图： 

 

方案 3、通道 6 到 10 米，采用 RV1-DS-4MS 读卡器，天线并排交叉安装在地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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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系统设备功能说明 

RV1-DS-MS 读卡器，采用感应天线埋入地下，人员的进出数

据同时可作为考勤数据，采用 485 控制器，应用 485 线路传输，  

 1．感应卡 

 采用英国 CypherTag 低频远距离感应卡，型号 TV1.可固定于安全

帽上，也可直接放入人员口袋内。该产品的特性如下： 

CypherTag TV1 远距离感应卡（密封型人员卡） 

 



 

产品特性: 

远距离识别：读卡距离 3 至 4 米 

防冲撞：在 RV1 读卡器上可同时识别 320 张感应卡 

高精确性：误读率低于 1 亿分之 1 

高安全性：私有加密协议，随机通讯数据 

长寿命：3 年使用寿命 

自检测：电池状态自动输出 

美观实用：可做证件卡，可打印姓名等信息 

自休眠：离开感应区自动体眠 

抗液体：水中工作感应距离无任何改变 

技术参数: 

卡号：64 位编码，输出位数可选 

尺寸：86 x 54 x 4.5 mm 毫米 

重量：28 克  

工作寿命：带电池，寿命 3 年以上，低电池电压后仍然可正常使用 2

到 3 个月，并输出提示信息。 

材质：亮灰色 ABS 外壳加聚碳酸酯标签(73 x 50 x 0.2 mm) PVC 白色

签名栏，可签名或打印 

工作温度：-20～+60℃ 

工作湿度：100% 防水，水里正常工作，水中感应距离无任何改变  

工作频率：发射频率 4MHz,接收频率 125KHz; 

CE, DTI & 美国 FCC 认证 



 

CypherTag TV6 证件型远距离感应卡（可换电池） 

 

产品特性: 

远距离识别：读卡距离 3 至 4 米 

防冲撞：在 RV1 读卡器上可同时识别 320 张感应卡 

高精确性：误读率低于 1 亿分之 1 

高安全性：私有加密协议，随机通讯数据 

自检测：电池状态自动输出 

美观实用：可做证件卡，可打印姓名照片等信息 

自休眠：离开感应区自动体眠 

抗液体：信号穿过液体感应距离无任何改变 

技术参数: 

卡号：64 位编码，输出位数可选 

尺寸：95 x 64 x 5 mm 毫米 

重量：30 克  

工作寿命：带电池，电池寿命 3 年以上，电池可更换，低电池电压后

仍然可正常使用 1 到 2 个月，并输出提示信息。 



 

材质：亮灰色 ABS 外壳,可插入一张 PVC 材质的 ISO 标准形标签，可

打印姓名照片单位等信息，用作证件 

工作温度：-20～+60℃ 

工作湿度：0 - 80% 无凝结，轻度防水  

工作频率：发射频率 4MHz,接收频率 125KHz; 

CE, DTI & 美国 FCC 认证 

产品应用: 

适合于要求读卡距离远、识别速度快以及要求对多个电子卡同时进行

识别的应用领域, 如人员跟踪管理系统、物品跟踪管理系统、停车场

管理以及车辆自动收费管理等场合,特别适合物品或人员的跟踪,控制

或定位。 

2．读卡器 

采用英国 CypherTag 新型远距离读卡器，型号 RVR1－DS－MS. 

其工作原理是：读出器带有一个可以发射并接收感应卡信号的天线线

圈。通过这个天线，读卡器不断地向四周发射电磁波问讯信号。当感

应卡进入读卡器读卡范围内时，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状态的感应卡

被激活，感应卡也通过其内部的一个小的天线线圈将载有感应卡号码

的应答信号反馈给读卡器。通过读卡器与感应卡的不断问询和应答，

读卡器就可以将感应卡的号码全部读出，并按照一定的格式输出给计

算机或其他控制器。CypherTag 读卡器与感应卡之间的问询是经过加

密的，感应卡的号码以一种“乱码”的格式反馈给读卡器，这种“乱

码”只有 CypherTag 系列读卡器可以识别，因此感应卡号码在传输过



 

程中是绝对安全的。 

CypherTag RVR1 系列远距离读卡器 

 

小范围内精确方向定位，适合大楼式多层通道跟踪 

宽通道长条形信号覆盖，适于宽通道进出管理 

过道形感应区域，稳定的读卡边界 

高速多重识别，不漏卡 

卡片任意携带，无方向性，不受屏蔽，低频有源无害 

RVR1-DS-MS 远距离读卡器  

产品特性: 

◆ 可外接 4 个天线, 具有两个单独的输出, 

◆ 能够实现准确的进出方向判断  

◆ 读卡距离远，提供 3m-4m 的读出距离  

◆ 安装通道宽度可达 6 米 



 

◆ 防冲突，多天线读卡速度可达 320 张/秒，单天线同时识别 100 张   

◆ 高精度读取，误读率低于一亿分之一 

◆ 安装方便，天线制作方法简单  

◆ 读卡没有方向限定， 360 度任意角度都能读到，  

◆ 卡片可放置在身上任意位置，真正的自动识别 ,  

◆ 可用于物品车辆或人员的自动识别  

◆ 同时提供 26/34 位 Wiegand, RS232 输出  

◆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认证、CE 认证  

技术参数: 

尺寸：（长）20 x （宽）15 x （厚度）4 毫米 

电源：12～28 伏，DC，@400mA max 

工作温度：-20～+60℃ （适用于室内和室外安装) 

工作湿度：0 - 80% 无凝结，信号穿过液体感应距离无任何改变 

最大天线大小：采用直径 2.5 粗铜线时单天线周长达 16 米  

显示：外接高精度 LCD 显示屏， 

输出格式：26 位、34 位 Wiegand, RS232 

工作频率:发射频率 125KHz,接收频率 4MHz; 

 

产品介绍:  

CypherTag 是英国 Identec 新开发的产品品牌系列， 是原 Cryptag 

Census 品牌 的升级产品，采用最新的低频跳频技术， 发射频率



 

125KHz,接收频率 4MHz， 共有 25 个信号通道，最多可带 16 个读

卡天线， 既有低频技术极强的穿透性，又有高频技术强大的抗干扰

性和高速工作能力。 CypherTag 远距离读卡器具有极高的先进性， 

采用 3 颗 32 位高速 MCU 微控制单元， 带高精度 LCD 显示屏和按

键，显示屏可以波形形式显示当前区域电磁情况及卡片状态，可在读

卡器上直接进行编程设置，读卡器具有 14 种工作模式，包括控制、

加强控制、加强跟踪、安全、物品跟踪等模式，用于对不同的人员、

车辆及物品的进出情况进行判断，用户可直接在读卡器上设置工作模

式、韦根及 RS232 格式、死区时间、HOLD、CTS、徘徊警告、上电

信息、继电器及各输入输出点等各项功能。 

3．控制器 

BS600-3 控制器 (485 通讯方式) 

 

BS600-3 四门控制器特性： 

◆ 四门控制器， 控制四个门的进出 

◆ 卡片容量 20,000 张；记录事件 20,000 笔;动态调整后，可达卡片

19,000 张，记录 1,000 笔；或卡片 1，000 张，记录 19，000 笔。 



 

◆ 可外接八个韦根读卡器， 分别用于进、出刷卡开门 

◆ 带防尾随功能，刷卡一次只能进一个人,跟进报警 

◆ 消防联运功能，可与任何消防系统实现联动控制 

◆ 流程控制功能，可根据任意事件产生一连串的控制动作动作 

◆ 刷卡、指纹、密码、指纹 + 密码，刷卡 + 指纹 + 密码， ID 号 

+ 指纹 + 密码，刷卡 + 密码，卡号输入开门任选  

◆ 具有返潜回、布防、撤防等功能  

◆ 采用 16 位单片机，传输速率可达 19,200bps，读卡速度小于 0.2

秒 

◆ 可脱机使用或通过网络与 PC 机相联， 如 485 或 TCP/IP 

◆ 可接入出门按钮、门磁，和一路 TTL 输入以及一路报警器输出，

如红外探测器 

◆ 可外接其它厂牌的韦根读卡器（如：英国 Cryptag Census、HID、

TI、飞利浦 Mifare、Motorola、Legic 等读 

卡器） 

◆ 内置高性能可充电电池。  

◆ 可与 BS 系列其他智能控制器联网使用 

◆ 具有防撬报警功能 

◆ 2x16 点阵 LCD 显示， 带蓝色背光 

6．电源 



 

BSPS-3.0A 开关电源 

 

 

技术参数： 

◆ 输入电压：190V - 260V 

◆ 输出电压：13.5V-14.5V(带负载情况下），根据需要可调至 12V-16V 

◆ 负载输出最大工作电流：3.0A 

◆ 负载输出纹波： <1%  

◆ 蓄电池充电电流：500mA(以 7AH,12V 蓄电池为例） 

◆ 蓄电池放电保护电压：11V 

◆ 短路保护功能（即使在带负载的情况下）  

◆ 外形尺寸：130x98x40mm 

◆ 外壳材料：铝合金外壳 

◆ 可外接蓄电池，组成一个 UPS 系统  

应用场合： 

可用于门禁控制器、读卡器、电控锁。注意，电控锁和控制器或读卡器不能共用

同一个电源。 

特别说明： 

为确保门禁系统的稳定性，宁波太阳电子科技公司强烈要求工程商，

门禁控制器和电控锁必须采用单独的电源供应，切不可将一个电源同

时给门禁控制器和电控锁供电 



 

7、人员跟踪管理系统： 

BTEPS-HTS 人员跟踪管理系统 

BTEPS Human Tracking Management System  

1、系统介绍 

 

人员跟踪定位系统是用于实时监控区域内人员的数量、快速定

位某个人当前所在的区域位置，携卡人员出入洞时间、重点区域出入

时刻、限制区域出入时刻及报警、洞内工作时间以及查询洞内人员活

动路线，当用户数量超过某个预设值时报警。是智能安防系统中必不

可少的子系统之一。广泛应用于矿井、隧道、监狱、军队、学校、厂

区、政府机关和智能化大楼等重要场所。 

 

HTS 人员跟踪系统直接采用门禁系统设备，无需增加任何其他硬件

设备。系统在关闭一段时间再重新启动运行时，能够自动处理在软件

关闭期间内存储到数据库中的刷卡记录，并自动更新各个跟踪区域内



 

的人员资料。 

2、电子地图、跟踪区域和跟踪点 

(1) 人员跟踪系统支持电子地图功能，电子地图数量不受限制，可导

入 JPG、BMP 和 GIF 图像文件。可根据实际情况，把隧道图纸导

入到软件，做到电子地图跟实际情况一样。 

 

(2) 可在电子地图上新建多个跟踪区域，能够通过鼠标画出跟踪区域，

跟踪区域的名称、名称大小、字体、背景颜色和透明度能够任意

设置。可以任意改变区域内文本信息框的显示位置。可将系统中

某个门拖动到某个跟踪区域作为跟踪识别点，并可设置门的进出

与跟踪区域的进出的对应关系。一个跟踪区域可由多个门禁点组

成，且不受限制。 



 

 

如上图，某人员从 1 号区域入口进入后，1 号区域人员数量增加 1，

经过 1 号 2 号区域识别点进入 2 号区域后，1 号区域人员数量减

少 1,2 号区域人数增加 1。 

(3) 通过双击电子地图上的某个关联区域，可从一张电子地图切换到

另外一张电子地图。 

(4) 人员跟踪软件能够设置每个跟踪区域人员滞留超时时间、区域内

允许的最大人员数量、预警人员数量以及某个时间段内的人员最

大数量。当超区域中实际情况超过规定设置时，系统将发出警报，

告知管理人员，及时进行调整。 

1. 区域内报警信息 

(1) 人员跟踪软件能够针对每个区域发生以下情况时产生报警： 

(a) 人员滞留超过规定的时间报警 



 

(b) 区域内人员的数量超过规定时报警 

(c) 区域内的人员超过规定的数量时发出预报警 

(d) 区域内的某个时间段的人员数量超过规定的最大值时报警 

(e) 非法闯入区域报警 

(2) 当报警发生时，所在区域闪烁并发出声音报警提示，且报警发生

后区域背景颜色和报警声音能够由用户任意设置。 

(3) 能够随时启用和禁止某项报警 

(4) 能够设置各个报警的优先级以及报警发生后是否需要由操作员输

入文字信息。 

(5) 能够查询打印每个区域当前的所有报警信息。 

2. 人员定位和跟踪 

(1) 能够根据卡号、 工号、姓名和部门查询某个员工当前所在的区域

并切换到该区域。在隧道管理中管理人员需要知道某位工人在什

么区域时可以通过这个功能马上查询到。 



 

 

(2) 能够查询某个员工在某个日期段内进出各个区域明细资料，包括

进出区域名称、进出时间以及在每个区域内的滞留时间。正确掌

握员工在某个日期段内的动向。 

 

(3) 能够通过路径的形式，显示某个员工在某个日期段内的移动轨迹，

进出各个门禁点之间通过线条连接并有箭头指示。箭头的方向为

人员行走的方向。 



 

 

3. 区域人员数量跟踪 

(1) 能够查询各个区域某个日期段内每隔一定的时间的人员数量， 时

间间隔能够任意设置。 

 

(2) 上述人员分布情况可通过方形图来表示。 



 

 

4. 查询当前区域人员 

能够按部门查询每个区域的当前人员资料以及按区域查询每个

部门的当前人员资料。 

 

 



 

5. 操作员权限 

能够通过管理员登录后，添加新操作员，并可设置每个操作员是

否具有设置区域的权限。 

6. 其他功能 

(1) 能够设置从某个日期和时间开始，重新计算区域内的人员情况。 

(2) 能够设置系统自动登录，还是需要登录密码才能登录。 

(3) 在系统报警后，能够随时关闭报警声音。 

通过手动方式，能够清除区域内的所有人员资料。进行手动清除操作

时，需要输入管理员的登录密码。 

 

HTS 功能一览表  

功能 说明 

人员当前位置 可通过姓名、工号、卡号查找某个员工，弹出员工所在区域的电

子地图 

区域当前人员情况 实时显示各个区域人员数量、人员明细、是否达到预警数量，是

否达到人员上限。同时还可以设置一个时段内的人数限制数量 

非法人员显示 实时显示区域内是否有非法人员，以及非法人员明细 

当前区域停留时间 实时显示某个员工在当前所在区域停留的时间 

行动路线查询  
查询某人在指定时间段的行动路线，以及在各个区域的停留时间 

区域历史记录查询 查询某个区域在某个时间段的人数，以及人员明细清单 

区域非法历史记录查询 查询某个区域指定时间段的非法人员及该人员进入区域历史记录 

报警统计 非法人员统计及所有报警记录统计 



 

曲线图 统计某个区域在某个时间段的人员数，绘制曲线图 

非法人员报警 非该区域人员进入该区域时报警 

预报警 区域人员数量达到预警界限时发出预报警； 

满员报警 
数量达到人员上限时报警 

停留时间超时报警 当某人在该区域停留时间过长(超过该区域所允许的停留时间)时

报警 

异常行踪报警 当某人尚未离开某一区域，又在另一个区域出现时报系统报警 

报警处理 报警发生后，系统提示需要手动确认和复位 

区域设置 支持电子地图上区域设置，可通过线条描述一个区域并可设置区

域背景颜色 

 

 

 

 

 

 



 

九、设备配置清单 

1、设备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型号 单价 数量 总价 备注 

1 
英国 CYPHERTAG 系列

远距离读卡器 

RVR1-DS-MS 
RVR1-DS-4MS  

1 
  

2 控制器 BS600-Q61-3 
 

1 
  

4 485 转换器 BSRT-AS 1  

5 感应卡 TV1 1 

6 稳压电源 BSPS－3.0A 1 

7 人员跟踪软件 BTEPS－HTC 1 

8       合计   

 



 

十、典型应用案例 

 

 

 

 

 

 

 

 

 

 

 

 

世界最高楼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World Financial Building 

 世界最高楼 

 104层， 492.5米 

 1500门禁点 

 6万人进出管制 

 32部电梯控制 

 2000 部车辆的进出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