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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無線射頻辨識(RFID)針對各種應用已有
了迅速的發展，例如國防安全、醫療保健、身分辨
識以及倉儲管理等，在技術層面上皆有進一步的發
展。在典型的無線射頻辨識系統中，標籤(tag)常被
使用來辨識物品資訊，附著於物品上的標籤可藉由
讀取器來獲得其資訊，而讀取器(reader)則負責週期
性地查詢讀取可讀範圍內之標籤。在現行研究中，
大部分研究著重在如何讓讀取器讀取區域內之所
有標籤，甚少考慮到讀取器本身的能力，然而讀取
器本身通常有一定的讀取能力，因此在本論文中，
我們的問題為如何使用區域內最少讀取器去讀取
最大量的標籤，且每個讀取器有其讀取標籤之上
限，在此論文中，我們提出啟發式演算法來解決此
問題，並且利用實驗模擬來分析此方法之優劣。
關鍵詞：RFID 網路、覆蓋衝突、讀取器佈置。

Abstract
Recently, many applications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such as defense security, health care, personal
verification, and warehouse management. In typical
RFID system, tag is often used to identify items’
information. In addition, the tag on an item can be
read by a reader. The reader can periodically read the
tags in its sensing range. Most researches focus on the
problem of reading all tags in the field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ability of the reader. However, the
reader has limited readability. In this paper, we
consider the problem of reading maximum tags such
that the number of readers is minimized, where the
number of tags sensed by the reader is limited. We
propose a heuristic in this pap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In addition, a simulation is conducted to show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oposed method.
Keywords: RFID network, Coverage collision,
Reader deployment.

1. 前言
無線射頻識別（RFID）系統是一種可以透過無
線電訊號，用以識別某一特別目標的一種自動化辨

識系統，有相當多產業及應用而生，例如在醫療照
顧應用、物流產業、製造產業以及身分辨識等相關
應用服務[6][7][8][9]。在 RFID 系統中，讀取器和標
籤為兩大組成元件，在此系統中，讀取器能發出無
線電波以讀取其自身感測範圍內標籤的訊息，另一
方面，標籤可以用來儲存訊息及回覆自身的辨識訊
息。一般而言，標籤可分為被動式和主動式兩種，
被動式標籤本身沒有電源，必須經由讀取器發出電
波後得到能量，才可回傳自身的訊息給讀取器，而
主動式標籤則是擁有自身的電源，能夠主動發出訊
息給讀取器。由此可知，讀取器與標籤的位置往往
決定提供服務品質的優劣，因此讀取器的佈置成為
相當重要的討論議題，在此論文中，我們著重於研
究如何佈置讀取器以增加 RFID 系統應用品質。
由於無線電波訊號很容易受到其他電波干擾
而產生雜訊，即所謂碰撞衝突[1]，因此，在 RFID
系統中即因為讀取器與標籤皆利用無線電波傳遞
訊息而有所謂的讀取器碰撞衝突[4]，讀取器碰撞衝
突是發生在不同讀取器的讀取範圍有互相重疊，當
在重疊區域內有標籤時，則當讀取器同時傳遞無線
電波訊號給標籤時，則會造成碰撞衝突以致於標籤
收到錯誤的讀取訊息。因此如何避免讀取器碰撞衝
突為是 RFID 系統中相當重要之研究[2]。
近年來有許多專家學者提出佈署 RFID 讀取器
和標籤的方法，如在[3]的研究中，該論文作者提出
演算法，期望以最少讀取器來覆蓋環境內所有的標
籤，以降低區域內讀取器的使用數量。然而此篇研
究只著重於如何使用讀取器讀取所有標籤，卻沒有
考慮到訊號的碰撞衝突，因此佈置完後的網路可能
會因為碰撞衝突而引起資訊讀取相關問題。
在[5]的研究中，作者考慮到衝突碰撞問題，並
提出有效演算法來降低讀取器的使用，以覆蓋最大
量的標籤。然而，在實際的應用當中，讀取器的本
身能力有其限制，即每個讀取器有其讀取標籤之
上限[4]。
在本篇論文中，我們考慮到 RFID 系統的實際
應用，除了讀取器的本身能力限制之外，讀取器的
感測範圍也可因需求而有所調整[2]，在有讀取器碰
撞衝突情況下，如何使用最少讀取器去覆蓋最大量
的標籤為本篇所研究之問題，在此論文中，我們根
據所參考範例性質，提出此問題之相對應啟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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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網路模型。其中圓形代表標籤，三角形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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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讀取器讀取標籤之上限範例。
演算法，最後並以實驗模擬來做相關分析比較。在
接下來的第二章節中我們描述 RFID 網路模型及其
問題定義。在第三章節中我們提出啟發式演算法來
解決此一問題，在第四章節中我們以實驗模擬來比
較分析所提方法，最後在第五章中提出結論。

2. 網路模型與問題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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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RFID 網路中，標籤任意散佈在一區域中，
假設讀取器的可佈置位置為已知，另外也得知現存
標籤位置，則我們可以根據讀取器的讀取範圍以及
相關位置資訊來得知可讀取的標籤為何，在此論文
中，我們假設讀取器的感測範圍可調整，可調整至
r 或 R ，其中 r  R ，另外假設讀取器的能力有限，
即最多可以讀取範圍內 k 個標籤，則即使有大於 k
個標籤位於某一讀取器讀取範圍內，最多也只能讀
取 k 個標籤，如圖 1 所示，在圖 1 中，每個讀取器
可選擇其感測範圍，讀取器 D1 使用感測範圍 r ，讀
取器 D2 則使用感測範圍 R ，假設每一個讀取器最
多只能讀 k  5 個標籤。則可以從圖中得知讀取器
D2 頂多只能讀其範圍內 5 個標籤。
在被動式 RFID 中，由於標籤本身沒有能量來
驅動訊號的傳遞，所以必須位於讀取器的感測範圍
內，然而，因為 RFID 讀取器本身硬體上的能力，
在讀取標籤之數量上會有所限制，即若讀取器覆蓋
過多標籤，則在讀取標籤過程中可能會有錯誤的發
生。如圖 2 所示，當讀取器 D1 發出訊息給感測範圍
內的標籤時，這些收到訊號的標籤( T1 , T2 , …, T7 )
會回傳資料給讀取器，但是，讀取器可同時處理的
標籤數量是有限的(最多 k 個)，所以在這情況下，
某些標籤的回傳資料可能會無法接收，造成整個系
統上的錯誤，這是必須避免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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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讀取器碰撞衝突範例。
因為 RFID 讀取器的設計方式，在某些情況下
會有讀取器碰撞衝突，發生的原因為讀取器之間的
感測範圍互相重疊所造成的問題。如圖 3 所示，讀
取器 D1 覆蓋標籤 T1 , T2 , T3 , T4 ，讀取器 D2 覆蓋
標籤 T1 , T5 , T6 , T7 ，由圖可知，讀取器 D1 可正確
取得標籤 T2 , T3 , T4 的資訊，讀取器 D2 可正確取得
標籤 T5 , T6 , T7 的資訊，然而標籤 T1 位於讀取器
D1 及 D2 的重疊感測範圍內，在此情況下，如果兩
個讀取器同時發出訊息時，就會導致標籤 T1 接收到
受干擾的訊息而無法回傳資料給任一讀取器，這種
錯誤稱為讀取器碰撞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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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啟發式讀取器佈置方法( R )範例。
圖 5. 啟發式讀取器佈置方法( r )範例。
由於 RFID 網路本身存在著讀取器碰撞衝突，
當讀取器可調整其感測範圍時，且最多僅能讀取其
感測範圍內 k 個標籤限制下，本論文研究如何選用
最少讀取器去覆蓋最大量的標籤。以圖 1 為例，當
選用讀取器 D1 及 D2 來覆蓋標籤時，D1 選用感測範
圍 r ，D2 則選用感測範圍 R ，此外，我們也可將讀
取器佈置在 D3 的位置，然而如果將讀取器 D3 的感
測範圍選用 R 時，則將會與讀取器 D2 共同覆蓋到
標籤 T1 ，進而造成讀取器碰撞衝突，因此讀取器
D3 的感測範圍可選用 r 或者不佈置讀取器到此位
置。

3. 啟發式讀取器佈置方法
由於在 RFID 網路中存在著讀取器碰撞衝突問
題，因此在選擇佈置讀取器的過程中，要盡量避免
這問題的發生，因此除了考慮佈置位置以外，還需
考慮讀取器所使用的感測範圍大小，當設定較大的
感測範圍時，可以覆蓋較多的標籤，然而由於讀取
器其能力有限，最多僅能讀取範圍內 k 個標籤，因
此並非感測範圍越大越好，主要原因為越大範圍雖
能覆蓋越多標籤，但實際上多數標籤因讀取器能力
限制問題而不能被讀取。另外，若讀取器範圍較小
時，則其範圍內的標籤數目較小，因此需用較多的
讀取器來佈置，才可以覆蓋較多的標籤。因此在我
們的方法中，將以這些觀察結果當作依據，作為佈
置讀取器演算法的特性參考。
由於讀取器本身可調整其感測範圍至 r 或 R ，
因此在我們的啟發式演算法設計中，我們先使用 r
或 R 來當作基本的讀取器感測範圍，在選定佈置讀
取器的考量方面，由於讀取器之間存在著讀取器碰
撞衝突，因此在我們的方法中要避免不同的兩個讀
取器覆蓋同一個標籤，如此即不會發生讀取器碰撞
衝突。再者，讀取器有其能力上的限制，一個讀取
器最多僅能覆蓋 k 個標籤，因此覆蓋範圍內的標籤
應少於等於最大容忍限度。就以上觀察，我們的啟
發式方法將隨機選取可佈置讀取器的位置，在此位
置上考量將感測範圍設定為 r (或 R )

的讀取器佈置於其上時，若確定不會造成讀取器碰
撞衝突時，則確定此讀取器佈置位置及感測範圍，
若造成碰撞衝突時，則不佈置讀取器至此位置，依
此方法不斷選取可佈置讀取器位置並作適當考
量，無衝突即可佈置，發生衝突即不佈置的策略
下，直至所有可佈置位置皆考量過為止。在接下來
文中，若在啟發式方法中以感測範圍 R 為基本考量
決策，則稱為啟發式讀取器佈置方法( R )，另外，
若在啟發式方法中以感測範圍 r 為基本考量決策，
則稱為啟發式讀取器佈置方法( r )，
以圖 4 為例，假設每個讀取器最大覆蓋標籤數
k  5 ，我們以啟發式讀取器佈置方法( R )來在此
圖上選出適當之讀取器佈置位置。首先，我們先隨
機取出一可佈置讀取器之位置 D1，並確認是否有衝
突發生，由於是第一個可佈置讀取器之位置，表示
尚未有任何讀取器被選擇佈置，因此不會有讀取器
衝突發生，所以 D1 可被選擇佈置讀取器。接下來選
擇 D2 位置，由於 D2 不會造成讀取器衝突，因此可
將讀取器佈置於 D2 之上，接下來假設所選的點為
D3 位置，則我們發現如果將讀取器佈置於 D3 位置
上，則存在位於 D1 及 D2 內的標籤被置於 D3 位置的
讀取器所覆蓋，則造成讀取器碰撞衝突，因此，D3
位置不放置讀取器，依此規則選取讀取器佈置位
置，我們可發現最後可將讀取器佈置於 D1, D2, D4,
D5, D7 上，並可覆蓋標籤數目 21 個。
以相同圖為例，我們套用啟發式讀取器佈置方
法( r )來選擇佈置讀取器，最後結果如圖 5 所示，
可發現到最後可使用 8 個讀取器來覆蓋 24 個標
籤，由此可看出當感測範圍較小時，讀取器間的感
測範圍重疊機會較小，因此可以蓋住較多的標籤。

4. 模擬與效能分析
在我們的實驗模擬環境中，標籤和可佈置讀取
器的位置為隨機設定於 200x200 區域中，可佈置讀
取器位置的數量為 150，且讀取器最大覆蓋標籤數
為 5，詳細的實驗參數如表 1 所示。

(計畫編號：MOST 103-2221-E-151-002)之部分研究
成果，在此謹向科技部致謝。

表 1、模擬環境數據
環境大小

200 x 200

讀取器數量

150

讀取器覆蓋範圍半徑

10、20

讀取器最大覆蓋標籤數

5

標籤數量

100~400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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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啟發式讀取器佈置方法( r )與啟發式讀
取器佈置方法( R )的比較結果。
圖 6 顯示啟發式讀取器佈置方法( r )與啟發式
讀取器佈置方法( R )在不同標籤數目下所可以覆
蓋的最大標籤數目結果，由此結果可得知當標籤數
目增多時，啟發式讀取器佈置方法( r )能覆蓋更多
標籤，主要為啟發式讀取器佈置方法( r )所選用的
讀取器感測範圍較小，因此可以選用較多的讀取器
去佈置以覆蓋較多的標籤，另外，啟發式讀取器佈
置方法( R )在標籤數目增多時所覆蓋的總標籤數
目沒有太大起伏，主要原因為所使用的讀取器覆蓋
範圍較大，較難增加新的位置以覆蓋更多的標籤。
此外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啟發式讀取器佈置方法( r )
所蓋的標籤總數大於啟發式讀取器佈置方法
( R )，主要原因為啟發式讀取器佈置方法( r )可使
用較多讀取器來覆蓋標籤且不產生讀取器碰撞衝
突。

5. 結論
在本論文中，在有讀取器碰撞衝突情況下，我
們研究如何使用最少讀取器去覆蓋最大量的標籤
問題，並提出啟發式讀取器佈置方法( r )與啟發式
讀取器佈置方法( R )。在實驗結果中得知啟發式讀
取器佈置方法( r )比啟發式讀取器佈置方法( R )有
較佳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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