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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可见光通信的自动识别无源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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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基于可见光通信的自动识别无源标签

及其通信系统，无源标签包括有光电池相连的标

签芯片，以及与标签芯片输出相连用于发射光信

号的LCD液晶屏。通信系统，包括有用于接收读写

器所发出的光、并将本身信息反射给读写器的自

动识别无源标签，读写器中用于向自动识别无源

标签发光的发光部件为发光二极管，读写器中用

于接收自动识别无源标签所反射的光信号的接

收部分为光电探测器。本发明具有双向可见光通

信性质，且具有存储功能。可利用可见光通信的

光资源为电子标签提供能量，以实现无源工作，

同时还具有光通信无电磁辐射的优点。本发明的

标签寿命长，免更换电池，具有可存储、可修改数

据、可重复使用、保密性强的功能，可以成为纸质

标签的升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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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可见光通信的自动识别无源标签，其特征在于，包括有光电池（3），与所述

光电池（3）相连的标签芯片（5），以及与所述标签芯片（5）输出相连用于反射光信号的LCD液

晶屏（4）；

所述标签芯片（5）包括有输入端通过电容（C）连接所述光电池（3）的光接收机（51），以

及输入端通过电感（L）连接所述光电池（3）的电源管理电路（52），其中，所述电源管理电路

（52）的输出连接所述光接收机（51），所述光接收机（51）的输出依次串接数字基带（53）、数

控开关（54）和反向调制电路（55），所述反向调制电路（55）的输出连接所述LCD液晶屏（4），

所述数字基带（53）还双向连接存储器（5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可见光通信的自动识别无源标签，其特征在于，所述光接

收机（51）包括有依次串接的输入端通过电容（C）连接所述光电池（3）的跨阻放大器（511）、

限幅放大器（512）和比较器（513），其中，所述比较器（513）的输出端连接所述数字基带（53）

的输入端。

3.一种具有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可见光通信的自动识别无源标签的通信系统，其特

征在于，包括读写器（1），还包括有用于接收所述读写器（1）所发出的光、并将本身信息反射

给所述读写器（1）的自动识别无源标签（2），其中，所述读写器（1）中用于向自动识别无源标

签（2）发光的发光部件为发光二极管（11），所述读写器（1）中用于接收自动识别无源标签

（2）所反射的光信号的接收部分为光电探测器（12）；

所述的读写器（1）还包括有：输入端与所述光电探测器（12）相连的用于对电信号进行

处理的可见光接收机（13），所述可见光接收机（13）的输出端通过用于还原原始信号的解调

器（14）连接用于处理数据的数字基带（15）的输入端，所述数字基带（15）的输出依次通过用

于进行信号调制的调制器（16）和可见光发射机（17）连接所述发光二极管（11），所述数字基

带（15）还分别从外部接收数据（A）和向外部发送数据（B）；

所述的自动识别无源标签（2），包括光电池（3），与所述光电池（3）相连的标签芯片（5），

以及与所述标签芯片（5）输出相连用于发射光信号的LCD液晶屏（4），所述标签芯片（5）包括

有输入端通过电容（C）连接所述光电池（3）的光接收机（51），以及输入端通过电感（L）连接

所述光电池（3）的电源管理电路（52），其中，所述电源管理电路（52）的输出连接所述光接收

机（51），所述光接收机（51）的输出依次串接数字基带（53）、数控开关（54）和反向调制电路

（55），所述反向调制电路（55）的输出连接所述LCD液晶屏（4），所述数字基带（53）还双向连

接存储器（56）。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具有基于可见光通信的自动识别无源标签的通信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光接收机（51）包括有依次串接的输入端通过电容（C）连接所述光电池（3）的跨

阻放大器（511）、限幅放大器（512）和比较器（513），其中，所述限幅放大器（512）的输入端还

连接所述电源管理电路（52）的输出端，所述比较器（513）的输出端连接所述数字基带（53）

的输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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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可见光通信的自动识别无源标签及其通信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光通信。特别是涉及一种下行通信方式采用LED发射可见光，上行

通信方式采用LCD反向调制并反射可见光为通信方式的基于可见光通信的自动识别无源标

签及其通信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RFID电子标签已逐渐应用到识别技术领域中,RFID电子标签主要由标签芯片、读

写器、数据传输和处理系统三部分组成。RFID电子标签具有抗干扰能力强、信息量大、非视

觉范围读写、寿命长和种类多等优点。

[0003] 但是现有RFID技术至少存在以下缺点和不足:1、普通无源RFID标签本身不能产生

能量，需要功率很大的读写器为标签提供能量,因此无源RFID电磁辐射大、易造成环境电磁

污染。并且它所发送的数据信号是根据雷达反射回波的原理实现的，返回信号非常微弱，极

易受到干扰。2、超高频(UHF)RFID读取器在距离人体非常近的时候会对人体健康有潜在危

害，某些特殊人群的应用中如孕妇、婴儿的可穿戴设备，某些有精密仪器的地方的应用存在

很大的局限性。3、RFID大功率电磁效应会使金属物品发热，不能应用在危险物品的管理中。

[0004] 新兴的可见光通信(VLC：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技术,其发射级采用照

明电源传递数据调制的光信号,接收级采用光探测器和光接收机解调光信号得到传递的数

据。可见光通信对人体无害已初步应用于室内通信。其优点如下：(l)可见光通信技术采用

的光源波长位于对人眼无害的可见光波段，不存在电磁辐射，适用于射频敏感领域。(2)可

见光通信技术由于采用照明光源作为信号源，只要光照得到的地方均可进行通信，独立空

间内频带可以重复利用，没有通信盲区。(3)可见光通信技术，利用的是照明光源，与自然光

一致，因此一般情况下无需限制发射功率。(4)无需申请无线电频谱，无须政府许可，便携性

强，便于维护，适合在智能家居、智能交通等领域应用。(5)适合信息安全领域应用。只要有

可见光不能透过的障碍物阻挡，半导体照明信息网内的信息就不会外泄。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具有双向可见光通信方式和具有存储功

能的基于可见光通信的自动识别无源标签及其通信系统。

[0006]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基于可见光通信的自动识别无源标签，包括有

光电池，与所述光电池相连的标签芯片，以及与所述标签芯片输出相连用于发射光信号的

LCD液晶屏。

[0007] 所述标签芯片包括有输入端通过电容连接所述光电池的光接收机，以及输入端通

过电感连接所述光电池的电源管理电路，其中，所述电源管理电路的输出连接所述光接收

机，所述光接收机的输出依次串接数字基带、数控开关和反向调制电路，所述反向调制电路

的输出连接所述LCD液晶屏，所述数字基带还双向连接存储器。

[0008] 所述光接收机包括有依次串接的输入端通过电容连接所述光电池的跨阻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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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幅放大器和比较器，其中，所述比较器的输出端连接所述数字基带的输入端。

[0009] 一种具有基于可见光通信的自动识别无源标签的通信系统，包括读写器，还包括

有用于接收所述读写器所发出的光、并将本身信息反射给所述读写器的自动识别无源标

签，其中，所述读写器中用于向自动识别无源标签发光的发光部件为发光二极管，所述读写

器中用于接收自动识别无源标签所反射的光信号的接收部分为光电探测器。

[0010] 所述的读写器还包括有：输入端与所述光电探测器相连的用于对电信号进行处理

的可见光接收机，所述可见光接收机的输出端通过用于还原原始信号的解调器连接用于处

理数据的数字基带的输入端，所述数字基带的输出依次通过用于进行信号调制的调制器和

可见光发射机连接所述发光二极管，所述数字基带还分别从外部接收数据和向外部发送数

据。

[0011] 所述的自动识别无源标签，包括光电池，与所述光电池相连的标签芯片，以及与所

述标签芯片输出相连用于发射光信号的LCD液晶屏，所述标签芯片包括有输入端通过电容

连接所述光电池的光接收机，以及输入端通过电感连接所述光电池的电源管理电路，其中，

所述电源管理电路的输出连接所述光接收机，所述光接收机的输出依次串接数字基带、数

控开关和反向调制电路，所述反向调制电路的输出连接所述LCD液晶屏，所述数字基带还双

向连接存储器。

[0012] 所述光接收机包括有依次串接的输入端通过电容连接所述光电池的跨阻放大器、

限幅放大器和比较器，其中，所述限幅放大器的输入端还连接所述电源管理电路的输出端，

所述比较器的输出端连接所述数字基带的输入端。

[0013] 本发明的一种基于可见光通信的自动识别无源标签及其通信系统，具有双向可见

光通信性质，且具有存储功能。可利用可见光通信的光资源为电子标签提供能量，以实现无

源工作，同时还具有光通信无电磁辐射的优点。本发明的标签属于无源标签，有着寿命长，

免更换电池维护的优点，具有可存储、可修改数据、可重复使用、保密性强等纸质标签所没

有的功能，可以成为纸质标签的升级产品。本发明的技术特点是：

[0014] 1、本发明提出了基于可见光通信的自动识别无源标签的一种双向可见光通信系

统，这系统不仅实现了标签的双向可见光通信，克服了普通无源RFID电磁辐射大、易造成环

境电磁污染、应用场景受限制等缺点。

[0015] 2、所述通信系统由于减小了读写器的辐射功率从而减小了读写器的尺寸，降低成

本。

[0016] 3、所述可见光通信的自动识别标签中LCD功耗很低，完全可以由光电池借助环境

光能或读写器LED发射的能量供电，做到了节能。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基于可见光通信的自动识别无源标签的电路构成框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基于可见光通信的自动识别无源标签的通信系统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基于可见光通信的自动识别无源标签的通信系统中读写器的结构框图。

[0020] 图中

[0021] 1：读写器                           2：自动识别无源标签

[0022] 3：光电池                           4：LCD液晶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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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5：标签芯片                         11：发光二极管

[0024] 12：光电探测器                      51：光接收机

[0025] 52：电源管理电路                    53：数字基带

[0026] 54：数控开关                        55：反向调制电路

[0027] 56：存储器                          511：跨阻放大器

[0028] 512：限幅放大器                     513：比较器

[0029] 13：可见光接收机                    14：解调器

[0030] 15：数字基带                        16：调制器

[0031] 17：可见光发射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的一种基于可见光通信的自动识别无源标签及

其通信系统做出详细说明。

[0033]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一种基于可见光通信的自动识别无源标签，标签的接收信号

采用光通信模式，发射信号采用LCD调制反射模式。具体包括有光电池3，与所述光电池3相

连的标签芯片5，以及与所述标签芯片5输出相连用于发射光信号的LCD液晶屏4。所述的LCD

液晶屏4可以采用调制功耗更小、电量较小且具有通电透光不通电不透光的液晶光阀，所述

光阀在后侧镀有高反射镜面膜，尺寸在厘米级通断电压在3V以下，耗电功率在1W以下。将入

射到自动识别无源标签上的光调制反射出去，最终实现无源标签的双向通信。

[0034] 所述标签芯片5包括有输入端通过电容C连接所述光电池3的光接收机51，以及输

入端通过电感L连接所述光电池3的电源管理电路52，其中，所述电源管理电路52的输出连

接所述光接收机51，所述光接收机51的输出依次串接数字基带53、数控开关54和反向调制

电路55，所述反向调制电路55的输出连接所述LCD液晶屏4，所述数字基带53还双向连接存

储器56。所述数字基带53、存储器56、数控开关54、反向调制电路55均采用传统RFID技术。经

读写器LED  1发射持续光为光电池提供能量同时也为标签表面LCD反射提供光源，也可通过

闪烁向光电池发射信号。所述的光电池可以采用外置分离太阳能电池，所述太阳能电池的

材料又可以采用多晶硅或单晶硅或砷化嫁。太阳能电池在满足为整体标签稳定供电的前提

下,尽量选取尺寸最小的太阳能电池。

[0035] 所述光接收机51采用传统可见光通信中光接收机模块(跨阻放大器(TIA)、限幅放

大器、比较器)，所述光接收机51具体包括有依次串接的输入端通过电容C连接所述光电池3

的跨阻放大器511、限幅放大器512和比较器513，其中，所述限幅放大器512的输入端还连接

所述电源管理电路52的输出端，所述比较器513的输出端连接所述数字基带53的输入端。

[0036] 当本发明的基于可见光通信的自动识别无源标签接收到携有光信号的可见光照

时,一方面太阳能电池将光能转化成电能输入到电源管理系统,电源管理电路采用CMOS工

艺集成到标签芯片中，其功能不仅在于将太阳能电池输入的不稳定的电源电压，转化成稳

定的电源电压并有效、合理、稳定的为标签芯片内部各个模块提供能量。同时电源管理电路

也包含与之相匹配的电源存储模块，用于在接受弱光信号时为标签芯片提供稳定的电源。

另一方面，太阳能电池光信号转化成电信号输入给电容，由于电容具有去直通交的特性，可

以通过合理的选取电容以将获得太阳能电池输出中的交流电信号并将其输入到光接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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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现可见光信号到电信号的转化过程。

[0037] 如图2所示，本发明的一种具有基于可见光通信的自动识别无源标签的通信系统，

其下行通信方式采用LED的可见光的通信方式，上行通信方式采用LCD反向调制并反射可见

光的方式。包括读写器1，还包括有用于接收所述读写器1所发出的光、并将本身信息反射给

所述读写器1的自动识别无源标签2，其中，所述读写器1中用于向自动识别无源标签2发光

的发光部件为发光二极管11，所述读写器1中用于接收自动识别无源标签2所反射的光信号

的接收部分为光电探测器12。

[0038] 如图3所示，所述的读写器1还包括有：输入端与所述光电探测器12相连的用于对

电信号进行处理的可见光接收机13，所述可见光接收机13的输出端通过用于还原原始信号

的解调器14连接用于处理数据的数字基带15的输入端，所述数字基带15的输出依次通过用

于进行信号调制的调制器16和可见光发射机17连接所述发光二极管11，所述数字基带15还

分别从外部接收数据A和向外部发送数据B。

[0039] 所述读写器1的工作原理：光电探测器12将光信号转变成电信号经过可见光接收

机13处理，再经过解调器14还原出原始信号输入到数字基带15进而输出存储；读写器向外

发送的数据经过数字基带处理在调制器16处进行信号调制，被调制信号经过可见光发射机

17使发光二极管11闪烁向外发射可见光信号。

[0040] 所述的自动识别无源标签2，包括有光电池3，与所述光电池3相连的标签芯片5，以

及与所述标签芯片5输出相连用于发射光信号的LCD液晶屏4，所述标签芯片5包括有输入端

通过电容C连接所述光电池3的光接收机51，以及输入端通过电感L连接所述光电池3的电源

管理电路52，其中，所述电源管理电路52的输出连接所述光接收机51，所述光接收机51的输

出依次串接数字基带53、数控开关54和反向调制电路55，所述反向调制电路55的输出连接

所述LCD液晶屏4，所述数字基带53还双向连接存储器56。所述光接收机51包括有依次串接

的输入端通过电容C连接所述光电池3的跨阻放大器551、限幅放大器512和比较器513，其

中，所述限幅放大器512的输入端还连接所述电源管理电路52的输出端，所述比较器513的

输出端连接所述数字基带53的输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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