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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友明提供 神具有射頻祺別功能的存儲卡，所述存儲卡包括有存儲
羊元以及占外部 各交互存儲羊元所存儲數搪的存儲卡接口，其中存儲羊
元所存儲數搪包括有射頻祺別配置信息 所述存儲卡 包括 射頻祇別功
能羊元 用存儲羊元存儲的所述射頻 別配置信息村 )身迭行配置，以及
祇別接收到的射頻信青。 另外，本友明近提供一神結合所迷存儲卡的終端

ik各，本友明中通迂存儲卡折展射頻祇別功能 可以較低的成本、較好的
兼容性折展終端 i 各的射頻祺別功能 滿足市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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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儲卡及錯合存儲卡的終端改各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射頻祇別改各，更具休的祝，本友明涉及具有射頻秋別功
能的終端改各。

背景技木

射頻祺別 ( ad o F eq e cy de血 c a o ，盯 ) ，俗私屯子析答，
是一神利用射頻信青通迂空間栩合 ( 交奕磁切或咆磁切 ) 奕現元接蝕信息

估速井通迪所侍速的信息迭到祇別 目的的技木。

參考囤 1所示，射頻祺別 系統通常由三部分組成

杆答 Tag 由糯合元件及志 片 組成，每介杯答具有唯一的屯子蝙

碉，附看在物休上用于析祺 目析吋豹
岡褸器 ( Reade ) 褸取 ( 有吋候也可以昌入 ) 柄答信息的改各，可

役汁成手持式或固定式

侍播媒介 例如屯磁波，在析答和岡褸器之柯侍遂射頻信寺。

射頻秧別技木的基本工作原理井不夏染 占析答迸入侍播媒介，如磁
切后 ，兌借其通迂感座 屯流所萊得的能量將存儲在杯答上的戶品信息

( ass v e Tag ，元源杯答或被功杆答 友送出去，或者由枋答 自身主功友
送某一頻率的信寺 Ac ve Tag ，有源林答或主功杆答 ) 岡褸器褸取杆

答上的信息，弄將核信息迭行解碼，最后將其送至中央信息 系統迸行有夫

數搪赴理。 作力一神非接絀式的 自功祇別技木，射頻祇別元須人工干預，
核技木具有奈形碉所不具各的防水、防磁、耐高溫、使用青命衣、棲取距
禹大、杯答數搪加密 、存儲數搪容量大及存儲信息更改自如等仇魚，因此
占今很多領域如物流和供座管理、航空行李赴理、祁件/快返包裹赴理、門

禁控制 /屯子口票等等都升始使用射頻砍別技木。

通迂折展現有的終端改各可以使終端改各具有射頻祇別功能，一科使

20050088285 青 " ob e C omm ca o e m a W h 扭 血 c o d
D p og a m g e od he S ame ( 具有口 功能和口D編程方法的



移功通訊終端 ) ，咳青利是斡囤三星公司于2003年10月28青申清，舌利所

揭示的技木方案是 一神移功通汎終端，核終端 包括射頻祇別信青接收器，

用于接收以第一科形式存在的射頻祺別信寺 一特換裝置，用于將以第一
神形式存在的射頻祇別信寺特換成第二神形式 存儲裝置，用于存儲以第

5 二神形式存在的射頻祺別信寺 編碉器，用于吋存儲裝置申的射頻祇別信
寺迸行編碉 解碉器，用于吋八編碉器瑜出的射頻祕別信于解碉 侍送裝

置，用于將解碉后的射頻祇別信青侍送到岡褸器中。

在上述舌利描迷的現有技木P ，通迂將田 模泱直接嵌入到移功通訊

終端中可迭到折展終端射瀕祇別功能的目的，但迂存在如下缺魚

10 首先，目前市面上出售 的絕大多數移功通祝終端 申都不包含盯 模
泱，如果用戶想使 自己的移功終端具有 F D功能，需要另外胸芙 內置有

F 模坡的移功通訊終端，迷梓的終端什格較力昂貴，增加了消 費者的胸

芙成本

其次， 肝 D杯准繁多 ，不同析准的灶 要求也不冬相同，不同的

升友商采用不同的盯 杆准未升友 自己的移功通訊戶品，使得不同的移

功終端之間叮 的兼容性校差 。

友明內容

本友明解決的技木岡題是提供一神具有射頻祇別功能的存儲卡及結

合所迷存儲卡的終端改各，所述存儲卡及終端改各具有較低的成本、較好
9 的兼容性。

力解泱上迷問題，本友明的存儲卡，包括有存儲羊元以及均外部沒各
交互存儲羊元所存儲數搪的存儲卡接口，其中存儲車元所存儲數搪包括有

射頻祇別配置信息，所述存儲卡近包括

射頻祺別功能羊元，用所述存儲羊元存儲的所述射頻祇別配置信息吋
9 自身迭行配置 以及祇別接收到的射頻信青。

相座的，本友明提供的一神結合存儲卡的終端改各，所述存儲卡包括

有存儲羊元以及均終端改各交互存儲羊元所存儲效搪的存儲卡接口，其中

存儲羊元所存儲數搪包括有射頻祇別配置信息，所述存儲卡近包括



射頻祇別功能羊元，占所述存儲羊元相達，用所述存儲羊元存儲的所

述射頻祇別配置信息吋自身迸行配置。 以及祺別接收到的射頻信青。

占現有技木相比，本友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首先，本友明通迪存儲卡同接妒展手持設各的射頻祇別功能，如果用

想使 自己的手持改各具有射頻祇別功能，只需胸其本友明所迷的具有射
頻祇別功能的存儲卡井將核存儲卡插入手持改各即可，元須更換新的手持
改各，大大降低了用戶的胸芙成本

其次，存儲卡可隨意更換，用戶 即可使 自 己的手持改各占滿足其它

R D析准的手持改各相兼容，而本友明也使得 扭 的座用領域妒大到了

所有具有存儲卡接口的手持終端改各戶品 ，只要咳手持咚端改各具有存
儲卡接口，用戶就可以通迪使用本友明所述的具有射頻祇別功能的存儲卡
柬妒展其手持改各的 R 功能，十分方便。

附圈說明

固 1是現有技木射頻祺別 系統枸成示意 團。

具休奕施方式

隨看通訊技木的友展，存儲卡被越柬越多 的座用在手持改各如數碼相
桃、智能手札、恤3 、P A V ，通迪將某些特定功能模決嵌入存儲
卡叱 再將具有核特定功能的存儲卡七手持改各相錯合，可以迷到折展手
持改各新功能的 目的。

囤2是本友明奕施例所述存儲卡的一神內部鈷枸示意軋 主控制器 13

作力存儲卡的控制器件，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存儲空同，可以作力存儲羊元
存儲信息 。 本友明奕施例 P ，存儲在主控制器 13 中的信息主要包括存儲卡
配置信息、射頻祇別析准、射頻唳別數搪及其它在射頻砍別通訊迂程中所

必須的射頻祺別配置信息 。 根搪需要，在主控制器 13 中可以丐入不同的射

頻祇別杯准，送祥將很好的解決不同戶品之同射頻祇別兼容性差的問題。



存儲卡通迂存儲卡接口10占外部改各相連接 屯源 11伙存儲卡接口10赴茨
得屯能，給存儲卡內的其它屯路供屯 。 本友明所述的存儲卡中含有一射頻

祇別功能羊元 12 ，所迷射頻祇別功能羊元 12可以采用射頻祺別褸卡器車
元，也可以采用射頻祇別感座器羊元，作力一神奕施方式，如囤2所示，
舀核射頻砍別羊元 12力射頻祺別褸卡器功能羊元時，具休包括

蝙解碉羊元，用于按照射頻祇別切汶棲卡功能編解碉射頻祺別數搪

稠制解碉羊元，用于碉制所述射頻祇別數搪力相座的射頻祇別信青或

將射頻祇別信青解碉力相座的射頻祇別數搪

射頻祇別信青收友羊元，用于收友所述碉制解碉車元的射頻祺別信

青。

同祥的原理，本友明另一奕施中占射頻祇別羊元力射頻祇別感座器功

能羊元吋，同祥可以采用下述結枸

編解碉羊元，用于按照射頻祺別切伙感座功能編解碉射頻祇別數搪

碉制解碉羊元，用于碉制所述射頻祺別數搪力相座的射頻祺別信青或

將射頻祇別信寺解碉力相座的射頻祇別數搪

射叛祺別信考收友羊元，用于收友所迷稠制解碉羊元的射頻唳別信

青。

需要說明的，在具休宴現叱 所迷射頻祇別信青收友羊元可以力稻合
天域，且通常力域圈形式的韜合天域，同吋，射頻祺別信寺收友羊元也可
以力其他可奕現射頻祺別信青收友的器件，送里不再祥細描迷。

本友明奕施中主控制器 13 可通迂存儲卡接口 10 接收或友送射頻祇別

通訊迂程中的相吳信息，如果是主控制器 13 接收由其它改各友送迂柬的

信息，主控制器 13 首先將接收到的信息友給蝙解禍車元，蝙解碉羊元按
照主控制器 13 中昌入的射頻祇別析准吋接收到的信息迸行蝙碉，努稠制

解碉后，由射頻祺別信考收友羊元將信息友送出去。 如上所述，所迷存儲
卡可通迂存儲卡接口 10 占其它手持終端改各連接，只要核手持終端改各
上具有插入存儲卡的接口即可，通迪在手持改各的操作 系統中安裝吋存儲
卡的驅功程序即可宴現手持改各吋存倘卡的族昌控制 。



下面以手持改各的具休座用迸行說明，圈 3 是本友明宴施例所迷手持

改各操作 系統軟件居次示意 團 。 伙囤 3 可以看到，手持改各的操作 系統中
包括了吋手持改各的接口驅功，而在核手持改各接口驅功的下居則是存儲

卡接口驅功，因此手持改各的操作 系統保征了手持改各能移吋插入其上的

存儲卡迭行操作，迷祥的操作 包括吋存儲卡中存儲數搪的褸取，也可以將

手持改各的數搪昌入存儲卡。 此吋，插入手持改各的存儲卡吋手持改各未
阱相占于一介映射到手持改各文件 系統的可坊岡的空間，手持改各通迂其

操作 系統上的驅功即可奕現吋存儲卡的褸昌操作 。 臥因 3 中逛可以看到，
存儲卡操作 系統的下居包含一介灶 虛拙文件，通迂核 肝 虛捆文件，

手持改各即可奕現舛存儲卡中射頻祇別羊元的坊何和配置。手持改各吋射
頻祺別車元的配置使得存儲卡上的射頻祇別數搪不是一成不支，而是可以

奕吋更新的數搪。

囤 3 所示的操作 系統主要工作在囤 2 所示的存儲卡上。村于奕 阮的手
持改各奕現和均其相配合的存儲卡格式，手持改各的操作 系統本身 已鋒宴

現了吋存儲卡的軀功。存儲卡驅功接口向上房的手持改各操作 系統接口驅

功屏蔽存儲卡特征，奕現吋存儲卡的透明坊同。 核部分軟件通常是由手持
改各升友商在軟件升友吋完成，在升友的吋候已努考慮到兼容性，能移吋
手持改各所具有的存儲卡提供支持。 吋于手持改各操作 系統東說，存儲卡
已鋒作力手持改各操作 系統軟件文件的一部分，吋存儲卡的坊岡 就是吋
存儲卡文件的坊何 。 通迂迷祥的方法，避兔了針吋每神主和軟件 系統羊狄

編昌軟件驅功和座用接口。

囤 4 是本友明冥施例所述手持改各射頻秧別信舌赴理流程囤，手持改
各通迂吋存儲卡接口的控制，宴現其 自身的射頻祺別功能妒展。射頻祇別

信青努迂 接收裝置，通迪存儲卡接口侍送到手持改各中，努迪手持

改各赴理后的數搪再沿原路返回 最后努 扭 友送接收裝置友送出去，

完成手持改各射頻砍別功能的全迂程 。

以上所迷仗是本友明的仇迭奕施方式，虛 占指出，吋于本技木領域的

普通技木人員 未說，在不脫萬本友明原理的前提下，迸可以作 出若干改迭

和洞飾，速些改迸和洞飾也座視力本友明的保妒范園 。



枚 利 要 求

1．一神存儲卡，包括有存儲羊元以及占外部改各交互存儲羊元所存
儲數搪的存儲卡接口，其特征在于，存儲羊元所存儲數搪包括有射頻祇別

配置信息，所述存儲卡逐包括

射頻祇別功能羊元，用所述存儲羊元存儲的所述射頻氓別配置信息吋
自身迸行配置 以及祺別接收到的射頻信寺。

2．根搪枚利要求 1所述的存儲卡，其特征在于，所述射頻祇別功能羊

元力射頻砍別棲卡器羊元。

3， 根搪杖利要求2所述的存儲卡，其特征在于，所迷射頻祇別族卡器

羊元包括

蝙解碼羊元，用于按照射頻祺別枋汶褸卡功能蝙解碉射頻祇別數搪

碉制解碉羊元，用于碉制所述射頻祇別數搪力相座的射頻祇別信青或

將射頻祇別信青解稠力相座的射頻祺別數搪

射叛祇別信青收友羊元，用于收友所述稠制解碉羊元的射頻祺別信
寺。

4．根搪杖利要求3所述的存儲卡，其特征在于，所述射頻祇別信寺收

友羊元力栩合天域 。

5， 根搪枚利要求1所迷的存儲卡，其特征在于，所述射頻祇別功能羊

元力射叛砍別感座器車元。

6．根搪杖利要求5所迷的存儲卡，其特征在于，所迷射頻祺別感座器

羊元包抬

蝙解碼羊元，用于按照射頻祺別切汶感座功能編解碉射頻祇別敬搪

碉制解碉羊元，用于碉制所述射頻祇別數搪力相座的射頻祇別信青或

將射頻祇別信寺解碉力相座的射頻祇別數搪

射叛祇別信青收友羊元，用于收友所述碉制解碉羊元的射頻祇別信
青。

7．根搪枚利要求 1 所迷的存儲卡，其特征在于，所述射頻祇別配置
信息力多神射頻祇別析准的祇別配置信息 。



8．一神結合存儲卡的終端改各，所述存儲卡包括有存儲羊元以及占
終端改各交互存儲羊元所存儲數搪的存儲卡接口，其特征在于，存儲羊元
所存儲數搪包括有射頻祇別配置信息，所述存儲卡近包拮

射頻祇別功能羊元，用所迷存儲羊元存儲的所述射頻祇別配置信息吋
自身迭行配置，以及祇別接收到的射頻信青。

9．根搪枚利要求8所述的結合存儲卡的終端改各，其特征在于，所述

射頻祺別功能羊元力射頻祇別族卡器羊元。

10．根搪杖利要求9所述的結合存儲卡的終端改各，其特征在于，所

述射頻祇別褸卡器羊元包括

蝙解碉羊元，用于按照射頻祺別切吠褸卡功能編解碉射頻祇別數搪

碉制解碉羊元，用于碉制所述射頻祇別數搪力相座的射頻祇別信考或

將射頻祇別信青解碉力相座的射頻祕別數搪

射頻祺別信青收友羊元，用于收友所述稠制解碉羊元的射頻祇別信
青。

11．根搪校利要求 10所迷的結合存儲卡的終端改各，其特征在于，所

述射頻祇別信青收友羊元力栩合天域 。

12．根搪杖利要求8所述的結合存儲卡的終端改各，其特征在于，所

述射頻祇別功能羊元力射頻祇別感座器羊元。

13．根搪枚利要求 12所述的錯合存儲卡的終端改各，其特征在于，所

述射頻祇別感座器羊元包括

蝙解碉羊元，用于按照射頻祇別林汶感座功能編解碼射頻祇別敬搪

碉制解碉車元，用于碉制所述射頻祇別數搪力相座的射頻祺別信青或

將射頻祇別信寺解碉力相座的射頻祇別數搪

射頻祺別信考收友羊元，用于收友所述碉制解稠羊元的射頻祇別信
考。

14．根搪枚利要求 8-13 任一項所述的結合存儲卡的終端改各，其特

征在于，所述終端役各力具有外置存儲卡接口的手持終端波各。

15．根搪枚利要求 14 所述的結合存儲卡的終端改各，其特征在于，



所述具有外置存儲卡接口的手持終端改各力手札、數碼相札、 3 P A

或 V

16．根搪杖利要求 8 所述的結合存儲卡的終端改各，其特征在于，所

迷射頻祕別配置信息力多神射頻祇別析准的祺別配置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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