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研究
英特尔智能交通解决方案
英特尔，让旅途更平安快乐

英特尔科技助力巴西驶入未来
巴西政府与英特尔和本地行业合作，携手打造更智能、 
更安全的公路系统

巴西和英特尔联合开展

的最宏大 RFID 项目刚

刚开始。

巴西是一个拥有雄心壮志的大国。作为美洲中部和南部地区的最大国家和世界的第 5 大

国家（包括人口和土地面积），巴西无疑拥有做大事的精力和智慧。巴西也正在做大

事。从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巴西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1，近年来已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

的经济体之一。

然而，巴西的交通基础设施（主要由公路组成）已经无法满足该国飞速发展的经济现

状，并且很有可能拖累经济增长。巴西的高速公路系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公路系统之

一，铺设道路超过 200,000 公里，每年运送 12 亿旅客。但随着车辆和摩托车的日渐

增多，司机越来越年轻化且经验不足，以及令人担忧的醉酒司机比例，这些道路已经不

堪重负。这种危险状况导致了悲剧性的统计数据：巴西的交通事故死亡率居世界第四。2

优化收费站付款

为了改善交通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和效率，巴西政府正在与本地行业进行合作，打造更高

效、更智能的公路系统。英特尔智能交通系统本地合作伙伴 Autofind 总监 Alexandre 

Renno 表示：“从处理器到软件、服务器、存储和研发，英特尔拥有丰富的技术专业知

识，可满足我们的广泛需求，帮助对巴西道路上的 9,000 万车辆进行现代化管理。

第一个项目的重点是打造更安全的收费公路和收费站。巴西是世界上收费公路最多的国

家，19,400 公里长的高速公路上拥有近 500 个收费站。每年有超过 16 亿旅客通过这

些收费站，3  88% 的收费通过自动付款完成。巴西拥有 4,500 万辆轻型汽车和卡车，

其中约有 10% 已使用 RFID 标签来付费。

然而，十年前实施的 5.8 GHz 旧 RFID 技术需要汽车减速通过收费站，以便读取标签。

与收费相关的减速每天导致数十起交通事故，且拖慢了交通流速。2012 年，巴西政府

决定将其收费站的 RFID 技术更换为新的 915 MHz RFID 技术，后者能够以最高 160 

公里/小时的速度读取 RFID 标签，无需汽车在通过读取器时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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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与巴西收费系统运营商和本地制造

商合作开发了一个专为满足巴西的收费需

求而设计的 RFID 标签（称为 BTag）。

该项目开始于英特尔实验室，在与巴西的 

英特尔团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后，实现

产品化。英特尔与本地行业合作定义和

授权了一家本地合同制造商和一家原始设

备制造商Autofind，由他们负责 RFID 和

读取器的销售和部署工作。迄今为止，

Autofind 已向巴西的主要收费运营商售

出超过 100 万个 BTag。

自动燃油付款

在另一个 RFID 项目中，Autofind 和英特尔

在加油站率先推出了自动付款服务。在里

约热内卢的一个试点项目中，带 RFID 标

签的车辆可以通过该标签支付燃油费用。

燃油费用将自动计入车主的 BTag 或其他

收费账户。

此外，加油站还可以根据 RFID 标签识别

车主，访问加油站便利店购买记录，并在

司机加油时通过加油站显示器将营销信息

发给他们。这可以提高加油站的流量，增

加其收入。

巴西三个最大的加油站网络（占到全国 

39,000 个加油站的一半）与顶级的收费

服务提供商合作提供这种自动化服务，从

而充分利用收费标签的客户群。加油站还

提供标签分发服务。

标记道路上的每辆车

巴西和英特尔联合开展的最宏大 RFID 项

目刚刚开始。这个项目的目标仅仅是在巴

西的每辆（共 9,000 万）汽车上安装一个 

RFID 标签。

这个想法最初是在 2006 年由巴西的国家

交通部门 DENATRAN 提出的。其目标是

对每辆车的授权状态进行电子验证，并自

动执行征税、交通管理和规划甚至某些类 

型的执法等职能。该项目称为 SINIAV（国 

家自动车辆识别系统）并选择了 915 MHz  

RFID 技术。

然而，政治改革、经济可行性和技术更替

阻碍了 SINIAV 的发展。

在 Autofind 和英特尔的支持下，巴西政

府重新获得了动力开展 SINIAV 项目，目

标是在 2019 年前在巴西的全部 9,000 

辆汽车上安装 RFID 标签。

打造智能公路基础设施

SINIAV 不仅需要在所有车辆（商用和乘

用车及摩托车）上安装 RFID 标签，还需

要一个由现代路边门户、配置站、分析系

统组成的网络，一个拥有非易失性 1,024 

位内存、128 Kbps 数据传输速度、AES 

128 通信加密和 IP5K0 气候保护功能的 

RFID 应答器。整个基础设施兼容 IAV 协

议（一种由 DENATRAN 定义的安全通信

协议），只有同意签署严格保密协议的公

司才可以作为厂商参与。

根据 BTag 设计，英特尔制定了一种面向 

SINIAV 的 RFID 标签，称为 STag，它也

是在巴西制造的。除了开发 SINIAV RFID 

标签以外，英特尔还提供了适用于 RFID 

应答器和读取器的处理器、软件和设计、

IP 摄像头、路边存储和处理设备、标签配 

置站、以及用于数据存储和分析的服务器。

国家交通部负责安装和配置 STag。新车

在首次上牌时安装标签，旧车在年检时安

装标签。配置站在 STag 中记录车辆信息，

同时一个读取系统负责验证在将 STag 张

贴在汽车挡风玻璃上后是否正常工作。

国家交通部可与当地市政基础设施机构合

作，为公路和高速公路安装 STag 读取入

口。这些入口类似自动收费口，配有与指

向车道的 RFID 天线相连的计算机。

保护市民隐私

司机的隐私可以得到保护，因为 SINIAV 

捕捉的所有数据都进行了加密，并且没有

敏感数据保存在标签中或发送到路边设备

/从路边设备发送出来。如果某个标签被

篡改，其所有加密信息都会自动删除。如

果标签从汽车上取下，防篡改系统会自动

将其关闭，使其无法读取、无法使用。当

无标签车辆通过路边入口时，该车辆将被

标记并拦停。

此外，读取车辆标签时，路边设备会将标

签信息与内部异常列表进行对比，验证最

新的车牌信息和其他标准。如果车辆信息

没有异常，那么只收集车辆位置、速度、

品牌和型号等基本信息。如果车辆信息存

在异常，那么司机将被拦停，或向其邮寄

罚单。

监控和管理交通流量

实施后，SINIAV 将能够为本地、州和国

家政府机构提供有关巴西道路情况的实时

数据。交通部将能够监控交通情况并采取

纠正措施，从而改善交通流量，减少事故，

提前规划特别活动并准确地了解在何处扩

大公路和高速公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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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以确定特定地区在一天中不同时刻

的流量模式，并自动收集有关关税和税收

规则、每公里收费的数据，甚至收集公路

各个路段的平均速度。

更快速地抓住罪犯

如果某个车辆在异常列表中（作为被盗车

辆或犯罪相关车辆），SINIAV 系统将向

最近的高速公路巡警发送警报，提醒巡警

让车辆靠边停车。这一异常列表可以通过

与州和国家数据库的安全网络连接全天更

新。由于是一个国家性系统，SINIAV 可

以跟踪跨州行驶的车辆。

支持新服务

巴西政府、英特尔和其他 SINIAV 合作伙

伴之间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使私营企业可

以探索如何在 SINIAV 基础设施上创建激

动人心的新服务。收费企业不再需要在车

辆上安装和维护 BTag，而是可以依靠国

家 SINIAV 标签在通行站、停车站和加油

站收费。作为回报，私有企业会向国家和

州数据库提供流量统计数据。

DENATRAN 和州交通管理局可以向司机

的手机发送主动警报，让他们知道他们经

常行驶的路线是否发生事故，造成交通堵

塞，并推荐另一条路线。执法机构可以使

用各个车辆上的交通流量数据和信息来提

高道路安全水平。私营企业则可以编写应

用，提供一些超出我们想象的驾驶服务。

Alexandre Renno 表示：“我们很高兴与

英特尔合作打造世界上最先进的公路系

统，并对来自这一系统的数据进行分析，

从而持续提高我们的车辆通行效率和安全

性。我们期望建成世界上最大且最智能的

公路系统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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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政府正在与英特尔及本地行业合作，借助强大的技术提高巴西庞大的公路系统的安全性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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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高兴与英特尔合作打造世界上最先进的公

路系统，并对来自这一系统的数据进行分析，从而

持续提高我们的车辆通行效率和安全性。”

– Autofind 总监 Alexandre Renno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intel.cn/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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