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任委员：张成海

委 员：

王冬生

孙亚力

刘中秋

李长军

闫 军

陈 春

张有光

张 琳

闵 昊

陆 捷

武 岳

孔洪亮

倪光南

郭哲明

钱 恒

矫云起

梁志祥

曾隽芳

叶向东

田 捷

刘国尧

李 健

沈世滨

陈贤杰

陈祖涛

张革军

杜利民

林行刚

金国藩

刘 媛

郭 军

奚君武

杨 键

柴跃廷

黄永友

董述恂

（以上名单按姓氏笔划排序）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杂志社

编辑委员会成员名单

版权声明

来稿凡经本刊使用，即付稿酬并奉

寄样刊。本刊同时进行数字发行，作者

如无特殊声明，视为同意将刊用来稿用

于网络传播，本刊所付稿酬包括该项授

权的报酬。

本刊未署名照片版权归本刊编辑部

版权所有。本刊文章及照片未经授权，

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复印及制作各种

电子出版物。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敬告读者

如发现本刊有缺页或装订错误，请

直接与本刊联系调换。

杂志社微信公众号

主管：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主办：中国自动识别技术协会

编辑出版：《中国自动识别技术》杂志社

社 长：孔洪亮

主 编：孔洪亮（兼）

副 主 编：刘 媛（兼）

执 行 主 编：刘 媛（兼）

执行副主编：郭哲明（兼）

责 任 编 辑：郑 昱

编 辑 部：杨 阳 段菲凡

韩树文 景 珊

市 场 部：高 明

综 合 部：武 炜

美 术 编 辑：商秋平

zazhishe@ancc.org.cn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8号
皇城国际B座四层

邮编：100011
电话：010-84295667
传真：010-84295675

国内统一刊号：CN11-5503/TP
国际标准刊号：ISSN1673-6362
国内邮发代号：80-521
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零售价：20元/期
HK$50.00/期（港、澳）

US$10.00/期（海外）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8079号
刊期：双月刊

承印单位：北京市北方华天彩印有限公司

常年法律顾问：北京普盈律师事务所

毛亚斌

新闻热线：010-84295684
zhengy@ancc.org.cn
广告热线：010-84295667
gaom@ancc.org.cn
发行热线：010-84295667
gaom@ancc.org.cn

Guided: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Supervision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of the PRC

Organized: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Manufacture
Association of China

Published:《CHINA AUTO-ID》Press

President: Kong Hongliang
Chief Editor: Kong Hongliang
Vice Chief Editor: Liu Yuan

Executive editor-in-chief:Liu Yuan
Executive vice editor-in-chief:Guo Zheming

Editor : Zheng Yu
Editor Department: Yang Yang Duan Feifan

Han Shuwen Jing Shan
Marketing Department: Gao Ming

Comperehensive Department: Wu Wei
Art and Design Editor:Shang Qiuping

E-mail

Address:room 526, 5th Floor,BuildingB, Anding MenWai
Avenue,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No.138. Imperial

International centre.
Postal Code

Tel
Fax

Domestic Unitary Issue Number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ssue Number

Post Distribution Code
Domestic Distributor: Beijing Newspaper

& Periodical Distribution Bureau
Price

The Advertising Business License
Issue Date of Periodical: Bimonthly

Print: Beijing Caimo Color Printing Co., Ltd.
Legal Counsel: Beijing Huatai Law Firm

Mao Yabin

News Hotline
E-mail

Advertisement Hotline
E-mail

Issuance Hotline
E-mail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杂志社
理事会

斑马技术

北京东方捷码科技开发中心

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

广东旭龙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捷宝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

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

广州鑫宝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国聚科技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单位

理事单位

常务理事单位

副常务理事单位

北京华标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龙中网（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杂志发行用户分配图

《条码与信息系统》杂志发行用户分配图

厦门精瑞电脑有限公司





2016年8月 第4期 总第61期

CONTENTS 目录

P35特别报道·SPECIAL FEATURES

35 产品追溯：科技为先诚信为本

——2016物联网产品（食品）追溯创新应用论坛在上海成功召开

40 农产品追溯：主动出击才是“王道”

——智云天地农业信息（北京）有限公司CEO侯宁

44 共治共享食品安全

——上海仪电溯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振

59 基于GS1系统的汽摩零部件质量追溯系统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P59汽车服务·AUTOMOTIVE SERVICE

6





2016年8月 第4期 总第61期

CONTENTS 目录

P28重点关注·FOCUS
28 建立自主统一、互通开放的二维码标准体系 为网络安全社会化服务

——中国二维码标准联合工作组成立暨二维码国家标准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

二维码技术和产业应用出现的一些问题，正说明目前二维码技术和应用发展正经历着从小

众专业的封闭系统应用转向大众开放应用。

32 创新发展 协会工作迈上新台阶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协会2016常务理事会在京召开

33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应邀出席2016全球食品安全倡议中国主题日活动

34 中国代表团参加2016年 ISO/IEC JTC1 SC31全会

P47
战略看台·STRATEGIES

47 移动性的安全方便决定未来

——HID Global北亚区门禁控制区域总监赵建邦

HID Global亚太区安全证卡发行业务区域总监李伟仁

50 协作机器人先驱Rethink Robotics：敲响革新之门

——Rethink Robotics中国区市场经理刘光荣

8





2016年8月 第4期 总第61期

CONTENTS 目录

P62
产业观察·INDUSTRY OBSERVATION

62 浙江智慧高速联网监控管理系统研究

67 提升物流防伪能力的新手段

——特殊二维码与RFID及其综合对比技术

71 商品条码系统成员档案管理刍议

73 沃尔玛与联合利华：资源深度整合实现双赢

74 京东和美的：供应链实现数据充分共享

75 托盘管理标准化助力供应链提效

76 华润万家：生鲜端到端包装项目让供应链全程受益

77 海尔：全渠道数字化整合背景下的零供协同新思路

P54
物联网事·INTERNET OF THINGS

54 第三方疫苗冷链物流温度监测物联网平台设计

10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

•物联网事

农业物联网综合服务平台引入了园

区所在地的测土配肥项目土壤数据库，结

合现有果园资源状况，针对果园土壤性状

进行统计分析，通过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施

肥喷药一体机、灌溉施肥机等农业肥水药

调控管理智能装备，根据实时采集的土壤

墒情数据以及多年来积累的苹果生长期

所需水肥情况，对示范园区布设自动化灌

溉控制系统，通过生产环节的决策和专家

经验构建经验模型，指导水肥灌溉控制，

形成闭环控制系统，实现安全生产、肥药

精确调控，节省施药施肥量，有效改善果

园产地环境质量。

•产业观察

Valle del Lili继续与GS1哥伦比亚合

作，参与其联合医疗项目进入项目第二阶

段时，所有供应商进入Valle del Lil医院

均要实施GS1标准。

•现代物流

进入“新农业元年”，基于农业的行

业方兴未艾，城市与农村的结合更加紧

密，新农业的痛点就是冷链物流，完善独

立、规模化，系统化和标准化的冷链物流

是未来的趋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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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Introductory remark

追溯的“黄金时代”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了“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形成严密高效、社

会共治的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的目标，是坚持质量为本、安全第一、改革

当先，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的根本。

过去的十年中，各种设备通过网络连接在一起，传感器、流速传感器以

及数据传输等等。当物联网中的海量数据，成为企业有意处理的对象时，数

据就变成了信息，当对这些数据展开分析时，追溯就变成了可能。

生产流通全过程通过传感器，精准记录纳入开放信息平台，消费者无论

身处何地都可以通过手机随时查询所购买食品的生产流通信息，通过追溯

和互联网方便追溯到生产、流通主体的责任，实现食品质量安全。

由此可见，如今是实现食品安全追溯的“黄金时代”。

随着《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的发布，明确了当

前以及今后重点推荐的七大类产品。政府明确指出企业在食品采购、储存、

销售、运输等环节采取有效的质量控制措施，确保食品质量，按照国家有关

要求建立追溯系统；技术上，物联网全面爆发，大数据和云计算服务让食品

质量安全监管与追溯可行。数据采集指标、传输格式、接口规范及编码规则

等关键共性标准研究和制订工作的推进，食品质量追溯会更加常态化；人们

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已经不是口号，是意识上的“共见”。政府监管与技术

实现、诚信建立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放心的食物一定能丰盈舌尖的味蕾。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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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码印制速率有效提升

为统一欧盟各成员国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促进烟草及其相关产品在欧盟境内市场平稳运作，高度保护公众

尤其是青少年健康，使欧盟更好地履行对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义务，欧洲议会通过《欧盟烟草制品指

令》（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2014/40/EU指令）。

《欧盟烟草制品指令》除了对烟草制品成分、标识和包装、市场、跨境销售等领域进行规范，还规定烟草制品单位烟

包及任何外包装上需要有符合要求的可追溯性和防伪标志，建立欧盟范围内的溯源体系以打击非法烟草贸易。虽然通

过采用GS1标准能够实现产品追溯要求，但目前已有的GS1条码印刷速率不能满足企业印制需要，因此为了应对《欧

盟烟草制品指令》中对整条供应链产品追溯的要求，就需要开发评估新的GS1条码符号。

目前，GS1正在组建相应工作组，旨在开发一套新的GS1应用标准和一种新的GS1条码符号。新条码符号拟定称

作“DotCode”，承载GTIN和GTIN属性（如日期、批次号）信息，其印制速率是现在条码的2倍，能够满足企业印制的需

要。同时，新条码符号还将帮助企业对整条供应链产品进行准确的识别与追踪。

《消费者安全推广手册》如何与权威机构建立密切关系

近年来，世界上很多国家/地区政府部门力求通过完善追溯体系，提高和巩固消费者对食品和产品的信心。GS1制

定消费者安全战略，旨在对GS1标准在零售领域应用时提供更好的帮助。

GS1总部发布《消费者安全推广手册》，重点强调如何加强与权威机构的合作。此手册包含了技术标准信息、各国/

地区应用案例以及帮助服务，最大程度为GS1标准在各地的协同提供支持。

GS1品牌一致性项目

2014年GS1全会批准通过了全球GS1品牌一致性项目，为各国/地区编码组织提供素材，要求在其官方网站和宣

传资料上使用GS1新视觉形象，实现GS1全球统一品牌。截至目前，已有86个国家/地区编码组织完成了官方网站改

版，并在电子和印刷材料上应用GS1新视觉形象。GS1总部要求还未完成网站改版的国家/地区编码组织于2016年9

月底前完成全球GS1品牌一致性项目。 （景 珊/编译）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环球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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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智慧城管信息系统

正式开通

作为重庆首个智慧城市管理信

息系统，江北区智慧城管搭建了由

“一个数据中心、三个管理平台、两

个技术支撑、两个辅助监控”构成的

“1322”架构体系，为实现精细、智

能、高效城市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在江北区违法占用人行道经营

或停车，不仅将被留下“记录”，执法

人员还会根据“记录”情况依法进行

处罚。江北区已有近200名城管执

法人员配备了与大数据中心联网的

单兵执法设备。执法人员在处理违

法占道经营行为时，首先会通过单

兵执法设备对当事人进行人脸识

别，并记录人脸信息。人脸识别可

以自动判断这个人是第几次违法占

道经营。目前，江北区智慧城管还

在建设停车引导、公厕指引等服务

系统。未来，市民只要微信关注“江

北百姓城管”，就可以轻松找到江北

区辖区内的空余停车位，以及附近

的公厕。

贵阳升级上市白条禽“安

全码”

今年5月开始,为了防控禽流

感的发生,贵阳市中心城区全面禁止

了活禽交易和宰杀。为让市民买到

安全、放心的白条禽,贵州在国内率

先推出白条禽生产过程追溯系统,把

生产过程中的加工、检疫等信息发

布到追溯系统。完成宰杀,并检验合

格的白条禽,将有专属“身份证”——

带二维码的脚环。选购时,市民只需

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知道活禽的宰

杀和检疫信息。

云医在线扫描处方条码

付费

为打造智慧医疗，让“互联网+”

惠及民生，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云

医在线 app及微信公众号日前正式

上线。其中开通扫描处方条码就可

以付费功能，将有效地改善病人就

医挂号排队时间长，看病等候时间

长，取药排队时间长，医生问诊时间

短的问题。

云医在线是一款专为患者服务

的医疗 app，多功能服务患者，患者

可以通过云医在线 app完成整个就

诊流程：智能导诊→预约挂号→医

生接诊→扫描处方上条码轻松付费

→电子病历（各种影像、检查单、处

方费用自动发送手机上）→诊后随

访。甚至在家就可以在线问诊，得

到医生的专业回复。

云医在线利用“互联网+医疗”

的技术手段，为昆华医疗联合体内

170多家医院构建医学影像、健康档

案、检验报告、电子病历等医疗信息

共享服务平台，帮助其逐步建立跨

医院的医疗数据共享交换标准体

系。实施专科对专科的远程会诊，

引导优质医疗资源向边远地区和基

层下沉，努力实现资源跨时空配置，

实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等实时

会诊和线上咨询服务。采用这种

“互联网+”医疗模式，让医联体二三

级单位跨越了过去地域、技术的孤

岛鸿沟，实现医改“双下沉、两提

升”、均衡医疗资源应用、破解医改

难题。

上海三中院档案使用“电

子标签”

上海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试点智

能档案库房电子标签项目已于近日

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为实现档案

智能化管理奠定了基础。

该项目实现库房电子化管理。

在每一册诉讼档案上粘贴RFID(射

频识别)电子标签，以标记条码的方

式固定档案盒在库位置，建立电子

标签数据库，并与上海法院诉讼档

案管理系统对接，查找、借阅档案更

高效。该项目还能实现电子感应查

找、盘点卷宗，通过手持式电子标签

阅读机读取诉讼档案封面上的电子

标签，可以无接触、快速地感应查找

到卷宗所在的具体位置，并即时形

成盘库数据文件。项目还具备档案

出入库监控功能。通过档案库房内

的信号接收设备，对进出库房的全

业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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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诉讼档案进行实时监控，并保存

出入库日志信息备查。如未通过上

海法院档案信息管理系统借阅档

案，档案出入库房时，监控系统将自

动报警。

树木 RFID身份证 助港

铁安全巡查

为减少沿线树木倒塌风险，港

铁今年初推出树木身份证制度，以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将每棵树

的详细资料包括倒塌风险指标等，

制成电子标签挂于树身。港铁沿线

有逾三万三千棵树，原本仅以风险

高、中、低来评级，最新评级按风险

指标及健康状况两类细分。前者按

树的高度及与路轨距离分为二至六

级，后者则按树木健康程度分为好

(G)、一般(F)、弱(W)、差(P)及危险或

枯死(D)五级，树木被评为6D、6W及

6P高危类别。

人脸识别安检在深圳机

场投入使用

安检人脸识别系统在深圳机场

国内安检区正式投入使用。深圳机

场成为全国首家将人脸识别系统嵌

入机场安检信息系统、实现两套系

统一体化运行的机场。

人脸识别系统主要通过安装在

安检验证台后方的摄像头，在旅客

到达验证台时迅速抓取旅客脸部图

像，并与旅客身份证件图像进行比

对。当验证员人工读取旅客身份证

件信息的同时，系统便可完成旅客

脸部图像与身份证件图像的比对，

并给出判别提示结果，辅助安检验

证员完成对旅客乘机证件及身份的

辨识。最先嵌入该系统的机场国内

安检 7号、8号通道，近一个月通过

该系统检查发现冒用证件乘机旅客

10人次，占到机场安检站近期查获

该类旅客总人数的近三成，系统在

提升现场查验能力、有效甄别旅客

是否冒用证件等方面显示了很强的

专业性和实用性。

此次启用的人脸识别系统是安

检信息系统的子系统，通过将人脸

识别系统嵌入现有机场安检信息系

统内，实现了安检信息系统的功能

升级。

不带钱包逛“智慧商圈”

扫码支付后直接提货

在 2016上海国际信息消费节

上，“智能商圈”通过模拟餐厅、酒店

的场景式消费，市民能够不带钱包

就感受Shopping的乐趣。

餐厅、酒店都搬进上海国际信

息消费节的现场。徐家汇商圈作为

唯一代表上海智慧商圈来展示的这

场“O2O秀”，模拟了在徐家汇不带

钱包直逛商圈的场景，真实还原互

联网时代下的便捷消费。在酒店体

验区，床品、餐具乃至酒店客房中的

冲泡茶都来自徐家汇网上商城的入

驻商户“多样屋”，现场扫码能够购

买到这一生活家居平台上的样品并

由后续物流进行直送。徐家汇网上

平台和徐家汇VGO上的直接预订房

间的现场体验，也能够实现快速线

上订房。

“商圈的未来生活，应当是线

上、线下联动，钱包已不再是出行的

必备品。不带钱包、扫码支付后，直

接提货也能够在现场感受到。”徐家

汇商圈展示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现场龙华素斋等老字号食品的

供应区，就是让参观者直观感受没

有现金、扫码付款后现场提货的乐

趣。“已经上线的 2.0版徐家汇VGO

目前具有三个功能：扫码惠购、轻松

购、来此购。VGO的二、三期计划开

发商场内定位导航、生活缴费、美食

预约、电影订票、智慧停车等功能。”

达美航空巨资投资RFID

技术 避免旅客丢失行李

达 美 航 空 公 司（Delta Air

Lines）近日宣布，将为无线射频识别

技术（RFID）技术投资 5000万美金

来避免旅客丢失行李的情况。Delta

已开始测试RFID，并声称RFID扫描

成功率为 99.9％。 Delta计划在今

年年底为所有航班推出全新的行李

跟踪系统。

亚洲空运中心率先推出

RFID载具识别标签

亚洲空运中心日前率先推出应

用无线射频识别系统的载具识别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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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为香港首个空运货站引入此项

创新技术应用至载具识别标签(UIT)

上。透过无线射频识别系统，整体

的预装货物接收程序得以简化，既

提高营运效率亦节省时间。

现时，在接收预装货物时需要

在货物管理系统和系统处理组监控

系统内输入货物资料及抄写其资料

在载具识别标签上。随着应用RFID

技术的载具识别标签，只需输入货

物资料一次到系统内，并将载具识

别标签系於预装货物上，RFID会在

检测点自动辨识标签上的资料，并

作核对。该系统优化了整个预装货

物检测程序，每处理一件预装货物

可以减省 45秒，为客户带来更高效

的收货程序。

该应用RFID技术的载具识别标

签能有效地减少人为错误，以确保

数据的准确度。过往多年来，业界

一般都是利用人手抄写货物资料在

载具识别标签上，包括航班编号、重

量、外形和目的地等。随着应用电

脑化打印标签和RFID技术，能保证

标签上资料的准确性。

新款RAIN RFID嵌体适

用于服装行业

Avery Dennison 推出新款嵌

体，支持 ISO- 18000- 6C 及 EPC

Gen2(RAIN)规范，尤其适用于合牛

仔等服装物品。

该嵌体可满足或超出奥本大学

ARC测试项目的所有类别的测试要

求 。 AD- 237 带 有 一 个 尺 寸 为

70mm*14.5mm的天线，该尺寸非

常适合 3英寸*0.8英寸的标签。该

新款嵌体是AD-233m5的替代品。

AD-237在瓦楞纸，塑料，木材和牛

仔布材料，FCC及ETSI频段上运行

良好，可用于供应链管理。该嵌体

有两种版本供选择：AD-237r6，内

置 Impinj Monza R6芯片，96字节

EPC内存;AD-237r6-p，内置Mon⁃

za R6-P芯片，128字节EPC内存以

及64字节用户内存。AD-237嵌体

有 3种封装方式：干嵌体、湿嵌体以

及压敏纸标签。

我国研发出新型可穿戴

离子型无源力学传感器

日前，中科院苏州纳米所陈韦

研究团队发展了基于离子压电效应

的可穿戴离子型无源力学传感器，

并且实现了对于人体多尺度多维活

动的实时监测。相关成果发布于

《微尺度》。

这种离子型传感器以贵金属材

料或者石墨烯材料作为电极材料，

以离子液体作为电解质。在受到力

学形变作用下，其内部可移动离子

会发生定向移动，由于离子液体中

阴阳离子的移动速度不同，导致两

侧电极上离子的非平衡分布，从而

产生电压输出。与传统的压电特性

相类比，这种通过离子运动将机械

能转化为电能的特性被称之为离子

压电效应。与电阻式以及电容式传

感器相比，该离子型传感器无需外

部电源，还可以对力学变形的方向

进行识别。该离子型无源传感器可

直接贴敷在人体皮肤或衣物上进行

实时监测，对大范围不同方向的手

腕运动、坐姿变化、剧烈运动前后的

微弱脉搏波信号变化，以及手指触

摸运动等不同类型不同范围的人体

活动，离子型传感器都能实现良好

的监测和分辨。

基于3D运动姿势的电子

标签识别方法及装置专利问

世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山

东省标准化研究院“一种基于3D运

动姿势的电子标签识别方法及装置”

发明专利(ZL201310529301.9)。该

专利涉及的是一种特种RFID电子标

签技术，尤其是一种基于3D状态轨

迹、运动姿势的电子标签识别方法

及装置，方案采用监测使用者的手

部电子标签做出的特定动作姿态来

作为电子标签的安全验证密钥，利

于操作，验证效率高，可广泛用于高

安全等级要求下的新一代门禁、快

捷消费等身份认证场合，实现多应

用场景下的身份验证时尚化和简约

不简单的安全等级升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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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新闻

斑马技术推出两款二维

码扫描仪

近日，斑马技术公司(Zebra)在

中国推出的两款全新二维(2D)扫描

仪，可以更有效率地扫描，仓库运送

员甚至不用下叉车就可以远距离扫

描货架上的条码。DS4308-XD则

是专门面向电子制造业的扫描仪，

能够捕捉电路板和其他电子元件上

的各种条码和标识，从而对生产线

上的每个元件进行追踪管理。

百度免费开放两项语音

识别技术

百度宣布免费开放语音唤醒和

自定义语义两项技术。这是两项百

度拥有知识产权的语音识别技术。

目前百度安静环境下普通话语音识

别准确率已达到 97%，超过正常人

听力水平。在语音合成技术上，百

度已经实现了拼接合成和参数合成

两项技术的研发。既可以通过在线

合成的方式提供服务，又可以离线

生成接近真人发声的合成效果。

百度语音宣布进一步对外开放

两项重要语音技术，即唤醒技术与

自定义语义技术。支持自定义唤醒

词和连续表达。而自定义语义功

能，则开放了语义和语音的映射能

力，能帮助众多开发者和第三方厂

商更快更准地提升识别率。

飞利浦专业安卓录音笔

问世

飞利浦全新 SpeechAir基于安

卓系统设计，同时配备了触控屏以

及摄像头，通过蓝牙与计算机配对，

且可以连接至Wi-Fi网络。摄像头

拍摄任何与录音相关联的场景或对

象，还可以扫描条码（对于医疗保健

行业的从业人员特别有帮助）。产

品本身采用抗菌材料打造，产品所

记录的数据都会被加密保护。

朗科人脸加密技术全球

首发

近日，朗科科技发布了人脸加

密的解决方案，为移动存储领域安

全掀开新的一页。

人脸识别加密技术是基于人的

脸部特征信息进行身份识别的一种

生物识别技术。这种技术就是将生

物特征和密码用某种方式结合在一

起，一方面解决了生物特征识别系

统的安全性问题，另一方面又为人

们省去了需要记忆复杂密码的问

题，同时为现有的信息安全提供新

的防护模型。由于人脸具有唯一

性，所以人脸加密技术更加安全可

靠。朗科科技率先将人脸加密运用

到存储领域，已经应用在闪存盘上，

未来也将拓展至移动固态硬盘、移

动硬盘等产品上。

CaseSof实现RFID-

SMART智慧门店应用

随着 RFID 技术的广泛应用，

RFID在零售门店给广大企业客户带

来的高效管理和快速盘点能力，不

断地得到终端用户的认可。Cas⁃

eSoft(凯施智联)的 RFID-SMART

智慧门店应用得到客户的认可，与

华东某跨区域的知名高端品牌客户

签订合同，为该客户提供全国范围

内的RFID-SMART智慧门店应用。

远望谷成功收购法国

TAGSYS 纺 织 品 服 务 和

RFID业务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将其全球蓝图和产品研发能

力扩展到高附加值市场，为该公司

在诸如纺织品租赁服务、医疗跟踪

解决方案以及生产和物流领域提供

杰出的成长潜力。所有这方面的服

务都将由远望谷位于法国的纺织品

和客户应用服务业务部来管理。

远望谷从塔格希收购的纺织品

服务业务突出了 RFID标签和解决

方案以及一个被称为ACUITY的、专

门为洗衣厂及其客户提供数据分析

和服务的完全整合并可扩展的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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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可视管理平台。远望谷同时从

塔格希收购的RFID业务包括一系

列的用于诸如航空包裹、文件和资

产管理以及医药和医疗应用等特殊

领域标签和设计。

Schreiner PrinTrust 开

发出高安全性RFID挡风玻

璃标签

Schreiner PrinTrust 日前推出

新款高安全性EPC UHF RFID挡风

玻璃标签Windshield Label Global

Secure是为了收费公路经营商，停

车场管理及车队管理服务提供者设

计的，填补了UHFRFID市场的空白。

该新款标签可让车辆通过防伪

安全芯片进行身份验证，从而实现

公路收费支付及敏感区域车辆进出

监控。该安全挡风玻璃使用 NXP

Ucode DNA芯片制成，可提供标签

及读取器之间通信提供动态128位

AES加密。另外一个独特的128位

AES密钥鉴定功能可确保仅有原始

标签被使用。标签还提供448位的

EPC内存，最多 3Kb的用户内存以

及96位TID及48位的UID。

Ucode DNA 是一款无源 EPC

Gen2 UHD RFID标签，可通过每次

读取事件使用不同的动态密码来实

现安全鉴别。通过要求验证服务器

的每个密码，Ucode DNA可放置标

签窃听及克隆。每个使用 Ucode

DNA芯片制成的标签都带有一个唯

一加密密钥，并可提供一个每次读

取动态密码更新的模式。

欧贝特科技携手 AF⁃

SCM在法国推出NFC服务

欧贝特科技(OT)日前宣布与法

国移动非接触式协会(AFSCM)缔结

合作关系，将由三大移动运营商布

依格电信(Bouygues Telecom)、Or⁃

ange和 SFR在法国推出近场通信

(NFC)服务。所有这些NFC服务都

将通过由欧贝特科技部署和管理的

单一接口提供。欧贝特科技解决方

案的多租户架构将让三大移动运营

商之间的服务提供商能够全方位共

同利用资源和连接。另外，它还能

够快速地指导新的移动网络运营商

(MNO)或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MV⁃

NO)。

世纪互联推出新款UHF

RFID洗衣标签

杭州世纪互联推出两款无源

UHF RFID洗衣标签（属于CiLink产

品系列）。TexSilicon (CE36082) 及

TexSilicon Slim (CE36083)可用于

跟踪床单、毛巾、校服等大批量洗涤

物品，改善库存管理，减少劳动成本

并优化纺织品和服装的生命周期。

TexSilicon 尺 寸 为 67mm*

30mm*2.6mm，TexSilicon Slim 尺

寸则为 80mm*11mm*2.6mm。两

款标签封装在内置硅胶的织物内，

可以使用多种方式进行附着，插入，

缝入或者热密封。标签可承受反复

高水压清洗，防护等级为 IP68，，并

且能够承受灭菌所需热量和压力。

该标签可进行个性化定制。TexSili⁃

con 和 TexSilicon Slim 内置支持

ISO 18000-6C和的 EPC Gen 2规

格的 Impinj Monza 4QT芯片。使

用固定式读取器，标签读取距离最

多可达3米。使用手持式读取器，标

签读取距离最多可达1.5米。

HID Global 推 出 Tap⁃

Mark表面贴装应答器

HID Global推出一组兼容EPC

Gen2及 ISO 18000-6C 标准的轻

薄UHF应答器。TapMark标签适用

于表面贴装场景，包括家具、办公设

备或 IT资产追踪。该标签使用 Imp⁃

inj Monza R6标签制成，内置 96比

特读写EPC内存，比传统标签的读

写速度快 3倍。Monza R6的 Tag⁃

Focus功能可提升读取可靠性，尤其

是大规模标签使用场景时，自动调

谐功能可根据环境条件进行补偿，

以保证最优性能。该应答器读取距

离可达3米。

该小型轻薄TapMark应答器提

供多种安装方式—包括拉链扣，工

业粘合剂，磁铁和螺钉，可在任何表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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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进行固定。标签使用特殊的天线

设计，可通过金属螺丝从标签中间进

行固定，同时还不影响标签性能。拉

链扣，螺丝固定版本的标签尺寸为

38mm*13mm*4.2mm，磁贴版本

的标签尺寸则为 38mm*13mm*

6mm。该标签还可进行定制，印上

客户编码、logo、条码或其他色彩。

英诺尔推出UHF不残胶

防转移车灯电子标签

日前，厦门英诺尔推出符合

ISO 18000-6C标准的UHF不残胶

防转移车灯电子标签，该产品可广泛

应用于车辆电子环保信息卡、高速不

停车电子收费、自助停车场、车辆自

由行、车辆治堵引导、车辆超速等违

章管理，车辆简单身份识别，车辆年

检追朔管理、物流供应链数字化仓

储、物品防伪及溯源监管。

绿色环保轻薄灵便低成

本的纸电池广泛运用

天津绿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

致力于提供纸电池及相关产品研发、

生产、销售、技术推广、咨询服务，以

及同类产品销售的高新科技企业。

公司的主要产品核心技术来源于

POWER PAPER公司。

Power Paper的印刷电池提供

了一系列可印刷的、整合性的一次性

电源。基于其整体架构和高效的活

性墨水，使得其生产的电池寿命很长

且电力性能优越。

电池核心技术的独特特性是极

富弹性和灵活性，其形状和尺寸可以

任意调节，几乎可以满足所有不同设

计需要;安全，不含任何有毒化学物

质，不会产生过热、爆炸现象，或引起

灼伤或电击;环保，不含任何有毒物

质，可按普通物品储存，且在使用后

可以随即丢弃，无需特别处理;富有

竞争力的价格，可低成本规模量产，

Power Paper的集成技术和生产技

术能制造出完全集成的印刷电池产

品;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被精确

合成于其他最终产品中。

Bluvision传感解决方案

集成西门子技术

Bluvision宣布将西门子技术和

其互联制造解决方案互相整合，包括

RTLS系统，感应定位系统(PLS)及设

备状态监测解决方案，传感数据便可

整合到所谓的“数字双胞胎”中，用于

监测，诊断以及预后。“数字双胞

胎”即真实机器的一个数字拷贝。西

门子提供了创建“数字双胞胎”的软

件系统。

Bluvision的互联制造解决方案

可提供现场，资产健康及性能的可见

性及记录。Bluvision的 RTLS系统

是一款可提供大于 1米的精确度的

软件解决方案，无需有线连接。Blu⁃

vision称，PLS可用在设施内跟踪特

定区域资产进出，是RFID解决方案

的替代品。

该公司的环境监控系统可跟踪

马达状态，并依据关键遥测数据(振

动，温度)监控设备。

Bluvision的RTLS方案可和“数

字双胞胎”进行集成，以提供佩戴

BLE徽章的员工的数字版本。当员

工靠近虚拟环境中的特定工站时，他

的过程指标也将集成进虚拟模型中，

用于评估工作流程并进行优化。使

用 Bluvision PLS，徽章也可以配置

安全警告及提醒信息。

图尔克推出用于 Ether⁃

cat紧凑型RFID I/O模块

图尔克首次推出带 Ethercat接

口的紧凑型RFID模块。IP67 I/O模

块使得BL ident RFID系统能够直接

连接Ethercat主站系统。通过每个

通道1万6千字节的存储区，紧凑型

模块为处理大数据提供了足够大的

存储空间。

读写命令还可被直接保存在模

块中，以缩短反应时间和提高处理速

度。这使得系统能够更快速地对应

用做出响应。通过这种方式，控制器

可以读取和处理来自BL ident系统

的大数据集。该过程通过非循环服

务被执行，因此数据在控制器中始终

即时可用，并且时间和决策关键数据

可被实时处理。为此，图尔克提供了

可在控制器中被处理的标准功能模

块，从而简化了RFID在用户系统中

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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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27日由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以下简称编

码中心）、中国电子商会联合主办的中国二维码标准联合

工作组启动仪式暨二维码国家标准新闻发布会在京召

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领

导，相关科研院所、二维码服务企业及应用单位200余人

参加了会议；来自中央电视台、人民网、新华网、经济网、

中国青年网、科技日报、光明日报、中国质量报、国门时

报、腾讯等30多家媒体代表也参加了发布会。在本次新

建立自主统一、互通开放的

二维码标准体系 为网络安全社会化服务
——中国二维码标准联合工作组成立暨二维码国家标准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

段菲凡 高明 / 文

左起王宁、高素梅、谷保中、张成海共同宣布中国二维码标准联合工作组正式启动

重点关注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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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发布会上，编码中心与中国电子商会举行了战略合作

签约仪式，牵头发起成立我国二维码标准联合工作组（以

下简称联合工作组），联合工作组旨在联合科研院所、相

关机构与企事业单位共同推动我国二维码管理体系、标

准体系及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以统一兼容的二维码国

家标准、相关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为引领，促进我国二维

码产业生态体系的快速形成和健康发展。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总工程师谷保中致辞

国家标准委总工程师谷保中在会议致辞中谈到：创

新变革时代下，标准已经融入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

个领域。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标准化工作十分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积极实施知识产权和标准化战略，

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国际化。李克强总理也强

调标准引领，建设制造强国，是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侧改革

的重要内容。去年3月份国务院发布标准化改革方案，

从国家层面对国家标准化改革和十三五时期的关键技术

标准的研制国际标准化的线路进行设计和全面部署。随

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我国自主产

权的二维码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应用标准的制定，极大

地促进了我国二维码和自主产业的发展壮大，国家标准

委高度重视二维码工作的创新发展。当前的标准划改革

也为二维码团体标准指明了方向。建立统一兼容、互联

互通、开放应用的二维码标准体系，搭建面向社会各界的

公共服务平台，营造产学研用协同的工作氛围是我们共

同推进的重要工作内容。他还对联合工作组提了三点要

求：第一、要建立统一协调的二维码标准体系。二维码开

放应用标准的制定要认真贯彻标准化改革的精神，系统

研究二维码领域的工作重点，加强标准体系的规划设计，

形成科学合理，层次分明，广泛兼容，具有科学性实用性

的标准体系。第二、要加快推进自主标准的研制。从我

国二维码实际应用情况出发，考虑兼容现有的二维码国

家、行业、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要站在促进产业发展和

信息化建设的角度做好标准化工作，广泛吸纳企事业单

位积极参与，制定出接地气的实用的二维码标准。第三、

要积极落实标准走出去战略。要联合广大二维码产业界

的力量，提升我国参与国际化标准活动的能力和水平，以

中国二维码标准走出去来带动我国二维码产品、技术、服

务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政策，增强二维码服务我国信息

化建设的能力和在全球二维码产业的影响力。

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高素梅致辞

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高素梅在致辞中指出，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信息网络和信息经济发展，以二维码

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直接关系到国家信息安全、社会管理

运行和信息经济发展，要尽快建立起我国完备的二维码

标准规范体系，推动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培育经济新动能。她认为，联合工作组是国家二维码主

管部门落实我国标准化发展战略，推进我国二维码产业

规范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网络安全社会化服务体

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相关部门在互联网时代

实现社会要素精准管理、经济运行可视化监测分析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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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技术和产业应用出现的一些问题，正说明目前二维码技术

和应用发展正经历着从小众专业的封闭系统应用转向大众开放应用。

重要意义。

编码中心隶属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是统

一组织、协调、管理全国物品编码与自动识别标识工作的

专门机构。1991年代表我国加入国际物品编码协会，致

力于推广全球通用的、开放的、跨行业的供应链管理标

准，形成了以完善我国物品编码与标识体系为核心、覆盖

全国的集编码管理、技术研发、标准制订、应用推广以及

技术服务为一体的工作体系，为社会提供标准化解决方

案和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作为我国物品编码、条码、二维

码等技术的管理与标准归口部门，多年来编码中心在我

国二维码的技术研发、标准制订、应用推广等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

出席大会的编码中心主任张成海在讲话中回顾了我

国二维码技术标准化发展的历程：早期在90年代为起步

阶段。编码中心依据国际先进标准制定了四一七条码和

快速响应矩阵码（QR码）国家标准,解决了我国二维码技

术应用问题；2000-2010年为行业应用阶段。在科技部

的大力支持下，代表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二维码码制

——汉信码研制诞生。2015年9月，汉信码 ISO国际标

准项目正式立项，这标志着我国二维码走向世界，其核心

技术和相关产业化应用已经逐步步入成熟期；2010年至

今，特别是2012年后，随着移动互联网与手机技术的飞

速发展，我国二维码技术应用已经进入开放系统应用的

新阶段，也对我国的研发提出新的要求和新的任务。他

还认为，二维码技术和产业应用出现的一些问题，正说明

目前二维码技术和应用发展正经历着从小众专业的封闭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主任张成海讲话 中国电子商会常务副会长王宁讲话

重点关注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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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副主任罗秋科

系统应用转向大众开放应用。联合工作组要通过联合相

关部门及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事业单位共同推动我

国二维码管理体系、技术标准体系及公共服务体系的建

设，同时加强对自主知识产权二维码技术的应用推广。

中国电子商会常务副会长王宁介绍了电子商会在工

信部指导下推进我国二维码公共管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工

作情况，强调通过建立注册解析体系、标准规范体系、评

价认证体系和风险防范四大服务体系来推动二维码规范

的应用，促进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他高度评价了成立联

合工作组的意义，认为“这在我国二维码产业发展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

我国二维码研究最早专家之一的编码中心副主任罗

秋科详细介绍我国二维码标准体系建设情况。他讲到，

商品二维码是二维码领域重要的基础标准，该标准对商

品上二维码应用的数据内容、信息服务、印制质量要求等

内容进行了规定，对指导我国商品制造商用好二维码技

术，确保商品跨系统跨领域流通和信息互通，降低二维码

应用风险和社会综合应用成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电子商会物联网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张超列举了

我国二维码产业发展情况及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

了推进我国二维码行业规范发展的具体办法，并详细阐

述了在商品二维码国家标准基础上制定的商品二维码团

体标准扩展技术方案和配套的系列产业支撑措施。

针对业界普遍关注的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汉信码技术

应用以及相关国际标准化工作，汉信码标准主要起草人

之一的编码中心二维码研究室主任王毅讲到，作为我国

最成熟的自主二维码技术，目前汉信码已经正式成为国

际 ISO标准工作项目，实现了我国二维码国家标准成为

国际 ISO标准零的突破，是落实我国国家标准“走出去”

战略取得的重要成果。

据了解，联合工作组正式启动之后将从基础、技术、

应用三个层面规划制定二维码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团

体标准等相关标准，建设我国二维码标准体系；还将加大

重点领域二维码国家标准和相关行业、团体标准的制定

工作，并进一步推动我国自主的二维码标准上升成为国

际标准。

另外，中关村工信二维码技术研究院和重庆力帆汽

车发动机有限公司代表也在会上分享了应用二维码技术

标准规范体系对企业信息管理的探索成果，其经验具有

很好的应用示范效应。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二维码研究室主任王毅

中国电子商会物联网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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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 协会工作迈上新台阶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协会2016年常务理事会在京召开

2016年7月27日，中国自动识别技术协会（以下简

称协会）2016年常务理事会在北京召开。

会上，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党委书记、中国自动识别技

术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张琳代表协会理事长张成海对会议

的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在国家“互联网+、中国制造

2025、一带一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战略的推动下，自

动识别技术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协会的各项工作

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我国自动识别骨干企业在传感

器、核心芯片、无线射频识别(RFID)、传感器网络、信息通

信网、嵌入式软件、系统集成等领域再创新高。他强调，

国家质检总局、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为推动自动识别产业

的健康、有序、快速发展，继续加大支持中国自动识别技

术协会的工作力度，希望协会会员抓住国家转型升级及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改革的机遇期，充分利用好协会平

台，不断开拓创新，促进自动识别技术在国民经济建设的

相关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希望与会代表对协会

上半年的工作进行认真审议，对下半年工作提出更好的

建议，继续大力支持与帮助协会发展。

协会副秘书长唐成对协会 2016年上半年的各项工

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上半年，联盟与研究会工作务实

创新，标准化工作紧扣市场需要，汽车专项工作进展顺

利，协会参加了国际自动识别与移动技术协会年会及第

十四届REFD展览会，得到了AIM Global的肯定，并就协

会评奖与AIM Global达成“互认”的合作初步意向；创新

了会员的发展方式。协会还支持重庆分中心、浙江分中

心以及山东青岛有关部门在当地宣贯、推广“汽车零部件

统一编码与标识”国家标准活动；上半年研究了协会奖的

相关规范文件，决定下半年开展纪念协会成立15年的特

别奖项评选。

副理事长刘国尧对会议进行总结时希望与会代表进

一步学习、领会、落实会议精神，用实际行动继续支持、帮

助协会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与会代表们表示，全体会员要联合起来，开拓创新，

积极进取，充分利用好协会这个平台，促进自动识别技术

在国民经济建设的相关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殷秀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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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11-12日，第五届“2016全球食品安全

倡议（GFSI）中国主题日”活动在北京成功举行。本届大

会的主题是“提升中国和全球的食品安全”，大会围绕食

品安全能力培养、审核员能力提升、“一处认证、处处认

可”、食品安全的未来等主题展开。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总

工程师李建辉等一行5人出席此次会议。来自联合国项

目事务署、消费品论坛、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

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中

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中粮集团、

新希望六和、嘉吉、麦德龙、达能

等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代表 300

余人出席了此次会议。

李建辉在大会主论坛“食品安

全的未来”中发表题为“GS1标准

—食品安全追溯的引擎”的主题

演讲。她介绍了 GS1技术体系

（国内称“商品条码技术体系”）、

追溯原则、追溯层级、追溯信息以

及如何采用 GS1标准进行标识

等；与大家分享了国内外基于

GS1标准的最佳追溯实践案例，

包括马来西亚榴莲追溯、澳大利亚牛奶追溯、爱尔兰的鱼

追溯、麦当劳中国以及广东、江苏、上海等地方政府追溯

监管案例；李建辉指出企业在做追溯时，要与国际接轨，

采用全球统一的追溯编码标识技术实施追溯，要简单易

行，便于实施，以促进我国食品安全追溯工作健康有序发

展及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吴新敏）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应邀出席2016全球食品

安全倡议中国主题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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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届 ISO/IEC 第一联合技术委员会（JTC1）第31

分技术委员会（SC31）（以下简称国际SC31）全体会议在

日本顺利召开，来自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韩国等国

家，以及GS1等国际组织的 30多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

议，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派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上，关于我国提交并承担项目编辑的18000-4 标

准中2.45GHz RFID空中接口协议标准分配新的AC代码

的问题，经过中国代表团的积极争取，并与工作组召集

人、SC31主席和秘书处的多次沟通，会议明确了将AC代

码20H分配给了中国新的2.45GHz空中接口使用，从而

保证了我国主导制定的2.45GHz空口协议能够尽快进入

到FDIS阶段并尽快发布。代表团团长会议中，中国代表

全程参与了各项重要议题的讨论，特别是针对由 JTC1/

SC6和 JTC1/WG10提出的将OID应用于物联网标识问

题，SC31认为物联网领域不需要分配OID进行唯一标

识，中国、瑞典与南非代表团长共同起草形成了针对该问

题的 SC31会议决议草案。国际 SC31负责条码、二维

码、射频识别（RFID）以及物联网标识相关 ISO标准的制

定，每年举办一次全体会议。

（夏 涛）

中国代表团参加

2016年 ISO/IEC JTC1 SC31全会

重点关注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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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追溯：科技为先 诚信为本
——2016物联网产品（食品）追溯创新应用论坛在上海成功召开

本刊记者 郑昱 高明

聚焦产品追溯新政、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剖析质量追溯根源、引领

产业转型升级。

食品安全标准体系被称为“最严谨的标准”。

2016年6月30日，由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以下简称编码中心）主办的“物联网产品（食品）追溯创新应用论坛”在上

海国际会议中心成功召开。编码中心副主任罗秋科、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标准化处副处长陶城、瑞章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夏钟瑞在会上致辞，会议由编码中心技术研究部主任李素彩主持。

论坛同期，在“2016中国（上海）国际物联网大会”主会场上编码中心还设立了Ecode国家物联网标识管理与公共

服务平台的成果展示台。重点演示Ecode从生产环节的标签打印、贴标、数据回传、再到消费环节的信息查询等全流

程的应用场景，向参会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了深入了解物联网标识体系 Ecode国家标准、标识平台、一扫通APP及

Ecode应用领域等方面的最新资讯。论坛邀请了来自企业、高校、研究院的多位物联网追溯领域专家进行精彩的演

讲。

特别报道S PECIAL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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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副主任罗秋科

食品安全追溯，就是指运用信息技术，通过对供应链上食品的各种信息进行分类、采集、分析，并对供应

链上每一个节点完成“向上一步追溯和向下一步追溯”，最终实现生产、加工、物流、零售整个供应链的全过程

跟踪溯源。食品一旦发生问题，按照从原料到最终消费整个链条所记载的信息，快速缩小问题范围，准确查

出问题环节，直至追溯到问题源头，确保了食品召回的高效性和准确性。

罗秋科认为，在食品安全追溯工作的推进过程中，要认清四个方面：食品安全追溯的实施主体是企业。

食品企业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政府提出明确统一的追溯要求，不能替企业去做追溯。“好产品是生产出

来的而不是监管出来的”；食品安全追溯的标识编码要统一，才能够保证追溯信息的内容准确、格式规范，使

信息共享和交换成为可能，才能最大限度整合社会资源，真正实现高效、低成本的食品安全追溯；食品安全追

溯要与国际接轨，中国不可能脱离国际大环境单搞一套，必须要遵循国际一致的追溯方法，才能快速融入产

品的国际大流通；安全追溯要讲成本效益。要充分考虑到从有利于行业健康长远发展出发，要为企业带来好

处和效益，针对不同的使用环境和环节采用适当的技术。

全球统一标识系统 : 高效、低成本，“真实”可追溯

全球统一标识系统，“真实”可追溯，把

握成本，让老百姓一键可查，“安心、明白”

让食品安全追溯更接地气。

特别报道S PECIAL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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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Auto-ID实验室副主任王俊宇

技术层面早已不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

瓶颈，万马奔腾的“标签”，复杂多样的“溯

源”，归根结底是要解决政府、企业与消费者

之间的信任缺失问题，“诚信”建设才是“重中

之重”。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突显：农资安全（种子、种畜、转基因）、环境污染问题（土壤重金属，水污染，物理化

学危害）、生产（农药、化肥、激素）、加工（非法添加、掺杂、违反加工流程）、贮存（温度、湿度、非法保鲜）、运输（野

蛮装卸、微生物危害）、销售（以次充好、重新包装过期食品）、回收（非法回收、地沟油）等等这些环节均存在隐

患。这些食品安全隐患直接导致消费者信任度的下降，甚至没有信任度。

在王俊宇看来，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全国统一食品安全电子溯源综合解决方案”实现食品电子溯源和安全预

警信息化，并通过应用示范建立可推广应用的模式，能够提供准确的厂商信息和产品信息；利用好技术手段建立

生产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方便问题产品的召回，用大数据处理和增值服务解决信任缺失问题。

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研究员华宇

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是我国唯一的专门、全

面从事时间频率基础和技术研究的科研机构，承担着

国家标准时间的建立、保持和发播任务，时间基准保持

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物联网中产品追溯就是产品特征信息的时间轴上

单向追溯过程（信息在时间轴上链条状结构）。在产品

追溯方面可以提供一个标准时间基准，在用户端就是

一串数据，可以被集成到任何载体上，也可以集成在

Ecode编码中，使得标准时间能在物联网产品（食品）追

溯创新应用上发挥应用价值。

标准时间信息与物品追溯

食品安全：诚实建设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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