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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事

随着物联网技术真正落地应用，智能

交通的建设和推广取得显著实效，继高速

公路ETC不停车收费实现全国联网后，深

圳采用“车位检测器+手机支付”新型技术

手段，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启了无人职守

的智慧路边停车收费新模式。

•应用聚焦

如今，对低成本的高级基本压力传感

器的需求正在与日俱增地提交到垂直市

场中的原始设备制造商手中。这意味着，

对于需要在工业制造和卫生保健领域中

设计和创造低成本、大规模组件的工程师

来说，低成本的高级基本压力传感器已经

成为一种非常有价值的产品。

•产业观察

随着RFID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其在

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RFID标准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对 ISO/IEC组

织和 EPCglobal组织制定的UHF频段空

中接口标准进行整理分析，对这两个组

织制定的UHF频段空中接口标准之间的

关系和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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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Introductory remark

洞见未来

2015年6月，在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应用大数据加强市场主体服务和

监管的若干意见》里明确提出，建立产品信息溯源制度。对食品、药品、农产

品、日用消费品、特种设备、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等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的重要产品加强监督管理，利用物联网、射频识别等信息技术，建立产品

质量追溯体系，形成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信息链条，方便监管部

门监管和社会公众查询。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2016年7月公布施行的新版《药品经营质

量管理规范》中明确指出，企业应建立药品追溯系统，实现药品可追溯。

食药追溯大势所趋，医药兹事体大，药品追溯政策的出台，充分说明我

国医疗行业信息化建设已在顶层设计上有了基调。这同样是洞见未来的一

种体现：纵观国内外，医疗卫生领域对信息化、统一标识管理、标准化应用同

样迫在眉睫，伴随着全人类对健康美好生活的向往，安全、可追溯、可监管的

医疗环境是大众的心声，也是共识。

本期特别报道从政策法规及多个国家具体医疗卫生领域应用经验入

手，深入浅出地展现医疗行业数据采集、追溯体系、互联网应用等方面的具

体情况，以飨读者。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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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信息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GS1 美国发布新版本

“DSCSA 及可追溯性 GS1

标准应用”指南

GS1美国发布新版本“DSCSA及

可追溯性GS1标准应用”指南（1.2版
本），该指南旨在帮助制药行业满足

2017年生效的药物供应链安全法案

(DSCSA)序列化及 2023年生效的物

品级可追溯性要求。

该指南将在 GS1 US DSCSA 实

施套件中发布，包含三个业务流程

应用程序相关的指南文档。该指南

是由GS1医疗保健美国安全供应链

工作组开发的，小组成员共同研究

了GS1标准如何用于支持DSCSA及

可追溯性。新版本指南升级了最新

EPCIS及 CBV标准中的 EPCIS可追

溯事件最新规范。EPCIS可帮助供

应链合作伙伴使用标准格式读取及

交换供应链事件（包装、运输、接收

和配送）相关信息。作为GS1数据共

享标准，EPCIS提供了满足DSCSA法

规信息处理和检索规定所需的数据

属性和信息结构。美国食品和药物

管理局选择EPCIS作为DSCSA数据

交换的标准格式。

五大趋向引领物联网发

展新高潮

近日，工信部数据显示，2015年
我国物联网产业规模达到7500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 29.3%，预计到

2020年，我国物联网产业整体规模

将超过1.8万亿元。

自 2016年开始，物联网的发展

出现5大新趋向，分别为国际窄带物

联网标准的诞生；5G促进了物联网

与移动互联网的深度结合，物联网

成为 5G主要应用场景之一；产业互

联网与《中国制造 2025》战略的推

进，将推动互联网渗透到各行各业，

为传统企业的改造转型提供手段，

应用领域更宽，经济价值更大；车联

网将成为物联网最大的驱动力之

一；物联网开始进入企业为主体的

应用时代。

预计 2030年移动支付

规模将首超信用卡

根据尼尔森移动商务调查数据

(2016年前三季度)显示，在全球范围

内，消费者使用信用卡实现非现金

支付行为的比例在全部人群中占到

了56%。与之相对的是，43%的消费

者选择了移动支付作为非现金支付

中信用卡的替代手段。

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使用移动

支付的比例最高，高达 86%的消费

者使用并信赖移动支付，遥遥领先

全球其他国家。数据统计的另一极

端来自中东，移动支付占支付市场

总规模的比例只有区区百分之一。

在美国，支付行为的偏好是离

散的，74%的用户仍然首选信用卡支

付，只有 38%的美国消费者曾经并

且有进一步意愿使用移动支付。与

之相对的是，有同样意愿的消费者

在西欧市场的占比是 56%，而在东

南亚国家比例也达到了38%。

爱沙尼亚国家博物馆使

用RFID信息标牌

爱沙尼亚国家博物馆在其塔尔

图市新馆上使用了 600个台湾公司

E Ink提供的RFID标志。每个博物

馆访客都配备一张RFID卡，用于使

用选定语言展示展览相关信息。

访客可在入口领取符合 NFC
Type5 及 ISO 15693 标准的 RFID 卡

片，并在离开时归还，该卡片内置

NXP Icode SLIX 13.56 MHz RFID 芯

片。

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测

试评价及实验示范区正式启

用

近日，由工信部和重庆市共建

的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测试评价及

实验示范区，于第十一届中国智能

交通年会期间在中国汽研院礼嘉园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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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正式启用。北京易华录、中国汽

研院等公司共同签署了《i-VISTA战

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展智能交通与

自动无人驾驶汽车的物联网技术融

合研究。

榕城通APP上线 可支持

NFC自助充值

榕城一卡通手机 APP 正式上

线，安卓和苹果系统手机都可安装

榕城通APP。带NFC功能的安卓手

机可进行贴卡一步充值。登录后，

点击NFC充值，再将公交卡贴在手

机的NFC感应区，成功读取卡片信

息后，再点击右上角的NFC充值，即

可进入支付，目前可通过微信、支付

宝、农业银行三种方式支付，支付后

即充值成功。NFC功能相当于“闪

充机”，可直接实现一步到位充值，

无需再通过“闪充机”操作。除了在

线充值外，还提供在线办卡、商城购

卡、网点查询等服务。

IATA发布决议跟踪行

李运输过程

2006年以来，每年航空公司乘

客量增加约 5%，2015年达到了 35.5
亿人次。每年全球各地的航空公司

大约扫描检查30亿件行李。

为了提高行李处理效率和准确

性，IATA发布了第 753号决议，要求

航空公司的每个中转点及装卸点跟

踪行李运输过程。研究发现，通过

更有效地读取数据，可以提高行李

可视化程度和运营效率，从而减少

错放行李的发生。预计到 2022年，

通过采用超高频(UHF)射频识别技

术，全球航空业将节省30亿美元，大

大提升处理效率并减少错误发生

率，有望将不当处理的行李数量比

例减少25%。

重庆药械信息全程追溯

体系平台启动

重庆市药械信息全程追溯体系

暨医药智能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建设试点正式启动，该平台将于

2018年全面建成。届时医疗机构、

医药企业将全面实现联网，医院、患

者通过药品批次号即可实现药品信

息的全过程追溯，让患者用药更安

全、健康更有保障。

2016年NFC非接POS

终端出货量再创新高

瑞典市场研究公司 Berg Insight
日前调研显示，2016年 POS终端市

场继续表现出强劲势头，支持 NFC
的非接 POS 终端全球出货量将达

1610万台，创历史新高。

在今年销售的 POS终端中，欧

盟市场有 93%支持，北美市场则有

92%支持。NFC正在成为一个非常

受欢迎的功能，包括巴西、土耳其以

及中国市场 NFC 支付都越来越常

见。2016年大约有1500万台POS接
受过 Visa payWave、万事达 PayPass
或银联Quickpass等非接支付方式。

2016到 2020年间，非接 POS终

端将保持17.9%年复合增长率，总量

将从目前的 4500万台增至 8690万

台，届时非接 POS终端占比将超过

77%，远高于目前46%的平均水平。

京津冀“一卡通”年底覆

盖天津市常规公交

天津市工信委积极响应“京津

冀”协同发展战略，与区域城市合力

规划打造智慧城市群，使城市居民

享受到更好的生活体验和服务。

2016 年底前实现 ETC 用户 50
万，高速公路主线收费站 ETC覆盖

率达到 100%，匝道收费站ETC覆盖

率提高到 95%以上。推动京津冀交

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工程，目前已覆

盖该市 119条公交线路 1500余辆公

交车，到2016年底基本实现交通“一

卡通”覆盖全市常规公交。

花旗银行推新移动钱包

应用服务

花旗银行推出了一项新的移动

钱包应用，其采用万事达 Master⁃

pass数字支付服务，可以允许超过1

亿的持卡人通过Citi Pay完成网页

支付、APP支付，同时也支持33个城

市的店内NFC支付。Citi Pay适用

于所有花旗银行客户在线 APP支

付，消费者使用Citi Pay进行APP在

线支付时，同样可以使用花旗网上

银行账户和密码来完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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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新闻

海尔发布全球首个智慧

家庭操作系统

海尔正式发布全球首个智慧家

庭系统UHomeOS，这是海尔在物联

网时代专门为智慧家庭定制的生态

操作系统。全球首款采用 UHo⁃

meOS操作系统的海尔馨厨互联网

冰箱产品也将上市销售。

以 UHomeOS 为核心的海尔

U+智慧平台，将解决从家电的单品

智能到家庭智能的难题，并具备账

户体系、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大数

据、安全体系、生态资源六大能力，

真正让家电做到理解用户需求，提

供主动服务，让人、家电、服务三大

平台实现互联。

三宝科技中标海关工程

二期RFID项目

三宝科技成功中标海关总署金

关工程二期海关涉案财物管理系统

RFID现场采集控制模块及集成服务

采购项目。三宝科技公司将为海关

总署提供RFID现场集控制系统，包

括 RFID 智能标签、有源 RFID读写

器、智能终端控制器等在内的多种

智能硬件设备，并负责完成 RFID 现

场集控制系统与海关涉案财物RFID

智能监控子系统的联调对接，并提

供3年的系统运营运维服务。

通过建设 RFID现场集控制系

统，实现即时安全预警，有效防范失

窃、调换等问题发生，提高对罚没物

品监管的安全性、可靠性，以及对突

发情况的应急处理能力，为海关利

用物联网+互联网技术加强对罚没

财物的智能化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新 MacBook 指纹助力

Apple Pay 在线一键支付

苹果发布了搭载 Touch ID的全

新MacBook Pro，在网购时只要按下

指纹就能完成付款，无需从钱包里

翻找银行卡，输入账号密码就可以

完成整个购物过程。这种新型购物

方式更加快捷也更加安全(因为不用

在线存储信用卡信息)，Apple Pay可
以与信用卡或借记卡相关联，因此

用户的消费习惯可能会受到所绑卡

类型的影响，同时，它也给商家和银

行搭建了新的业务处理框架。

银江股份获得RFID发明

专利证书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获得国家知

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 3

份。分别为适用于大规模 RFID及

手持设备的标签识别方法及系统、

用于大量 RFID标签系统中的防碰

撞方法以及一种基于协同相对定位

技术的车辆防碰撞方法。

福建电信研发全国首个

快递实名制平台

国家邮政局发布国家标准，规

定在全国推行快递寄件实名制，计

划在 2016年全面实行快件收寄实

名登记制度。中国电信福州分公司

研发了全国首个快递实名制平台-

“安易递”，

该平台采用基于图像的OCR/

NFC/动态秘钥二维码自动识别技

术，以智能手持终端+云平台为一体

的开放式软件应用，可以为快递从

业人员提供实名认证和实名收寄功

能，为邮政管理人员提供企业及网

点备案管理，并接入GPS车辆定位、

快递网点远程视频监控，可以提升

快递人员工作效率，实现了用户隐

私与公共安全的共赢。

HID Global推出光学安

全媒体Multitech卡
HID Global推出光学安全媒体

(OSM)Multitech卡。政府机构等发

行者可在卡正面激光雕刻相关信

息，在背面OSM条纹中雕刻和编码

身份信息，并在卡内RFID微控制器

芯片上编码身份信息。

该智能卡使用了HID Global的

超薄 PC预层压产品，将 RFID芯片

集成在标准尺寸的Multitech卡中，

同时还使用了公司的DBond技术，

31



2016年12月 第6期 总第63期

最大化的减小了 RFID芯片及天线

的尺寸。该卡片还使用了防裂纹技

术，提升了智能卡的耐用型。Multi⁃

tech卡可用于公民身份证及外国人

身份证、公益福利卡、社会保障卡、

驾驶执照、枪支许可证等。

永丰 fun钱包整合HCE 提

高便利性

永丰银行 fun 钱包 App 整合

HCE 行动支付平台，即日正式上

线。永丰为台湾首家拥有App导入

HCE支付功能的银行，两大国际发

卡组织MasterCard、VISA信用卡均

适用，fun钱包同步提供优惠资讯、

红利兑换等，集结卡友所需的各项

应用，大幅增加使用便利性。

巴克莱推新 ATM机 支

持NFC手机取款

巴克莱银行将推出支持非接取

款的ATM机。通过该ATM机，除了

用传统银行卡取款，用户还可以通

过具备NFC功能的智能手机取现。

巴克莱准备下月试点推出非接

ATM机，具备NFC功能的安卓手机

用户可以通过巴克莱银行APP绑定

生成虚拟银行卡，在ATM机非接区

域碰触读卡便可开始取款。

预计到明年1月份，可形成一定

规模，更方便用户ATM取款。巴克

莱银行表示至少在200家分行部署

500台非接取现ATM机。

小米MIX功能升级 支持

北京一卡通

小米MIX手机获得了MIUI 8的

最新功能升级，继首销当天开通的

刷银行卡功能之后，又更新了北京

一卡通的支持。

小米Pay目前支持21家银行的

移动支付业务，包括中国银行、建设

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工商银

卡等主流常见银行;小米公交同样取

得了新的进展，已经支持北上广深

等7个城市，长沙也即将开通小米公

交功能。

三星推出语音支付 支

持在线支付平台

三星申请了包含Bixby名称的

计算机语音识别软件命令处理的商

标，Bixby 语音助手将支持 Sam⁃

sung Pay在线支付平台。

Siren Care智能袜可预

防糖尿病

糖尿病患者健康监测企业 Si⁃

ren Care研发了一款智能袜子，该

袜子通过温度传感器来检测患者是

否出现炎症，进而实时检测糖尿病

患者的健康状况。传感器被编织到

袜子中，可以随时检测足部炎症，而

探测出的所有信息都会上传到智能

手机上的App上，方便患者随时了

解自身足部情况。当足部出现损伤

时，袜子可以检测到高温差，然后

App会发出警报，提醒患者足部出

现了问题。

零售商River Island在门

店部署RFID技术

时尚零售商 River Island正在

所有 280家门店部署 RFID解决方

案。该零售商将使用 RFID标签跟

踪280家门店里的所有服装。

此次部署使用了Nedap提供的

D Cloud EPC UHF RFID解决方案，

用于跟踪门店内的库存水平，实现

更精确的自动补货，提高销售额。

Vizinex RFID 和 Brady

SmartID推出航空标签

飞机零件跟踪方案提供商

Vizinex RFID 和 Brady SmartID 推出

航空行业适用的 RFID标签。该新

款Rifid RFID系列标签内置 2KB用

户内存，满足商业航空的ATA Spec-
2000 CH 9 Rev 2016.1要求。

该系列标签包含Stik及Nickl标
签 。 Stik 标 签 尺 寸 为 36.4mm*
7.0mm*4.4mm，可安装在金属上，具

有纤薄的外形，平均读取范围为2.35
米 (7.7 英 尺)。 Nickl 尺 寸 则 为

14.0mm*14.0mm*5.8mm，平均读取

范围为1.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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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2016年11月18日，由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以下简称编码中心）、中国自动识别技术协会（以下简称

协会）主办，科技部系统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农业

部农业信息技术创新中心、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国

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市场学会物联网产业工

作委员会等机构支持参与的“标签连接中国·服务千县万

企——互联网+中小企业条码标识应用推广公益活动”

启动会在北京召开。

来自国家发改委、农业部、科技部、工信部、商务部、

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食品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等单位的领导、专家，以及贵州茅台集团、金山

资本控股集团、上海牧粮实业有限公司、深圳维也纳酒店

集团、深圳五稻香餐饮集团，农产品基地、物流运输等企

业的代表近200人参加了启动会。

编码中心主任兼协会理事长张成海在启动会致辞中

指出，随着国家“互联网+”行动计划、“中国制造2025”制

造强国战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中国更加深入

的参与到全球经济合作与激烈竞争中，中国产品要畅行

无阻，离不开产品统一编码标识这一进入全球市场的“身

份证”。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充分发挥国

家物品编码机构的优势，提高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对标

准化编码等标签标识的认知度和使用率，编码中心、协会

“标签连接中国·服务千县万企”
公益活动启动

重点关注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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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主任兼中国自动识别技术协会理事长张成海 国家发改委中国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

针对中小企业条码标识应用开展“标签连接中国”公益推

广活动，以推动中小企业应用统一编码及自动识别技术

参与电子商务、现代物流和对外贸易，促进中国企业标签

标识应用整体水平提升，提高中小企业的效益，更好地迎

接全球化竞争。

国家发改委中国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

乔润令在致辞中强调，编码中心为龙头企业、集团用户提

供从基地到工厂、从工厂到消费者的供应链全过程的物

品标识与服务。通过使用自动数据采集技术满足各行

业、各种规模企业的需求，特别是国际通用、全球统一的

GS1编码体系，对破除信息孤岛，提高企业信息化水平，

促进农产品基地建设和智慧小城镇建设，保障质量安全，

发挥了标准引领作用，因此，举办本次活动很有意义。

物联网产业发展基金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毅云代表

活动支持参与方讲话，他首先感谢编码中心、协会发挥国

家编码机构和自动识别技术专业组织的优势，倾情服务

“三农”和地方经济发展，为农产品流通、食品安全生产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标准支撑，开展公益宣传推广服务，

把国际通用的解决方案和技术送到基层。王毅云指出，

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实

现产品可追溯性的基础即是建立产品标识。选择编码中

心提供的国际通用标识手段的GS1编码体系，是实现“千

县万企”的全链条追溯目标的重要支撑，是这项工作取得

成功的重要保障。

贵州茅台集团生态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黄叶强代表主办单位和参会的企业宣读了《倡议书》，倡

议自觉采用统一编码标识，实现信息互联互通，主动接受

政府监管，用户、消费者监督和舆论监督；使用符合标准

化、国际化的企业标签标识体系，提升信息化水平；建立

符合国际标准（GS1）统一编码标识系统，大型企业在提

高自身标签标识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带动、帮助上下游配

套的中小企业积极使用统一编码的标签标识，助力早日

实现“千县万企”“标签连接中国”的目标，为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和创新发展服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树立以统一

编码的标签标识为载体的诚信电子商务理念。

随后，在所有参会人员和众多媒体的见证下，活动主

要参与方代表共同按下“启动球”，标志着“标签连接中

国·服务‘千县万企’——互联网+中小企业条码标识应用

推广公益活动”正式开始。

启动会的召开，标志着“标签连接中国·服务千县万

企——互联网+中小企业条码标识应用推广公益活动”正

式拉开帷幕。活动率先以“一千个县，数万家企业”作为

“宣贯”目标，与行业组织、技术机构、名优企业携手推

进。 （杨 阳）

重点关注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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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47个世界标准日活动期间，围绕“标准建立信

任”活动主题，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以下简称编码中心）、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发挥标准化专业

组织和行业协会引领作用，推动技术创新、成果惠民、诚

信立业、品牌兴企，积极推动“中国鞋都”温州制鞋产业

聚集区的创新发展、转型升级。近日，在编码中心的支持

下，协会联合全国制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温州召开“鞋

类产品推广自动识别技术和GS1统一编码与标识应用调

研座谈会”，并赴浙江巨一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红蜻蜓鞋

业股份有限公司调研。编码中心党委书记兼副主任、协

会常务副理事长张琳出席会议，协会代理秘书长唐成，全

国制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戚晓霞，中国皮革和制

鞋工业研究院温州研究所所长陈启贤、副所长毕东亮，以

及来自温州制鞋企业代表20余人参加活动。

调研会前张琳书记一行，先后到巨一公司、红蜻蜓公

司实地调研制鞋产业现状，参观了企业生产线，听取了巨

一公司关于企业信息化、自动化建设水平，以及即将实施

的 RFID技术方案的介绍，并向企业介绍了相关领域

RFID技术的案例，并表示将积极帮助企业实现应用基于

GS1统一编码与标识的RFID技术，促进鞋企转型发展。

调研会上，张琳指出，协会在全国制鞋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的大力支持下，为提高我国鞋类制造业信息化水平，

满足政府监管、质量溯源和产业提升的需要，举办了本次

调研座谈活动，与大家分享自动识别技术的成功应用案

例，希望给企业带来一些启发，进而推动新技术应用，促

进企业发展。

张琳强调，自动识别技术可以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

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其与现代制鞋业的创

新融合，将为产业智能化提供支撑，为制鞋产业民族品牌

做大做强带来良机，促进国民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协会

愿意与大家加强联系，合作共赢，提供真正落地生根的应

用方案和创新研究的成果，支撑温州乃至全国制鞋业实

自动识别技术和物品编码
为制鞋产业转型升级安装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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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现场

践创新。通过深入企业

一线了解制鞋业信息化

管理状况，编码中心将

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

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与现

代制鞋业结合，促进制

鞋业提高电子商务、工

业互联网发展的水平。

“鞋标委”秘书长

戚晓霞强调，当前我国

皮革及鞋类产品的出口

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的共同挤压，制鞋

产业不仅面临市场寒

冬，而且面临信息化管

理水平低下、产品质量

参差不齐、假冒伪劣频

发以及信息孤岛现象严

重等问题。制鞋企业在

供应链信息化管理、产

品质量可追溯等方面的

需求也十分迫切，急需

破解制鞋产业目前面临

困境的解决方案，以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升

信息化管理水平。协会开展“鞋类产品推广自动识别技

术和GS1统一编码与标识应用”活动意义重大，为制鞋企

业带来了新契机，为实现质量可追溯、供应链管理的信息

化、智能化提供了技术保障，将对制鞋产业发展产生深远

的影响。

唐成介绍了物品编码与自动识别技术作为商品流通

领域追踪溯源、提高供应链管理水平的关键技术，已经广

泛应用于我国零售、食品安全追溯、医疗卫生、物流、建

材、服装、特种设备、商品信息服务、电子商务、移动商务

等领域，为我国的产品

质量安全和诚信体系

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技

术保障。通过“鞋类产

品推广自动识别技术

和GS1统一编码与标

识应用”活动，必将促

进制鞋企业的创新发

展、品牌提升。编码中

心有关技术专家列举

了迪卡侬、海澜之家在

服装鞋帽等产品应用

RFID技术节约企业成

本，提高供应链可视

化、信息化管理水平的

可行性、必要性。

最后，企业代表发

言，介绍了经验和实际

需求并和与会领导、专

家进行了充分交流。

红蜻蜓公司通过技术

整合，打造信息化管理

平台，已经在全国 5家

门店开始实施RFID技

术，采集产品关注度等重要信息，并通过RFID技术对消

费者购买行为进行分析。康奈公司、奥康公司等15家企

业的代表分别介绍了本企业信息化情况，以及在物流端、

生产端采用二维码、RFID技术进行管理等状况。

与会企业代表对本次活动的开展给予一致好评，认

为质检编码标准化部门在国际标准日能够送标准、送技

术到地方、到企业是非常有意义的，并纷纷表达了愿意继

续参与，共同推动RFID技术在制鞋行业的深度应用，为

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中国制造”品牌而共同努力。

（殷秀凯）

重点关注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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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8日，2016（第二届）中国食品安全信

息追溯大会在北京西郊宾馆召开，本次大会由中国物流

采购联合会作为指导单位，中国副食流通协会主办。来

自商务部、原国家内贸局、北京工商大学、中国物品编码

中心（以下简称编码中心）、北京交通大学、泸州老窖集

团、茅台集团、京东集团等单位的300多位代表参加了本

次会议。

大会以“平台经济下，食品产业信息化的智慧联接与

融合”为主题，共同探讨平台经济下，食品企业如何跨界

融合、创新模式以及转型升级，食品产业链如何与信息技

术智慧融合、信息共享。

这次会议为食品产业链上有关各方搭建一个交流合

作平台，对“互联网+”时代下，食品行业信息化有关政策、

技术、案例和经验探讨，旨在推进信息追溯在食品安全生

产、流通的行业应用，引导食品企业思路创新，引领中国

食品可追溯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编码中心副主任罗秋科应邀做了题为“物品编码在

食品安全追溯领域应用”的主题演讲，他首先向与会听众

分享了GS1全球统一标识体系技术现状；国内外食品安

全追溯法规、标准、实施现状；我国国家重点食品质量安

全追溯平台建设进展，以及如何采用国际统一的商品条

码技术实现食品安全追溯。

罗秋科着重介绍了我国物联网标识体系标准和应用

进展，并针对我国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化建设进行了展

望。

本次会议，加深了业界特别是食品追溯管理部门、行

业协会及企业界对商品条码以及编码中心的认识，对食

品安全追溯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张 旭)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出席

2016第二届中国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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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全球医疗卫生副主席Ulrike Kreysa

商品条码保障患者安全
本刊记者 郑 昱

特别报道S PECIAL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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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6月26日，一包口香糖成为第一个带有条码

并在商店扫描的产品。自此条码在供应链中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大大减少顾客结算时间，确保产品在零售货

架随时可得。

在零售行业成功实施 20年后，国际物品编码协会

GS1成立了医疗用户组，进一步将工作扩展到了医疗行

业，和该行业的各参与方密切合作，并与来自全球医疗行

业包括监管部门的成员持续制定了一系列标准。如今，

众多医疗行业利益相关方已使用了GS1条码，成千上万

的医院和零售药店每天也都在使用条码扫描。

Ulrike认为“GS1是非盈利的国际标准组织，旨在为

供应链带来效率和透明度。GS1标准由跨国企业和地方

中小企业共同协商制定，是得到验证的开放的标准。

GS1标准让组织机构更加顺畅地标识、采集和分享信息，

是可在全球范围支撑各系统和流程的通用语言。它可在

供应链从制造商到终端用户的各环节使用，也可满足医

疗行业利益相关方的各种需求。”

GS1与GS1医疗

GS1是一个中立的非盈利的国际组织，负责制定和

维护全球应用最广泛的供应链标准体系。GS1由全球

150个国家、日交易量达60亿次的上百万使用GS1标准

的企业所驱动。

GS1标准可提升众多行业的供应链效率、安全性和

透明度。GS1的成员组织遍布110多个国家，与贸易伙

伴群体、行业组织、政府部门和技术提供方共同协作，了

解其业务需求，制定相关国际标准并推进其实施。

GS1医疗是一个全球的自愿组成的用户群体，由来

自全医疗供应链的利益相关方组成，包括制造商、分销

商、医疗服务提供方、解决方案提供方、监管部门和行业

协会等。GS1医疗的使命是汇聚医疗行业专家，引领医

疗行业成功制定和实施国际标准，提升患者安全、供应链

安全和效率，实现追溯和准确数据同步。GS1医疗标准

由使用这些标准的医疗行业专家牵头制定和实施。

“GS1医疗的愿景是未来医疗行业使用GS1标准标

识所有项目、位置、人和流程，以带来患者安全和供应链

效率的提升——从制造商开始，直到某个特定患者的治

疗过程。”Ulrike介绍到。

为了给各地的医疗行业利益相关方提供更好的支

持，GS1已在全球很多国家成立了当地医疗用户组。这

些组织保证了国际标准与特定的本地需求相结合，并推

广和支持当地标准的实施。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标准，同一个愿景。

越来越多的产品标识法规与GS1标准保持了一致，特别是在医疗产品

标识上的使用。如今，已有65个国家的监管和立法机构认可采用GS1标准

对药品和医疗器械进行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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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标识体系成为全球通用标准

随着医疗行业国际化进展的加快，众多利益相关方

已发现通过采用相同的标准，可以提升效率和透明度，并

显著减少成本，实现跨境追溯和预警。此外，仅仅通过简

单扫一下条码，医疗服务提供方便可以获得更多时间来

治疗患者，成功减少医疗差错。

近年来，随着GS1医疗行业标准的修订和发布，GS1

标准已受到全球医疗行业的欢迎，并展开实施。GS1系

列标准简化了医疗全供应链流程，实现了从制造商到患

者的供应链可视化。超过70家医疗行业全球领先的用户

签署了文件支持GS1标准体系在全球医疗行业的应用。

GS1作为最广泛应用的国际标准，在世界大多数国

家得到认可。

自2004年以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US FDA）开

始要求在美国销售的药品使用产品标识和条码。为了打

击制假造假，美国药物供应链安全法案（DSCSA）要求序

列号标识并实现单品数据交换，采用GS1 EPCIS作为基

础标准也成为普遍共识。2013年，US FDA开始建立唯

特别报道S PECIAL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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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器械标识（UDI）系统实现医疗器械在流通和使用环节

的有效标识。GS1成为了第一个受到 FDA授权的唯一

器械标识发码机构。

2011年，阿根廷国家药品、食品和医疗技术管理局

（ANMAT）将3000多种药品列入国家药品追溯方案，要

求在药品二级包装上采用包含序列号和防篡改功能的唯

一标识。该计划以GS1系统为基础，旨在有效限制非法

药物的使用。2014年ANMAT发布了新的医疗器械追溯

法规，要求在规定实施后6或12个月内建立从生产/进口

环节到使用环节的追溯系统。

2014年，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宣布采用

GS1标准作为其电子采购战略的基础，以大大降低医疗

成本。所有供应商要按要求在供给NHS医院的产品上

实施GS1标准，并将位置信息和产品信息通过GS1全球

数据同步网络（GDSN）上报。

2014年韩国卫生福利部宣布了阶段性实施药品序

列化的时间表。2013年底，韩国境内销售的药品需要使

用二维的GS1数据矩阵码（GS1DataMatrix）标识全球贸

易项目代码（GTIN，国内也叫做商品条码），包括批号和

有效日期。2016年1月1日后，该要求适用范围扩展到

了所有在韩国销售的医药产品。

2015年，GS1印度和印度保险信息局签署了谅解备

忘录，采用全球位置码（GLN）建设国家医院注册制度。

注册信息将成为全国医疗信息的可信数据源，并提供给

包括医疗保险公司、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受益方等各利

益相关方。印度政府也建立了追溯系统，要求制造商为

所有出口药品贴标，采用GS1 DataMatrix标识GTIN、批

号、有效日期和序列号。同时政府也计划将相关要求扩

展到本土市场。

2016年 2月，欧盟会员会授权法规（EU2016/161）

对反伪造药品指令（FMD）进行了补充，并引入两个强制

的安全性特点，对药品进行验证和认证：要求上市许可持

证人在2019年2月9日前保证所有药品包装上具备安全

性的标识，进而保证在供应链各环节固定点上可以扫描

唯一标识，同时包装还必须具备防篡改设备（安全封

条）。欧盟各国均可采用GS1标准实施FMD。

与此同时，欧洲理事会常驻代表委员会和欧洲议会

环境和健康委员会签署了最新欧洲医疗器械和体外诊断

医疗器械（IVD）法规。该两项法规草案在经过法律语言

审查后，将在2016年末或2017年初正式实施。

上述两项新法规——不仅包括医疗器械的设计和

制造，也包括临床测试，授权和上市后监管——将影响到

所有在欧盟销售产品的医疗器械制造商。其中一项重要

的改变是器械唯一标识（UDI）将用于所有医疗器械，以

提升医疗产品在供应链的可追溯性。

医药产品的可追溯性是全球监管

机构打击制假、造假的关键目标。越

来越多的监管部门要求产品二级包装

上使用数据载体标识唯一标识符，并

与数据库的相关信息进行关联。也有

越来越多的监管部门建议或要求使用

GS1标准实施追溯要求。

目前，大多数国家药品追溯监管都要求实施采用

GS1标准，如美国、阿根廷、沙特阿拉伯、英国、澳大利亚、

韩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多数使用GS1 DataMatrix作为

载体，写入GS1 GTIN，有效日期、批次/批号和序列号等

信息。

尽管目前欧洲一些国家因为使用国家报销编码和

一些历史原因，药品编码仍然采用国家内部编码系统，到

2019 年该情况将发生转变。欧盟反伪造药品指令

（FMD）已提出欧洲统一方案，要求使用国际标准更好解

决假药问题，确保跨国追溯。

亚洲也出现了同样的转变。2014年11月，亚太经

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中国北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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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了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宣言第23条提到“我们

认识到使用标准化编码将使各方更好理解和分享货物贸

易信息。因此，我们鼓励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与私营部

门合作，通过推进试点项目，加强在全球数据标准领域的

合作，并推动其更广泛应用。”

2016年 7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

修订了《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新版GSP要求

企业建设药品追溯系统，不再要求使用药品电子监管系

统。这表示企业不用针对进入中国市场的药品增加国家

内部编码，而可选择GS1等国际标准建设其系统。

GS1标准全方位服务医疗行业

为了更好支持医疗服务提供方，GS1创建了医疗服

务提供方顾问委员会，其由来自全球医疗机构的领导者

和GS1医疗标准先期实施者组成，顾问委员会的主要工

作为在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中寻找支持GS1医疗标准应

用的项目，最终目标是提升患者安全，降低成本，提高员

工生产力。

“在整个医疗卫生供应链中实施单一国际标准每年

可挽救高达43,000条生命，避免140万患者残疾；条码扫

描流程可减少50%以上的潜在药物不良事件；GS1标准

降低医疗器械31%的库存和手术室72%的浪费。”Ulrike

引用了来自麦肯锡的报告，通过一系列数据展现GS1标

准体系所构建的端对端追溯系统对整个医疗行业的贡

献。

GS1标准可让制造商、分销商和医疗服务提供方通

过电子化方式共享精准、标准化和同步的追溯数据。

GS1也制定了医疗追溯标准，提供了实施追溯的系列标

准以实现药品和医疗器械在生产、销售、配药和使用环节

的全面可视，确保追溯系统间、医疗供应链上下游间和国

与国之间最大程度的互操作性。 Auto-ID

如今医疗服务提供方需要在时间和成本压力的情况下确保高质量的

患者护理。GS1条码和标准是帮助医院提升患者安全和操作效率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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