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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聚焦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发展，O2O的零售

模式蕴含着巨大的潜力，许多实体零售商

开始纷纷试水，试图为传统零售带来新的

机遇。但是，这一转型计划的落地效果却

并不明显。传统零售业效率低下的仓储

物流流程、没能合理利用大数据是向O2O
转型缺乏张力的重要原因。

•特别报道

采用信息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发

展已是制造业的共识。如何利用新技术、

新方式推进传统企业信息化、网络化、智

能化值得自动识别产业同行去发掘，真正

实现制造业改造提升。

•产业观察

依据 JJG（粤）020—2013《指针式微

差压表检定规程》，阐释指针式微差压表

示值误差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进行评定

的数学模型的建立过程、各分项不确定

度的评定过程以及合成过程。

下期选题预告▶▶▶

广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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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Introductory remark

不如专才

“如果你从80楼往下看，都是美景，从2楼往下看，也许满地垃圾。人

若没有高度，看到的都是问题，若没有格局，看到的都是鸡毛蒜皮。”这虽然

是一个鸡汤类的段子，但却说明了一个事实，无论一个人，还是一家企业，都

需要在一定的高度看待自身的现状，有了高度，才能纵观全局。

快速发展是今天大环境的主基调。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避，只有直面

应对。在这场洪流中，技术、创新与资本层出不穷，看似到处充满机会，又充

斥着各种发展放缓的不协调之音。

在去年的编辑、采访工作中，积累了对行业的认知，对企业更多的了

解。在新春之际，梳理一年的历程，不禁发现，多变的市场环境下，市场的参

与者只有把心态放得更平和，站在一个更长远的高度，方能看清自身的优势

与劣势，做出一个实际可行的规划。

市场在变化，而竞争时刻存在。重要的是企业要稳住自己的阵脚，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创造适合市场发展趋势的产品，要具有不可替代的“独门武

功”，紧密与客户沟通，什么都做，不如专才，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演化成专

才的产品能力，用优质的产品，人性化的服务去赢得用户的赞许。

技术的创新，一定带来产品的革新，但产品的革新不代表你一定能占据

市场份额。其实，没有所谓的新经济与传统经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

“泾渭分明”，需要有的是如何利用新技术，新模式，在共享的氛围下，树立

“中国制造”的品牌信誉，让品质过硬的中国产品和服务赢得市场乃至世界

的认可。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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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服务区推广“电子餐

盘”结算系统

日前，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在湖州服务区启用“电

子餐盘”快速结算系统。该系统是一

套集成了RFID射频技术的餐饮结算

系统，具有速度快、核算准、体验佳、

节省人力等特点。

该服务区已对现有3000多件碗

盘全部植入电子芯片，按价格将碗盘

分区域存放。司乘人员排起长队体

验从选菜到结账的便捷服务。

上海建工装配式项目应

用EBIM+RFID芯片技术

近日，译筑信息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研发的 EBIM云平台助力上海

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赵巷镇H3-

02、H3-05地块商品住宅项目。此

项目主要应用 EBIM云平台对预制

PC构件进行信息化管理，采用“有源

RFID电子芯片+二维码的形式”对

构件进行全过程的定位追踪。PC构

件的信息化管理，采用有源RFID电

子芯片对构件进行全过程的定位追

踪，通过电子芯片与互联网及云存储

平台相关联，实现对全过程的生产、

安装数据及图像进行采集及汇总。

《GB/T 33459-2016商

贸托盘射频识别标签应用规

范》正式发布

日前，国标委正式发布了《GB/T

33459-2016商贸托盘射频识别标

签应用规范》，将于2017年7月1日

起正式实施。该标准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务部提出，全国国际货运代理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489)和

全国物流信息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SAC/TC267)归口。《GB/T 33459-

2016商贸托盘射频识别标签应用规

范》规定了商贸托盘射频识别标签作

为信息载体时的一般要求、功能和技

术指标、代码、环境适应性、安全和管

理、操作流程、扩展应用和异常情况

处理等规范的要求，适用于商贸托盘

及其共用系统等相关物流活动中对

托盘的标识、使用和管理。

国家射频识别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江苏）成立

近日，国家质检总局、国家认监

委正式批准成立国家射频识别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国家射

频识别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江

苏)由江苏省质监局依托江苏省质量

和标准化研究院筹建。该中心 (江

苏)实现了华东地区RFID检测、性能

测试与评估以及标准研究验证的第

三方国家级权威机构零的突破，中心

将以质量检测为依托，搭建企业与项

目的桥梁，以标准化为抓手，促进行

业进步，努力将其打造成为具有

RFID产业集聚和发展引领示范作用

的国家级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AutomationDirect 推出

RFID非接触式安全开关

AutomationDirect 日 前 推 出

LPF系列、SPF系列非接触式 RFID

安全开关。该系列开关采用RFID技

术进行通信，使用唯一编码的激励器

提供防篡改保护。当开关和双通道

安全继电器组合使用时，开关可提供

ISO13849-1(PLe及 4类)等级的保

护。IP69K级 LPF系列和 SPF系列

开关可和大多数安全继电器一起使

用，传感距离大于10mm，有很高的

耐感应后错位。

业界信息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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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sco公司 ID卡打印

机提供RFID编码功能

纽约安全系统集成商 Idesco宣

布对其适用于超大徽章的 XXL 2.0

ID卡打印机进行改进。打印机内置

了超高频(UHF)编码器，可使打印机

用于定制 RFID 及 UHF 编码的徽

章。UHF卡应用可提供更长的读取

距离，更大的内存以及更好的可靠

性。该设备每个小时最多可打印

180张彩色卡，平均每小时可打印

1400张卡，打印机还可提供超大尺

寸 ID卡定制。打印机可用于为大型

场地、音乐会、颁奖仪式、贸易展览

会和其他公司提供保障。

拉夏贝尔旗下品牌全渠

道应用RFID技术

拉夏贝尔集团通过 RFID技术

打通全渠道数据链条，提高各环节

效率，并以精准数据实现产品共

享。拉夏贝尔集团与厦门信达物联

科技有限公司在服装行业成功合作

上线 RFID 技术，推动行业升级运

用。此次合作促进了零售行业和物

联网的跨界融合，进一步打造“芯”

时代的和谐生态圈。

拉夏贝尔计划在 2017年春季

产品起全面导入RFID洗唛，在成衣

工厂进行加工挂标。该环节通过

RFID洗唛标签，并采用RFID平板检

测设备对成衣进行装箱检测，规范

了成衣工厂的生产流程，减少了多

装、少装及错装情况的发生。

在物流中心，通过通道机快速

读取产品信息，提高收货效率，杜绝

串码、少货等情况发生，实现 100%

全检，避免了传统抽检造成的无法

及时发现错误、事后难以追究责任

等问题，在保证发货的准确性的同

时，大大提高了发货效率。

松下推出自动扫描和装

货的收银机

松下电器 (Panasonic Coro)将

推出能够自动扫描和包装商品的便

利店收银机。该套收银系统里面有

一个特别的购物篮，可以检测到篮

子中有什么商品，并计算它们的价

格。客人将购物篮放在一个狭槽

中，购物篮底部会自动滑出，然后商

品跌落到下边的塑料袋里面，客人

就可以直接取走，消费者可以用现

金或银行卡支付。松下正在罗森大

阪总部附近的一家罗森便利店里面

使用这套系统。明年二月，这套系

统完全投入运营，所有商品上都会

有电子标签。

瓷器制造商Oxford部署

RFID系统

美洲最大的陶瓷和瓷器制造商

Oxford日前宣布，该公司在12个月

内收回RFID系统投资，该系统帮助

将货物交付过程中的错误减少到

零。Oxford拥有 2,500个库存单位

(SKU)，三个制造工厂每月生产 600

万个产品。生产完成后，这些产品

将进行包装，然后根据客户要求进

行分离和交付。离开工厂时，货物

按一定顺序放入标准包装盒中。

Oxford的 RFID系统通过在包装区

域及纸板箱附着智能标签来帮助完

成订单。每个包装箱都将附着一个

内置单元数，内容等信息的标签。

然后，这些货物将被传送到库存区

域进行堆叠存储。包装区域到库存

区域的通道中安装了 RFID读取器

来读取标签。除了提供每个存储物

品的确切位置和标识之外，RFID技

术还用于提升订单分离的效率及准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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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率。使用该技术，Oxford减少了

额外的成本，包括误交付货物的逆

向物流。

2020年前美国RTLS市

场预计将增长45%

Technavio近日发布一份报告，

预测 2016年到 2020年间，美国的

实时定位系统 (RTLS)市场将增长

45%。该研究还指出了交通、医疗保

健、零售和政府部门将成为RTLS市

场的四大应用领域。该报告还强调

了有助于美国RTLS市场增长的四

个因素：医疗行业RTLS标签的不断

普及，运输及物流行业RTLS方案的

普及，RFID标签成本的下降，以及

3D平台的普及。

Stanley Healthcare 向

RTLS客户提供管理服务

目前，医院及医疗服务提供者

开始尝试使用实时定位系统(RTLS)

技术。为帮助客户管理RTLS解决

方案，Stanley Healthcare发布了一

套管理服务，包括环境标签的校准

和认证、资产标签状态跟踪以及基

于生命安全的技术(如婴儿保护)的

定期检查。

2024 年 NFC 市场将达

470亿美元

Research and Markets近日发

布“2024年NFC市场分析预测”报

告。报告预测，2024年全球NFC市

场将达474.3亿美元。报告指出，由

于智能手机在发展中国家的普及，

该行业将在预测期内实现大幅增

长。研究表明，移动支付服务的普

及将推动销售点 (POS)设备的增

长。银行实体、支付网关有望推动

新技术的普及。报告补充说，移动

钱包服务的出现将许用户通过移动

设备或通过非现金支付模式进行支

付，这将进一步推动NFC市场的增

长。不断增长的供应商数量也将推

动NFC基础设施的发展，从而加速

市场增长。作为物联网的重要组成

部分，可穿戴技术的出现也将推动

行业增长。

Spyder 滑雪夹克使用

NFC标签

Spyder Active Sports 开始使

用NFC技术为客户提供夹克。每件

夹克都内置一个NFC标签，消费者

可使用NFC智能手机及平板电脑在

店内读取标签信息，通过Youtube、

Twitter等社交媒体进行互动，了解

相关信息。用户使用NFC手机刷标

签时，读卡器读取到标签唯一 ID号

码后将跳转到Spyder网页上。在该

网页上，用户可读取USST（美国滑

雪队）及其成员的信息，并获取该位

置附近的滑雪场信息。

Smartrac推双频Prelam

嵌体

日前，Smartrac宣布推出新款

RFID嵌体双频Prelam，适用于公共

交通应用场景。该新品将一个预层

压嵌体(Prelam)与两个安全的非接

触芯片（一个高频(HF)和另一个超高

频(UHF)芯片）集成在一张卡上。该

卡的双频功能可允许交通运营者在

入口处选择适当的支付方法。作为

CICO收费的替代品，基于帐户的收

费将成为最受欢迎的免费解决方

案。双频Prelam将让自动收费系统

变得更方便，同时改善出入口交通

流量。

Tageos产品通过奥本大

学RFID实验室认证

超高频(UHF)RFID标签制造商

Tageos宣布在奥本大学RFID实验

室完成ARC项目产品测试。EOS-

400产品通过了零售环境相关的所

有11项用例测试。其独特的制造工

艺消除了蚀刻 RFID产品中塑料载

体层的需要，从而简化了制造。与

传统的RFID标签相比，该工艺可减

少50%的胶水和塑料的需求。ARC

测试结果显示，该工艺对性能无任

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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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remko 推出 RFID 马

铃薯切块设备管理系统

荷兰马铃薯加工设备提供商

Kiremko推出一款用于管理安装在

马铃薯切割机上的刀块RFID系统。

该系统中，每个刀块上都附着

一个无源13.56 MHz RFID标签，并

在刀具内安装一个 RFID读取器天

线，可随时读取刀具标签。标签数

据将被发送到处理单元并通过可编

程逻辑控制器(PLC)进行读取。如果

处理单元检测到错误配置，则向

PLC发送警告信号，方便用户提前

知晓。

D-Tech推出适用学校

图书馆的RFIQ安全系统

D-Tech国际推出针对学校图

书馆市场的 RFIQ安全系统。该解

决方案提供基于周边的保护和增强

型报警处理能力。RFIQ系统使用了

D-Tech新款M180天线、标签及工

作台，可提供比现有EM系统更有性

价比的方案。除了成本优势外，该

系统还可升级成 RFID系统。该方

案可使用RFID软件和RFID棒进行

升级，以实现快速库存盘点及物品

寻找。

仪电智能电子推出汽车

轮胎植入式RFID标签

近日，上海仪电智能电子有限

公司拥有自主产权的汽车轮胎用植

入式RFID标签产品正式投放市场，

已交付了三角轮胎和普利司通轮胎

公司的首批订单。

该RFID智能标签成功解决了普

遍 RFID标签不耐高温和频率抗干

扰差的问题。

MetraLabs TORY RFID

库存机器人使用效果良好

近日，德国机器人公司MetraL⁃

abs GmbH推出的RFID库存机器人

TORY 在 零 售 公 司 Adler Mode⁃

markte AG位于 Erfurt的门店投入

使用，其读取精度高达90%。TORY

内置MetraLabs专有导航软件，能

够完全自主地移动，并有效地躲开

障碍，具有12至18小时的续航能力

以及 4小时的充电时间。TORY可

担任购物助手，引导客户寻找物品

位置并为其购买提出建议，是世界

上第一个投入实际使用的 RFID库

存机器人。

Dormakaba推内置BLE

门锁

门禁控制技术公司Dormakaba

提出内置BLE单元的门锁，帮助住

客使用智能手机来进行开锁。

BLE门锁包括一个用于读取钥

匙卡内RFID标签的RFID读卡器，一

个使用 ZigBee协议读取、传输数据

的应答器，一个用于接收移动手机

传输的BLE单元。Dormakaba提供

企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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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软件开发工具包(SDK)，允许企

业将Saflok技术数据集成到自己的

移动应用中。该公司还提供一个将

RFID或BLE房间钥匙 ID卡和房间

锁进行配对的服务。许多大型连锁

酒店正在使用BLE技术，包括希尔

顿酒店的数字钥匙系统和万豪的移

动房钥匙。住客将手机放置在锁前

时，RFID读取器会接收到RF信号，

提示BLE单元唤醒。锁内置的 IC便

会判断授权信息，如信息无误，门锁

便会自动开启。

全聚德引入自动识别技

术用于产品打假

老字号全聚德宣布再度升级烤

鸭系列 7个品种的全聚德真空包装

防伪技术，消费者只需手机扫描包

装袋上的二维码，就能验证真伪。

为了打击假冒，进一步净化市

场，全聚德与两家高新产业公司合

作，对真空烤鸭包装防伪技术进行

了再升级。再升级版的包装防伪使

用了两项高新技术，在每只烤鸭外

包装袋上都印有“唯一且可变二维

码”及“第三代无源无硅基芯片RFID

电子标签”。以前烤鸭外包装上使

用的是通码，升级后改为一袋一码，

消费者用手机扫码就能识别真伪。

如果一袋烤鸭被多次扫码验证，很

可能已经被制假，后台会自动报警，

并锁定售假位置，一线打假人员可

以直接前往调查。除了扫描二维码

查询外，消费者还可以通过终端专

用设备，查询外包装上的电子标签

验证真伪。目前，第一批专有识别

终端设备已经在全聚德各直营门

店、各全聚德京点食品专卖店及部

分专柜投入使用。

HID推出适用于中小企

业的访客管理解决方案

安全身份解决方案提供商HID

Global宣布推出适用于中小企业的

EasyLobby Solo游客管理系统，可

自动管理日常访客流。该系统合并

了HID的EasyLobby安全访客管理

(SVM)解决方案，可与所有 HID

Global打印机和 ID扫描仪配合使

用。该独立解决方案设置简单，使

用了简单的登记方式，带有无需访

问控制集成，易于学习和使用，可减

少进出耗时。

A.C.C.系统公司推出多

协议UHF桌面读卡器

A.C.C.系统公司推出ACC-809

多协议超高频(UHF)RFID读卡器，支

持快速标签读写操作，并提供了较

高的识别率。读卡器支持 ISO

18000-6B和 18000-6C(EPC Gen

2)标签协议，在 902-928MHz频带

间工作。该设备支持VSP或HID模

式的USB1.1接口，具有纤薄的外形

尺寸。ACC-809适用于许多RFID

应用，如POS应用、资产跟踪、模拟

键盘数据输入、制造、仓储和配送、

医疗保健和考勤系统等。

Kathrein RFID 长距离

RFID读卡器问世

RFID 系 统 制 造 商 Kathrein

RFID 推 出 新 一 代 RFID 读 卡 器

ARU3000和RRU4000系列读卡器。

该系列读卡器可实现快速车辆识

别，适用于智能停车和汽车共享解

决 方 案 ( 如 Car2Go，DriveNow，

ParkNow和 evopark)。读卡器集成

Linux操作系统，可允许软件和现有

的停车基础设施方案进行集成，旨

在提高交通和货运管理的安全性和

效率。

Voyantic 联合 Brotech

提供RFID测试设备

Voyantic 公司和 Brotech 图像

公司联合推出 RFID 性能测试设

备。该装置名为Eurotech RFID FS

RFID，通过 Voyantic 的 Tag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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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检测系统来检验标签。该装置

可在预定编辑位置处停止，移除和

更换缺陷片，并且通过与机器集成

的喷墨系统来标记缺陷标签。

用户可通过改变伺服电机控制

系统软件的参数来调整闭环张力控

制系统，可以几乎无限范围来卷绕

标签，同时还不破坏嵌体或天线。

该设备还提供了纸幅引导系统和超

声波传感器。

PSE不锈钢NFC标签助

力跟踪设备维护

工程公司 PSE推广 NFC RFID

标签，用于在工业场所识别安全仪

表系统设备，跟踪每个设备的维护

和校准历史。除了附着在设备上，

这些标签还可用于石油化工炼油厂

和化学制造场所等危险工业条件

下。通过使用RFID标签，企业可以

自动收集每个安全设备的维护历史

记录，确保所有设备都得到维护。

PillDrill RFID服药系统

帮助监督患者服药

PillDrill 公司推出了一种基于

RFID的药物分配系统，旨在帮助患

者管理药物并监控药物情况。该解

决方案是基于一个内置 RFID名叫

Hub 的读取器设备。用户可在药

瓶、药包等容器上附着无源RFID标

签。该公司还提供了一款 RFID周

度药品分配器，内置七个附着RFID

标签的可拆卸药丸容器。

一旦用户在PillDrill网站上写入

用药计划后，Hub便会在需要用药

的时候发光、发声，显示用药信息，

提醒用户服药。服药后，用户可在

Hub上挥动适当的容器进行示意。

用药信息通过WiFi连接传输到Pill⁃

Drill服务器上，然后亲属便可在应用

程序查看到，确保患者正确服药。

亲属或看护人员还可通过邮件或短

信接收到这些信息。

Ticketea 推 RFID 票务

管理系统

西班牙大型活动票务解决方案

公司 Ticketea推出RFID系统，可与

现有的活动管理方案进行集成。该

NFC RFID解决方案可为大型活动

提供访问控制，无现金支付以及社

交网络分享。

该方案中，每个活动的腕带或

票据内置了 NXP Semiconductors

NTAG216芯片和MiFare Ultralight

C NFC标签。公司还提供了一个基

于NFC的移动应用程序，可用于Fa⁃

moco Android 设备以及安卓 NFC

智能设备上。Ticketea为所有参加

者提供腕带，员工则佩戴NFC读取

智能设备。销售点的人员还配备了

支持NFC的Android设备以进行移

动支付。绑定信用卡信息的游客可

在POS处读取腕带，数据将传输到

Ticketea的云软件上。

Suprema 推 RFID 访问

控制设备

生物识别和安全技术提供商

Suprema宣布推出BioEntry W2户

外指纹门禁控制设备。设备采用了

增强指纹算法、指纹传感器和实时

手指检测技术。增强指纹算法比前

代更准确，可减少误读率、提升安全

等级并对不理想的指纹读取进行补

偿。BioEntry W2配备 Suprema专

利的活指纹检测技术，可识别出各

种假指纹材料(包括粘土、橡胶、硅、

纸和薄膜)。

Turck 推 UHF RFID 智

能手机读卡器

Turck日前推出新款UHF手持

设备 PD-IDENT，其为客户提供一

种轻量级的智能手机 RFID读卡器

系统，设备内置UHF天线，并通过音

频端口连接到用户的智能手机上。

该手持设备可与公司的 BL ident

RFID系统结合使用。Turck还提供

了一个简单多用途的 RFID应用程

序 。 该 设 备 尺 寸 为 159mm*

95mm*39mm，可兼容各种智能手

机。该解决方案配备了锂离子电

池，可提供 2个小时的主动扫描续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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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FOCUS

京东、斑马技术和神州数码联合打造
物联网+电商物流联合实验室

物流领域是物联网相关技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应用领域之一，借

助移动互联技术、RFID等无线数据通信技术，实现商品的识别与跟

踪，保证商品的生产、运输、仓储、销售及消费全过程的安全和时效。

2017年1月14日,京东、斑马技术和神州数码宣布

“京东斑马神州数码物联网+电商物流联合实验室”（以

下简称联合实验室）正式启动。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

商城物流规划发展部负责人傅兵，斑马技术公司大中华

区总经理吴坚和神州数码集团助理总裁朱斌、物联网事

业部总经理闫军等共同为实验室揭牌。

联合实验室以京东顺义样板仓的示范应用为依托，

是三方本着“共同探索，开创未来”的愿景全面合作共建

的实体性科研平台，集合了三方在物流管理、数据采集、

移动计算、机器视觉、云计算、物联网等领域的先进技术

和人才方面的优势资源。

会上，神州数码集团助理总裁朱斌表示：“2016年

被推选为中国自动识别技术协会行业峰会主席单位的

神州数码，从 2004年就开始致力于物联网行业的探索

和研究，十几年的探索与努力，积累了优秀的技术能力、

行业内突出的解决方案能力。在物联网领域已累积拥

有超过 3000多家代理商合作伙伴，形成覆盖编码、标/

识、定位/感知、传输、分析/可视化和云的全方位技术和

方案、服务能力。‘物联网+电商物流联合实验室’的成

立，体现了京东、斑马和神州数码在物联网领域的战略

共识。神州数码期望能够长期携手京东物流和斑马技

术，保持紧密而友好的合作关系，为推动智慧物流产业

发展而努力。”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商城物流规划发展部负责人

傅兵介绍：“在京东物流的十年发展过程中，京东对物流

技术升级持续投入，拥有各品类丰富的应用场景，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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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丰富的技术设备运营管理经验，同时与行业最优秀的

供应商例如斑马技术、神州数码，形成了长期信任的直接

或间接的合作关系。未来，我们将更加紧密携手老朋友，

共同探讨新技术在物流领域的突破，实现多方共赢。公

司在创新过程中，很忌讳只提创新不落地，今天邀请媒体

朋友和大家共同见证，督促我们有更多的产品落地。”

斑马技术公司大中华区总经理吴坚认为：“在过去的

40年中，凭借在全球自动识别和数据捕捉市场上的领先

优势，斑马技术开发出了当今物联网技术的构建模块。

斑马技术一直致力于物联网+物流解决方案的创新和开

发，助力客户更好地利用物联网、云技术和移动性来实现

仓储和供应链的可视化管理能力，提升生产效率，在业务

上取得更大的成功。感谢京东物流和神州数码长期以来

的支持，希望三方在2017年继续延续良好的合作关系，

借助联合实验室共同探索和见证物流行业互联、智能、高

效的新发展。”

多年来，斑马技术和京东、神州数码在物流领域一直

保持着长期紧密的合作和沟通关系。斑马技术与京东的

合作起源于条码打印业务，之后在无线网络应用覆盖设

备、条码扫描设备、仓库和配送操作智能终端PDA等方面

都建立起了长期的合作。而神州

数码作为技术实施方和斑马技术

的战略合作伙伴，则在前端推进

解决方案的落地。此次联合实验

室的成立，是三方合作的全新里

程碑。它将为斑马技术和神州数

码提供技术应用研发所需的集成

服务和实验室场所及设备。三方

将开展持续深入的理论研究、技

术创新、原型实现、测试评估、应

用示范等工作，开发新一代物流

解决方案，协助完善京东物流的

技术标准，提高企业效率和生产

力，并为客户、员工带来更好的体

验。

2017年联合实验室三大突破方向：一是提升现有拣

选和复核打包的生产效率：拣货是仓储作业中劳动力密

集度和成本最高的一项任务，并且在仓储整体失误的成

本中所占比例最大。而电商及时化、快速响应、多品类经

营等特点对拣货作业的速度和准确率提出了较高的要

求。目前通过采用手持移动终端，京东仓库已经实现了

拣货效率的提升；未来，将采用更多移动设备努力实现提

高生产力，降低成本的目标。

二是托盘和笼车资产可视化智能管理：托盘和笼车

是仓储中流动性极高的必需品。在作业高峰时期，一个

库房可能会同时使用几万个托盘进行出入库、上架拣选

等作业，如何管理这些数量庞大的托盘和笼车、避免资产

流失是企业面临的一大挑战。

三是寻找视觉和数据分析在物流中的应用：机器视

觉、深度学习结合大数据分析带领了物流行业进入一个

新的应用发展阶段，比如全自动库房。在未来的仓储管

理中，例如计算外包装尺寸和货车装载量、打包环节是否

有步骤错误或缺失等复杂的分析性工作都可以通过视觉

技术和数据分析进行处理。 (郑 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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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动识别技术》

2016年12月20日，中国自动识别技术协会（以下

简称协会）成立十五周年特别奖颁奖暨协会第一届行业

峰会在北京举办。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以下简称编码中

心）党委书记、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张琳出席了会议，协会

代理秘书长、副理事长、副理事长单位代表及协会会员单

位代表近百人参加了会议。

张琳指出，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的正确领导

下，在编码中心及相关政府部门、行业的大力支持下，以

及全体会员单位的共同努力下，2016年协会带领会员，

进一步加强了与政府、行业、企业及用户之间的融合，推

动自动识别产业在自主创新、标准化工作进展、科研成果

转化、拓展行业应用，以及创建自主品牌、加快产业转型、

做大做强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他强调，2016年恰逢协会成立15周年之际，为了适

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形势，发挥协会引领产业创新发

展的作用，我们加强了协会的机构建设，提升服务产业发

展的能力，在往年协会奖的基础上设立“特别奖”，表彰为

自动识别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做出突出成绩的企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协会举办成立十五
周年特别奖颁奖暨第一届行业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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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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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家，激发行业创新的积极性，向社会介

绍优秀的案例；成立代表行业整体实力的“中

国自动识别技术协会行业峰会”，由北京神州

数码有限公司出任第一届峰会主席单位，团结

行业更多优秀企业，共同推动行业转型升级。

张琳代表编码中心、协会向获奖企业和个

人表示祝贺，希望他们珍惜这一代表协会、代

表产业的殊荣，取得新成绩；向峰会主席闫军

表示祝贺，希望峰会为协会建设和产业发展做

出贡献。

神州数码集团助理总裁朱斌首先感谢了

协会一直以来对神州数码在物联网领域工作

的认可，并指出，15年来中国自动识别技术协

会协同广大会员为中国的物联网发展做出了

令人瞩目的贡献，神州数码将承担起行业峰会

的使命，借助协会的支持，携手各位伙伴，共建

物联网发展生态圈，创造更高的价值，与大家

共同拥抱物联网时代的到来，共享发展新成

果。

会上表彰了十五年来为协会发展做出贡

献的企业及个人 。峰会主席闫军介绍了峰会

工作计划，并将“汇聚市场需求，梳理产业链，

形成可复制的行业应用，共同实现商业价值”

确定为工作目标。

（殷秀凯）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协会行业峰会主席、

神州数码集团物联网事业部总经理 闫 军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协会成立十五周年

特别奖获奖名单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产业杰出管理者

陈 春 上海先达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谭雪清 北京源智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冬生 广州联欣自动识别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

徐朝荣 广东旭龙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杨 键 广州鑫宝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叶向东 北京科创京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 铎 北京网路畅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产业创新案例奖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远望谷RFID图书馆智能管理系统”

北京兆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安全二维码技术及应用”

融硅思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基于互联网+的爆破作业现场安全管控平台”

上海先达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辰达E接单》平台”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产业创新成果奖

北京网路畅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畅想物联网实验室系列产品”

广州联欣自动识别技术有限公司“快批V5.0”

北京仁聚智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一种二维码标准研发和技术支持”

福建新大陆自动识别技术有限公司“二维码解码芯片”

广州鑫宝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标签打印的软硬件系列产品”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协会成立十五周年企业特别贡献奖

北京科创京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新大陆自动识别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金东康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广州联欣自动识别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旭龙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网路畅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卓立膜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先达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巴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鑫宝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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