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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观察

近年来，受传统印刷市场萎缩和生产

成本增长等多因素影响，印刷行业加速

变革。知识经济、网络技术和信息化对传

统的管理观念和模式形成了极大冲击和

挑战。同时，企业还面临着数字化、绿色

化的趋势，以及生产周期缩短、印刷品种

增多和印数下降、原材料成本上涨、工价

下滑等实际问题的影响。

•物联网事

消费者期望产品更具个性化和市场

需求的变化，固而要求制造商具备足够的

创新和灵活性，同时仍有效控制成本。

Rethink Robotics的 Intera 5 软件平台通过

加强协调，增加灵活性和彻底减少部署时

间，让传统的工作间更加现代化。通过运

行机器人的 Intera 5 中央控制器，制造商

可以协调输送机、工业设备及其他机器。

下期选题预告▶▶▶

广告索引

·ADVERTISEMENT INDEX

天津国聚

条码自动识别知识竞赛

征订广告

编码中心

Zebra
Ecode平台

汉信码

深圳市铨顺宏

中国商品信息服务平台

条码微站介绍

食品安全平台

医疗

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

集保物流

亚洲生鲜配送展

国际自动售货系统展

国际物料配送及物流信息化展

物联传媒

西部国际物流博览会

我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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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聚焦

HID Global的多样化安全身份解决

方案为内穆尔独特需求量身打造高定制

化系统的重要基础。利用强大的产品组

合帮助各大机构在提高安全性，同时改善

整体用户体验。各项处方可以通过电子

监控、追踪等形式减少纸张使用和储存成

本。在患者抵达药房之前，工作人员可以

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药品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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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Introductory remark

优势积累的逻辑

最近，笔者看到一个概念“刻意练习”，它是为了提高绩效而

被刻意设计出来的练习。刻意练习意味着你经常无法轻松地完成

工作；意味着你需要高度集中精力、需要不停地思考、总结、反馈，

做自己不习惯、不舒服和反直觉的事情。

这种刻意练习，不是单纯的工作经验，它真正拉开了顶尖大师

和一般职员的差距。

还看到一段话，蒂姆·库克所说，“我们从来没有把做世界上最

多数量的手机作为苹果公司的经营目标，我们并没有确定所谓的

市场份额或者是出货量目标。苹果公司关注的核心任务是‘做出

最好的产品，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能做出最好的产品，应该不会缺少

客户，业务也会做得很好。’”

回观本期所接触的企业，又何尝不是关注自身产品，在“刻意

练习”中不断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呢。

在了解产业的基础上，设计愿景。根据愿景，制定战略。

伴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企业从最初的“跑马圈地”抽离出来，

专注一个领域，深耕下去，有所为有所不为，将自己的核心优势发

挥极致，赢得市场。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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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款多标准 UHF

RFID读写器芯片问世

近日，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

所智能感知研发中心成功研发国内

首款多标准超高频射频识别（UHF

RFID）读写器芯片。该款芯片支持

ISO 18000-6C（EPC Global Class

1 Generation 2） 、GB/T 29768-

2013及 GJB 7377.1-2011等多种

UHF RFID读写器标准。

目前，芯片已经过全面测试，各

项技术指标均满足系统和用户远距

离高速通信需求，可广泛应用于物

流、仓储、汽车电子标识、物品管理

等领域。

瞻博网络Mesa 2坚固

型平板集成UHF RFID功能

瞻博网络近日发布集成 UHF

RFID功能的Mesa 2坚固型平板。

该设备适用于需要频繁识别RFID标

签的作业，此次升级旨在提高效率，

减少与数据输入相关的错误，并减

少工作人员花在扫描上的时间。

Mesa 2的自动识别功能可以应用在

库存跟踪、资产管理、制造加工、检

查等场景中。

研究人员使用 RFID技

术保护濒危植物

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正与南非

国家生物多样性研究所进行合作，

启动基于RFID技术的濒危植物保护

解决方案。该系统是由肯特大学人

类学与保护学院副教授David Rob⁃

erts设计，用于自动识别保护植物何

时被移除，从而在肇事者离开之前

采取行动。该技术还可使用软件来

管理、查看标签读取。如果有人篡

改标签或移除标签标记的植物，系

统将检测到该操作并通过文本消息

向管理者发出警告。

防丢失智能手环进社区

拓迪派克电子有限公司研发了

防丢失智能黄手环并现场为老人免

费发放。

“黄手环”通体为黄色硅胶制

成，外形酷似手表，有带扣、扣眼，具

备防水功能，手环中间的“信息存放

口”内可以放入纸条，家人可以将老

人的姓名、家庭住址、家属联系方式

等基本信息写在纸上，放进黄手环

内，这样不论老人在哪里走失，都能

借助黄手环资料联系其家人，助其

回家。

Conexus携手AiRISTA

Flow推军事医院RTLS解决

方案

Conexus和AiRISTA Flow联合

推出Conexus Plexus视觉信息系统

平台，为军事医疗机构提供条码，无

源RFID和实时(Wi-Fi)跟踪信息和

数据分析。

对于Wi-Fi跟踪和位置信息，

Plexus集成了 AiRISTA标签和 Air⁃

istaFlow ERC定位引擎，为医疗和

IT资产提供实时定位服务。结合

Ekahau RTLS控制器，Plexus Vision

资产管理RTLS软件管理了15个以

上美国主要军事医疗中心的资产。

RFID技术带给餐饮行

业重大变化

杭州正久科技有限公司推出了

芯盘餐厅自助管理平台，采用芯盘

智能结算模式，可以让顾客在自选

区自行选择菜品和饮料，利用物联

网RFID射频感应技术，结算台自动

读取菜品数据，两秒一单，避免长时

间排队。支付方式可以选择微信、

支付宝、会员卡等移动支付，也可以

业界信息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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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现金支付，提高了结算的速度。

德国试点UHF RFID技

术提升猪生命周期管理

德国食品工业公司TönniesLive⁃

stock业务部门近日开发了一个超高

频 (UHF)系统，用于使用无源 RFID

标签和读卡器跟踪猪及使用自己的

软件来管理收集到的数据。

RFID试点中关注重点是猪的

生长过程，从而帮助基础供应链。

这些数据将与种猪企业，仔猪企业，

屠宰场和营销机构进行共享。对于

生产者，这些数据可以帮助他们了

解猪的整个生命周期，从而了解如

何改善生产或肥育过程。该 RFID

试点使用了UHF RFID耳标以及农

业技术公司MS Schippers提供的

手持式RFID读卡器。

新型RFID阅读器问世

自动数据读取及工业自动化、

条码读取器，移动电脑等产品提供

商 Datalogic 宣 布 推 出 3 款 新 型

UHF RFID产品：DLR-BT001 RFID

袖珍读卡器、DLR-TL001温度记录

器和 DLR-DK001 桌面 UHF RFID

读取器。

Datalogic的 RFID产品在全球

各地的各种应用中应用广泛。医疗

企业可以使用 RFID跟踪医疗设备

和药物，监测温度敏感物品，控制药

物及实验室样品的交付。

RFID助力医院监控跟

踪儿科血液制品

威斯康星州儿童医院和血液中

心正在试验一种高频 (HF)RFID 系

统，用于监控儿科血液存储。该血

液中心与 Fresenius Kabi已经开始

试点无源HF RFID解决方案。

如果血袋在血液中心的分配地

点或在医院被分到几个容器内，则

RFID标签便可附着在新的儿科血袋

中。然后，每个新的标签 ID号便可

以链接到原始产品包中。使用 Fre⁃

senius Kabi技术，儿童医院便可查

看输血服务库存中的血液成分。

Red Ledge推开放式工

业物联网资产管理系统

软 件 应 用 及 工 程 公 司 Red

Ledge 推 出 新 款 资 产 管 理 系 统

(AMS)，该系统可以绕过制造商的专

有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向所有 RFID

读卡器开放访问权限。AMS还支持

访问多种工业物联网(IIoT)设备，包

括所有类型的传感器，GPRS 和

RFID标签。

RFID-IIoT AMS适用于任何拥

有分布在多个地点的资产的组织。

该系统是个完全托管的系统，可检

查物品的位置，监控资产维护状态，

识别问题，向人员分配适当的技能

组进行解决，并为所有跟踪的资产

提供完整的审计跟踪。

印度使用 RFID技术让

衬衫更智能

印度纺织品制造商Arvind在Ar⁃

row智能衬衫的左袖口上附着了一

个NFC标签。在Android智能手机

上安装Arrow Smart Shirt应用程序

后，消费者可在他的左袖口上滑动

手机来配置应用程序，以便其他用

户在袖口处读取名片，Linkedln帐号

或 Facebook页面。该应用程序还

可以配置为启动音乐播放列表。

RFID Consortium 与

CSL签订专利许可协议

RFID 专利组织 RFID Consor⁃

tium和 CSL签订专利组合许可协

议。该协议将允许 CSL使用 RFID

Consortium的RFID标签、读卡器、

天线、模块等其他硬件专利。

CSL便可和 3M、Zebra在内的

专利持有者一起使用这些专利，来

开发领先的 RFID 产品和解决方

案。CSL还将可以在产品证明使用

RFID Consortium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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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bra新款移动手持设

备用于临床协作

企业运营可视化解决方案及服

务提供商 Zebra宣布推出 2款新型

手持式设备，以改善临床移动工作

流程和患者护理。该DS8100-HC

系列扫描仪及 TC51-HC移动计算

机可以促进员工的临床协作，提高

运营效率，助力药物管理，提升患者

安全性。

医疗服务提供者可以使用

TC51-HC移动计算机来替换多种

用于通过PBX通话、短信，访问患者

记录，扫描条码及改善药物管理的

任务的设备。将这些应用程序整合

到一个设备中，员工能更轻松、更熟

练地执行任务。TC51-HC配备超

高分辨率，后置摄像头和前置摄像

头，工作人员可使用其查看患者状

况并提供更快的远程咨询服务。

AsReader 推出 iPhone

读写UHF RFID标签设备

AsReader推出名为ASX-301R

的设备，可让用户使用 iPhone或 iP⁃

od touch 读 写 UHF RFID 标 签 。

ASX- 301R 符 合 ISO 18000- 6

Type C和EPC Class 1 Gen 2标准，

工作频率为917.10至926.90 MHz，

可提供长达 1米的读取距离。该设

备内置防碰撞算法，允许用户在读

取范围内一次读取多个标签。可提

供UHF RFID标签的高速读取，单次

充电可进行50000次标签读取。

Schreiner PrinTronics推

印刷RFID传感平台

Schreiner PrinTronics 推出一

款印刷 RFID传感平台。该平板配

备带有电气功能的复杂标签。标签

使用印刷导电迹线制作，将温度及

开启检测传感器和NFC芯片进行了

集成。印刷的NFC天线能够通过智

能手机进行读取。通过传感器，该

产品可在整个标签生命周期内持续

测量和记录供应链上的温度。

FMT推RFID和物联网

（IoT）解决新方案

油箱管理专家FMT推出一个针

对燃油消耗监测的 RFID和物联网

(IoT)解决方案。用户可通过在

SmartFill单元 (内置 NXP的 PN532

芯片组的定制阅读器)上挥舞内置

NFC标签的卡或钥匙。这些芯片符

合 ISO 14443A(MiFare)标准，由中

国制造商制造。

Metalcraft推出微型标签

Metalcraft日前推出 Universal

Micro RFID资产标签，适用于长距

离、贴装表面无限制、标签尺寸小的

场景。该Universal Micro标签尺寸

为 1.875英寸 x 0.625英寸，且较为

隐蔽。标签具有非刚性，耐用的泡

沫芯和聚酯结构，可提供比模制

RFID标签更灵活的放置方式。

Visa与雷朋研发有NFC

支付功能的太阳镜

Visa与眼镜厂商雷朋联合推出

了一款具备移动支付功能的太阳

镜。在今年的SXSW(西南偏南音乐

节)，Visa 展示了这款墨镜原型产

品。这款非接触式智能墨镜在眼镜

臂内置了NFC芯片，在支付环节的

时候，只需要取下墨镜，放在POS支

付终端机即可完成支付。

iDTRONIC研发新RFID

平板和手持移动设备

iDTRONIC推出新型RFID平板

企业新闻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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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C4 Tablet和手持式RFID移动

设备C4 Green。

C4 Tablet 是一款坚固的 An⁃

droid 4.4.2工业RFID平板电脑，配

备 7 英寸触摸屏，内置 RFID 阅读

器。C4 Tablet配备最新的网络通信

技术，包括Wi-Fi，WCDMA，GSM /

GPRS / Edge，蓝牙和嵌入式 A-

GPS。此外，该平板电脑还带有指

纹读取器。

Brady与Vizinex合作推

出航空标签

工业和安全打印解决方案提供

商 Brady和 Vizinex RFID合作推出

适用于航空行业的 Rigid RFID 标

签。该标签产品线包含 2款安装在

金属上的标签。

Stik标签外形纤薄，平均读取范围

为 2.35米，尺寸为 36.4mm*7mm*

4.4mm。Nickl标签则适用于较小的部

件上，平均读取范围为1.5米，尺寸为

14mm*14mm*5.8mm。该系列标

签满足ATA Spec-2000 CH 9 Rev

2016.1要求。

Socket Mobile 扩展非

接触式读写器产品线

数据捕获和交付解决方案提供

商Socket Mobile推出D600非接触

式读写器，以扩展其DuraScan产品

线。D600可以读取和写入近场通

信(NFC)标签，并支持 ISO 15693和

ISO / IEC 14443A&B( 包 括 MI⁃

FARE&FeliCa)标准标签。

D600通过NFC技术提升数据

捕捉性能。该设备通过跌落和翻滚

测试（等级为 IP54），适合人手操作。

IDTronic研发出新款旋

转门RFID读卡器

IDTronic 日 前 发 布 ID Gate

7500和 ID Gate 8000 RFID旋转门

读 卡 器 。 ID Gate 7500 等 级 为

IP44，可在室内外使用，如健身工作

室、室内游泳池、水上乐园、健身度

假村、主题公园等其他户外应用。

该读卡器的外壳和屏障臂由不锈钢

制成。读卡器两侧配备一个 LED

灯，以显示状态和方向。该 LED显

示器可展示人员进出方向。

耐候型车辆RFID标签

成功应用

Nedap识别系统公司宣布推出

耐候型车辆 RFID 标签 Heavy Du⁃

ty。该标签适用于恶劣环境条件中

可靠，远距离识别的应用场景。

与 Nedap 的 TRANSIT 标准读

卡器配合使用时，Heavy Duty标签

可提供10米远的读取距离。该标签

通过了ATEX的防尘认证，适合在恶

劣的环境条件下使用，使用防篡改

安装，防震动，防水防尘等级为

IP66。该标签可防水，在高温、紫外

线环境下性能稳定。

XT Mini读卡器问世

TagMaster推出专为访问控制

应用设计的 XT Mini读卡器。该装

置可以安装在靠近车道的杆上。读

取器尺寸较小，并配有集成的圆形

极化天线和内置的访问控制器。

XT Mini读卡器具有较长读取

范围，IP-66等级，可在户外使用。

料理机制造商 Vitamix

新品搅拌机增加RFID功能

美国料理机制造商 Vitamix日

前在其ASCENT系列搅拌机中集成

了NFC技术，以提升便利性和安全

性。该公司在其机器的底座上安装

了NFC RFID读取器，配备带有嵌入

式标签的食物容器，Smartrac定制

的空气线圈天线和NXP的NTAG216

NFC芯片，进而实现了Vitamix的自

检测(SELF-DETECT)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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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携阿里巴巴集团
与国际物品编码协会推进GS1编码标准应用

重点关注FOCUS

2017年 2月 20-24日，国际物品编码协会（GS1）

2017年度全球论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中国物品编

码中心（以下简称编码中心）、阿里巴巴集团出席论坛，并

在专场论坛中推进相关合作项目。

阿里巴巴集团希望通过国际物品编码协会提供的完

整的商品信息管理标准，来规范其各平台的商品数据管

理和应用，并通过国际物品编码协会在各国的分支机构

拓展与当地企业的业务合作机会。

国际物品编码协会与阿里巴巴集团的合作也是全球

首个在电商领域深度应用GS1标准的里程碑事件。

2014年以来，阿里巴巴集团与编码中心（GS1 Chi⁃

na）已经开展了商品信息数据的合作，在诸多国内国际项

目上开始深入对接。2016年8月，国际物品编码协会、编

码中心及阿里巴巴集团三方联合启动“全球数据同步

（Global Data Synchronization）”项目，共同号召全球品

牌采用GS1标准参与GS1 GDS项目。

随后，阿里巴巴集团与澳大利亚物品编码协会（GS1

Australia）签署合作备忘录，携手澳大利亚贸易和投资委

员会，共同推动澳大利亚商品向中国市场的迈进。

目前，英国物品编码协会（GS1 UK）、法国物品编码

协会（GS1 France）等十余个国家相关组织也在筹备与阿

里巴巴集团在本地对接的“全球数据同步”项目。

针对这一项目的意义和未来发展，三方都给予了高

度评价和期望。编码中心主任张成海称：“我们希望以这

个项目为起点，为中国电商提供更广阔的国际渠道，在数

据和实际业务两方面，推动新形势下的国内零售业发展，

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完整准确的可信商品信息。”

国际物品编码协会总部零售副总裁Robert Beide⁃

man称：“该项目的落地将会加速零售全球化的发展。全

世界的制造企业都将中国作为市场拓展的宝地，相信阿

里巴巴能够在世界各地的优选商品和中国消费者之间架

起最可靠的桥梁。”

阿里巴巴集团业务平台事业部数据服务总监郭立超

称：“我们将以通过GS1渠道获取的商品信息为基础，优

化平台商品数据，结合大数据分析，为消费者提供最安全

可靠的购物环境，为供应企业提供最便捷的销售渠道。”

（薄 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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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年全国物品编码年全国物品编码
工作会议在深圳召开工作会议在深圳召开

2月27-28日，2017年全国物品编码工作会议在深

圳顺利召开。国家质检总局党组成员、国家标准委主任

田世宏出席并作重要讲话。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以下简

称编码中心）主任张成海在会上作全国物品编码工作报

告，党委书记张琳主持会议。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

组成员陈彪参加会议并致辞。来自国家标准委工业二

部、地方质监局、标准化院以及物品编码分支机构代表共

约150人参加了会议。

田世宏充分肯定了编码中心在过去的一年中所取得

的工作成绩，并对未来编码工作的发展寄予厚望，提出了

四点要求：一是要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下功夫，要突

出抓好“服务供给质量提升”、“服务标准化战略实施”和

“服务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这“三个服务”。二是要

在推进改革、提升效能上下功夫，主动改革、大胆创新、稳

步推进，创新管理理念，增强市场意识，提升服务能力，确

保编码工作在改革中有序、平稳、快速、健康发展。三是

要在对外开放、促进合作上下功夫，进一步加强编码国际

化工作，在国际编码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积极服务国家

外交外贸大局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在服务进口商品

监管和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中发挥作用。四是要在加强

管理、创建品牌上下功夫，加强自身的管理和机构建设，

处理好中心和地方分支机构的关系，加大宣传力度，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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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12-16日，国际自动识别与移动技术协

会（AIM Global）2017年年会及LogiMAT 2017年展览会

在德国斯图加特市成功举办，来自全球各国自动识别制

造商协会及自动识别技术行业企业的50余名代表出席

了年会，1384家厂商、全球近 50000名物流领域的专家

参加展览。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中国自动识别技术协会

（AIM China）（以下简称协会）派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和

展览会。协会有关专家在年会上受到表彰，团队的演讲

和交流向国际传递了“中国声音”。

AIM Global主席Chuck Evanhoe介绍了AIM Glob⁃

al 2016年委员会的基本工作情况和最新进展，2017年年

会筹备等情况，以及AIM Global运行情况；他向与会代表

表示AIM将走向一个更加开放、全球化的时代，未来将在

世界各地举办本活动。

在分支机构联席会议和联合董事会上，协会的代表

参会并介绍了协会发展情况、会员服务情况和重点项目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协会参加
AIM Global 2017年会暨
LogiMAT2017年展览会

重点关注FOCUS

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最后，田世宏

要求全国物品编码工作者，要按照质检总局“十二字方

针”的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的物品编

码组织。

会上，张成海作了题为“抓管理 强服务 树形象 促发

展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顺利召开”的工作报告，全

面总结了 2016年全国物品编码工作，并对做好 2017年

的工作做出了明确部署。他强调，2017年是我们扎实推

进物品编码事业“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面对改

革转型发展的关键一年。全国物品编码工作要全面贯彻

党的有关会议精神，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坚持新发展理念，围绕物品编码与自动识

别技术这条主线，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全面推进核心业

务，加强数据资源建设，全面提升服务能力，切实增强科

研实效，提升综合实力，打造物品编码大品牌，努力向国

际物品编码强国迈进，实现物品编码工作的健康、可持续

发展，推进物品编码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张琳作会议总结时指出，今年的物品编码工作会议

得到了质检总局和标准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田世宏主任亲临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为全国物品编码工

作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他要求全体物品编码工作

者深刻领会贯彻田主任重要讲话，做好会议精神的传达

落实，统一思想认识，全面完成工作任务，为确保物品编

码工作的创新稳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全体与会人员对田世宏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2017

年全国物品编码工作报告及编码工作有关内容进行了全

方位的讨论。来自深圳、浙江、黑龙江的分支机构代表做

了工作经验交流。

（王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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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新进展。特别介绍了协会在中国自动识别与数据采

集产业“以联盟促联合 以项目推动产业发展”的新发展思

路，获得了董事会成员和其他分支机构的高度赞赏。

在AIM年会上，协会以“与AIM China一起在中国大

众创业 万众创新”为主题，介绍了在行业中推进国家标

准、制定国家标准和团体标准的突出工作。从“汽摩专

项”“鞋业RFID推广”“标签连接中国·服务千县万企”等

协会项目出发，介绍了协会在中国自动识别行业中的核

心推动作用；并介绍了协会成立15周年特别奖评奖活动

和“以联盟促联合 以项目推动产业发展”的新思路。

中国代表团的演讲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很

多代表对“标签连接中国·服务千县万企”和“鞋业RFID

推广项目”表现出浓厚的兴趣。AIM德国的主要负责人

员Peter向协会代表团介绍了欧洲现在正在开展“制鞋业

RFID”标准的制定工作，希望和协会在该领域展开合作。

在与机器人TORY的制造公司的相关代表的交流中，协

会代表介绍了中国“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国家创新发展

计划，并就中德友谊和中国“智能制造 2025”与德国“工

业4.0”战略遥相呼应的美好未来作了展望，特别介绍了

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和美好前景，德方公司

代表表示感谢，并希望可以进一步联络。

据悉，LogiMAT 2017年展览会展场面积超过 10万

平方米，参展规模较去年增长7%，参会厂商1384家，较

去年增长7%，其中有四分之一来自于世界各地，全球近

50000名物流领域的专家参加展览，创造了多项该年度

展会15周年之最。

AIM年会和 LogiMAT展作为自动识别技术行业内

聚集技术交流、行业讨论、应用案例分析和展览展示的国

际性盛会，为各国自动识别技术发展提供了一个学习、交

流和展现自身发展特色和实力的舞台，受到国际业界普

遍关注与重视。

（殷秀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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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意锐新创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关恒

意锐：技术与商业的无缝连接
本刊记者 郑昱

关恒，北京意锐新创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

首席运营官，拥有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通信工程硕

士学位和北京邮电大学通信工程学士学位 。他拥有

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和社会资源，并经常担任各种

TMT大型活动的演讲嘉宾或主持人，如互联网产品大

会，Google开发者大会，中国技术商业领袖峰会等。

特别报道S PECIAL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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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气风发，锐意进取”是一帮醉心“技术改变生活”

的年轻人的斗志，“术业有专攻”是成立北京意锐新创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意锐）的核心优势。2002年初创

的“意锐”是当时中国第一家专攻手机二维码的公司，专

注于二维码识别引擎软件的研发。

“当时的中国手机还是黑白屏，只能显示两行汉字，

手机上网更是无法想象的。当被问及，‘意锐是做什么

的？’‘我们的主营业务是做二维码的。’‘什么是二维

码？’‘二维码是一种符号技术，已经有 4个国际标准。’

‘那还需要你们做什么？’‘＃ &＊&’”。

当意锐首席运营官关恒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各种滋

味仍在心中。这也是任何一家创业公司必须要经历的

过程。

坚守自身优势 乘风破浪

2003年非典期间，意锐迎来了属于它自己的第一

春。“一个 license1000美金，日本的客户一次性购买了

30个。”接着订单纷至沓来，“意锐刚成立那两年，一毛人

民币没挣到，只有美金和日币换汇过日子”。

美金和日币换汇的收益对意锐来说，是其内在“机

理”上一次自我适应，这为日后的业务发展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2005－2006年，意锐二维码识读引擎软件发展到

第三代，趋于成熟：为国家质监总局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开发了国家二维码新码制——汉信码，汉信码在后来成

为国家二维码标准并全面超越了国际的几个流行二维

码；意锐作为卓越的二维码技术团队，全程制定中国移

动手机条码、二维码应用等一系列规范，并获得中国自

动识别技术协会颁发的“2006年年度特殊贡献奖”。

那时的国内二维码应用才刚刚起步，没有相应的二

维码应用环境，大众对二维码的认知更是处于懵懂的状

态。“在国内推广二维码应用是意锐团队当时的主要努

力方向。”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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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随着3G手机时代的到来，第一部能识读二

维码的手机问世。“二维码+手机”迎来良好开局，意锐相

继推出了Moin二维码应用平台，系列条码、二维码服务

产品。Moin成为手机玩家知名的二维码客户端代名

词。随后，电子商务、团购成为新宠，意锐又适时地与国

内知名电子商务企业进行战略合作，在手机二维码应用

领域，为国内诸多企业提供从技术服务、识读设备，系统

平台支持等整体解决方案。

2007年，意锐赢得风险投资的青睐，完成了首轮

200万美金的融资，公司踏上快速发展的道路。

意锐继续深入开发手机二维码的应用，在行业手机

应用领域（物流、制造业、税务、航空等）独占鳌头。

“作为物联网的重要特征，行业手机成为企业创收、

增值、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必然选择，市场越来越热，应

用越来越多，但公司收入并不成正比，因为二维码软件的

商业模式一直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

关恒认为，“仅仅做软件是不够的，硬件才是在很多

场景落地的关键。”为此，意锐开发了二维码业务读取机

CVstar RC322、RC532，通过技术创新，把自动识别技术

与通讯移动计算相结合，推出国内首台物联网移动计算

机 IDATA MC80，并与国际版权交易中心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

互联网应用的迅猛发展，O2O商业模式的井喷态

势，促进了二维码在各行各业的快速应用。

2013年，意锐首次推出微信二维码签到及互动社交

平台，开始为GMIC（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提供二维码

签到解决方案与硬件，并与GMIC签订长期合作协议为

其提供整体签到解决方案。这一年，意锐拓展会展2.0商

业互动模式，为更多行业O2O模式积累丰富的经验。

2014年，意锐实现盈利。意锐的读取器成了国内院

线取票一体机的标配，占市场 80%的份额。意锐产品

532、632设备还被慢慢应用于公共交通、智慧银行等公

共事业，内嵌于地铁、公交、银行自助填单机中，用于票务

验证、核销等。

致力深耕细作 主动出击

伴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移动应用场景成为人们

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移动支付应运而生。

2016年，意锐成为微信支付等互联网公司的二维码

支付设备提供商，这是意锐业务的一次“弯道超车”。

互联网应用的迅猛发展，O2O商业模式的井喷态势，促进了二维

码在各行各业的快速应用。

伴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移动应用场景成为人们生活必不可

少的部分，移动支付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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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互联网行业日新月异，机会却稍纵即逝。与

其说是‘弯道超车’，不如说是整个团队多年来的技术积

累和对行业前景的把握。”

2008年，意锐推出了当时比较超前的二维码读写器

RC532，由于技术和设计过于领先，RC532成为了二维码

应用领域里的一款小众硬件产品，没有得到大规模使

用。但经过多年的铺垫，在业内积累了良好的口碑。

时过境迁，进入2014年，随着支付宝和微信二维码

支付的广泛应用，一款适合商户使用的二维码识读设备

成为互联网行业的急需品。“之前一年只能卖出200台的

RC532，如今的销量是每半年就翻一番。”

与此同时，意锐洞察商机，迅速推出专为移动支付打

造的新一代产品——派派小盒，完全满足了互联网公司

的产品需求。派派小盒兼容性良好，可以轻松接入市面

上已有的POS机和收银系统，无需更换新设备，降低了商

户端的使用成本。“持续升级换代，充分保证产品在使用

中的稳定性问题，这在支付领域是十分重要的。”

在移动支付的产业链中意锐始终以完全开放的心

态，与互联网支付公司、银联、第三方支付公司、线下收单

业务公司、聚合支付公司，商务系统软件公司等产业链上

下游公司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通力合作，共同推动移动

支付的发展。

精准捕捉趋势 持续发展

互联网时代，中国是学习者。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

在移动支付、二维码支付领域，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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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是一把“双刃剑”：移动支付覆

盖了中国百万商户，发展速度惊人；另一方面很多小微商

户为了节约成本，大量使用贴码的“主扫方式”，蕴含着很

多的安全隐患。“意锐致力于帮助客户建立适用于各种场

景的被扫二维码支付解决方案，保障商户和消费者的支

付安全。”意锐还研发了动态的二维码技术，可以在屏幕

上显示实时变化的二维码，进而解决“主扫方式”的不安

全问题。

“技术不自主，产品就不自主；产品不自主，商业模

式自然也不自主。”从创立之初，意锐就是一家技术驱动

的公司。“为国家二维码标准制定、为中

国移动手机二维码开发软件系统、为税

务、发改委、医疗行业、金融行业开发二

维码系统，”这些都是意锐立足技术本

身取得的成绩。“多年的经验积累告诉

我们光做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做好公

司首先要判断好行业发展的大趋势，比

如，微信‘扫一扫’对二维码普及的影响

和推动，在大趋势上面研究清楚公司所

处的位置和应有的商业模式。这个商

业模式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与客户和

合作伙伴互惠互利的，满足客户的现实

需求。”

“相应的，通过什么样的产品来构

建这个商业模式，到底谁来为产品买单

需要明确。然后分析打造出这样的产

品来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所以，看起来

是从技术到产品再到商业模式，实际上

也是从商业模式到产品再到技术，后者

是目标导向的逆向分析。只有将这两

个方向都理顺才能确保企业的可持续

发展。”

对意锐来说，通过仔细分析移动

支付行业中各个环节，清晰自身定位。“与互联网支付公

司，收单公司，聚合支付公司合作做好线下基础设施建

设，聚焦于二维码支付硬件，致力于让商户和消费者达到

极致的支付体验，培养消费者移动支付的习惯，保障移动

支付的安全性。”“在为客户提供二维码支付硬件的同时

也为有需求的客户提供软件解决方案或与业内其他公司

一起提供除了支付之外的增值服务，比如会员卡、优惠券

的虚拟化。消费者无需携带实体卡而只用手机在商户端

的硬件上核销。”

准确定位，不断推陈出新，技术与产品、市场需求的

有机结合，是意锐实现良性循环发展的根本。 Aut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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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意联科技公司全球产品经理甘泉

国产RFID行业的探路者
本刊记者 郑昱

甘泉，长期从事超高频 RFID 芯片的开发和研究工

作。国家RFID标准组成员、国家物联网传感网标准工作

组成员，深圳市RFID标准产业联盟专家、深圳RFID产业

联盟专家。曾在香港科技大学留校工作期间承接了多个

香港政府关于超高频RFID芯片的重大项目，总共金额达

一千四百万港元。参与主持国家“863”重大专项RFID芯

片项目并验收通过，项目金额一千五百万人民币。编著

出版了行业内第一本关于超高频天线设计的专著《UHF

RFID 天线设计仿真及实践》，同时申请发明专利数十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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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前，当时还在香港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时，一次

课上，研究方向是射频芯片设计的导师介绍了RFID技术

对生活的影响，将来的物流和超市收银都将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美国意联（Alien）科技公司（以下简称美

国意联）全球产品经理甘泉告诉记者，“就是这样的一次

偶然听课”，让年少的甘泉走上了RFID这条“不归路”。

“在研究生期间及毕业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面，我都留在实

验室一心一意做RFID阅读器芯片和标签芯片开发。在

此期间承接的香港政府的重大项目，完成了RFID阅读器

及芯片的设计，总共1400万港元，也算是完成了我国自

主知识产权的第一款UHF RFID标签芯片和阅读器芯

片。”这一成绩的取得，让甘泉有了责任的担当，“做一个

好的RFID技术人员就好像培养飞行员一样，每一个飞行

员的培养费用与他体重相等的黄金等重。”

“之后加入国民技术，此时正是国内大力推动物联

网技术及RFID技术的时机，国家的863项目就针对物流

及物联网启动了许多课题和项目。”此时，甘泉就任国民

技术公司，负责RFID芯片开发。在2011年完成了全国

第一颗可以达到-17dBm灵敏度的芯片，基本接近当时

的全球最高水平。当初那条在年少甘泉眼中的“不归

路”，已经悄然发生变化，这条“不归路”实际上是甘泉与

RFID的“不解之缘”。

随后甘泉加入美国意联——这家RFID标准协议的

创始公司也是最早的RFID阅读器、标签、芯片的研发公

司。“加入公司后才知道RFID是由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两

位PHD发明，其中一名发明者就是Alien的创始人和第

一任CTO。”这对甘泉来说，不仅是一次职场的新征程，更

是一次思想上的升华，“专心做国产芯片，专注建立国家

标准，建立属于中国特色的RFID产业。”

记者：您在美国意联的职务是全球产品经理，您认

为在“全球”与“产品”之间有怎样的关系，这个头衔对您

在业务开展中有怎样的实际意义？

甘泉：乔布斯是极为推崇产品的人。他认为“只有

把产品做好，获得良好的用户体验，才是一个公司成长发

展的根本。”

“产品经理”需要敏锐的观察力和独到的视角且需

要对市场、技术、应用等诸多方面都有全面的了解。

成为一名称职的RFID产品经理，必须参与所有与

RFID相关的工作。我在芯片研发、天线设计、阅读器开

发、应用方案开发、项目经理、销售、技术支持等环节都有

所涉及，为“产品经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全球”二

字，更多的是从交流的角度出发，汇聚全球的优势资源，

与多方建立畅通的联系，无论市场还是BD，又或者技术

“产品经理”需要敏锐的观察力和独到的视角且需要

对市场、技术、应用等诸多方面都有全面的了解。

“专心做国产芯片，专注建立国家标准，建立属于中

国特色的RFID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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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都可以一览无余，综合实力得以快速提升。在掌握

了这些经验之后可以更加全面和准确地对技术方向和行

业动态做准确的判断和分析，从而找到更合适的道路。

在国内的RFID行业内可以了解更多的市场和交流到技

术人员，从而推动行业进步。

中国是全球的制造中心，有制造

业的地方最需要物联网技术，是 RFID

今后最大的市场需求地。

中国是全球的制造中心，现在

RFID的生产制造有70%在中国完成，已

经是全球RFID最大的生产中心。

记者：您作为资深专家，请具体阐释一下目前中国物

联网产业的优势与劣势？

甘泉：目前，中国物联网产业还是一个高速增长的阶

段，但是此“高速”，非彼“高速”——物联网技术以及

RFID技术都是面向商业的技术，它很难实现像互联网或

者移动互联网那样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爆发增长。物

联网行业会平稳的增长，在过去的3年里，每年的增长率

是30%-40%，这对过去每年7%左右的 GDP增长来说已

经是飞速发展了。

中国物联网的优、劣势都相当明显。“优势”表现在，

从全球来看，中国是全球的制造中心，有制造业的地方最

需要物联网技术，是RFID今后最大的市场需求地。中国

是全球的制造中心，现在RFID的生产制造有70%在中国

完成，已经是全球RFID最大的生产中心。从技术角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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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中国的技术进步也很快，尤其是兼并收购国外的领先

技术和大量的硅谷物联网人才回国创业。相信在未来的

10年，中国的物联网技术应该是全球领先的。

关于劣势，主要有一点，就是政府和一些媒体在物联

网的宣传上过于正面，且对未来期望过高，导致太多的企

业涌入物联网行业，导致许多项目低价恶性竞争,最后由

于质量不过关而失败。

记者：美国意联成立近二十五年，是UHF射频产品

的领先供应商，二十几年的业务发展，美国意联是如何利

用自身核心价值为客户提供服务的，哪些服务在您看来

是增值的，对客户应用有何深远影响？

甘泉：其实Alien从成立至今，一直致力于UHF RFID

的产品开发，且面向的对象也比较单一，主要是仓储零售

的客户，提供的产品也就是芯片、标签和阅读器，这些都

是标准的同质化产品。虽然这些产品在早期推动行业发

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最为重要的是要有更多的人了解

RFID技术，会使用该技术，否则再好的产品也不能得到

充分的应用，而这样的事情在全球屡见不鲜。

针对行业内缺乏技术人员的问题，Alien在美国中部

建立了一个实训中心，那里不仅有先进的RFID实验设

备，还有 RFID应用的所有模拟环境。所有需要学习

RFID技术和应用的人都可以来Alien的实训中心学习，

为期三天的课程包括大量的实际操作，可以快速地培养

出一个具有理论根基和实践经验的RFID人才。之前美

国国防部的RFID培训都放在这个Alien的实训中心，这

个实训中心为美国RFID培养了无数人才。被业内称为

“RFID业内的黄埔军校”。

我在加入Alien之前就是这所“黄埔军校”毕业的学

员。这段学习经历让我充分认识到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

都离不开专业的人才。

中国有句俗语“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其实当社会

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精细化运作需要的是“铁打的营盘，

中坚的兵。”

加入Alien之后，我将这套培训体制引入中国，每年

进行多次培训，现在培训的学员累积也有300多人，为中

国RFID技术人才培养做自己应尽的贡献。培养属于中

国自己的RFID技术人才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更是甘泉心

怀使命的印证。

美国意联顺应历史潮流，被瑞章

科技有限公司收购，而瑞章科技的股

东方为多家国内上市公司以及国企，

具有雄厚的本土资源。这本身就是一

次公司的转型，是专注做中国 RFID行

业芯片、技术标准、商业模式的新起

点。

记者：不可否认今天的物联网世界充满机遇，同样也

存在各种变数，美国意联本身是否存在转型？如果存在，

请您分享一下具体实施步骤？如何充分利用技术、市场

与资本间的融合，为企业发展助力？

甘泉：物联网依然按照超过30%的速度增长，且发展

不仅是硬件，还要配合中间件、大数据、云平台以及传感

器等一起协作才能实现客户的需求，紧跟行业的发展脚

步。美国意联顺应历史潮流，被瑞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瑞章科技）收购，而瑞章科技的股东方为多家国内上

市公司以及国企，具有雄厚的本土资源。瑞章科技团队

中收购、融合了许多国内外的领先技术，比如收购了中国

深圳的RFID阅读器模块企业锐迪科技，美国的中间件公

司ActiveID，以及整合了原中兴通讯云平台的技术团队，

形成了一家包含物联网硬件还包含中间件、云平台大数

据的公司。为客户提供全套解决方案，推进行业发展和

进步。这本身就是一次公司的转型，是专注做中国RFID

行业芯片、技术标准、商业模式的新起点。Auto-ID

特别报道S PECIAL FEATURES

40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

“用技术解决问题并不稀

奇。通过资产智能化管理，让企

业有能力‘感知’‘分析’，并基于

对运营的洞察而展开‘行动’。”

斑马技术大中华区总经理吴坚

斑马技术：“数据化”棋盘已开启
本刊记者 郑昱

41



2017年4月 第2期 总第65期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去年4月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上部署推进“互联网＋流通”行动，并强调指出物流与

生产密不可分。智能物流系统对于推动业务创新和经济

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如何能够为库房和物流管理带来

变革，驱动生产力显著提升，助力中国企业加速实现转型

和升级。’是作为全球企业资产智能化领域的领先企业，

斑马技术（以下简称 zebra）进一步扩大中国业务的重

点。”zebra大中华区总经理吴坚如是说。

记者：据悉中国电子商务已进入“下半场”，从zebra

为电商客户提供物流解决方案的角度出发，您认为电商

的“下半场”会呈现哪些特点？

吴坚：中国电子商务从对流量红利的追逐、购买习惯

从线下转移线上的养成、商业环境启蒙阶段逐渐进入“下

半场”，“利润优先、整合产业链、超预期的服务”将是这

“下半场”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的关键。

从仓储后端到零售店内，生产力的重要性与日俱

增。库房内准确、及时的订单拣选对于确保客户订单准

确、及时送达至关重要。库房能够处理的订单量取决于

订单拣选的效率、准确度和生产力。

如今，多数企业的库房系统已经实现了数字化转型，

由纸质表格升级为电子系统，通过无线手持式移动智能

终端，实现迅速的信息传递和采集。例如，采用条码的数

据录入和交货凭证都只需要轻轻一扫就能完成，无论是

在仓库内还是在外部现场；贴有RFID标签的产品能够和

读卡器和传感器对话，让仓库员工了解哪样货物的库存

量低，实现货物及其地点、乃至状况的实时可视化。

随着消费者对快递送达要求的日益提高，企业更加

迫切地需要全副武装，为未来做好准备。借助在全球自

动识别和数据捕捉（AIDC）市场上的领先优势，zebra的

仓储解决方案能自动“感知”企业资产信息，包括物件从

供应链、工厂设备、仓库工人到商店消费者的移动过程，

其包括状态、位置、利用率、或消费者偏好等在内的资产

运营数据随后会被经过“分析”，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洞

察结果。将助力企业提高在运营中追踪关键资产的能

力，让企业能够精确地了解其资产的位置、状态，以作出

更智能、快速的商业决策，提高盈利能力，实现“极富远

见的可视性（Visibility That’s Visionary）”。运营可视性

将帮助企业进一步实现预测供需、提高生产力、并减少失

误等能力。

记者：基于这些特点，zebra在业务发展上会有哪些

调整？

吴坚：基于深入的研究以及对人为因素的分析，ze⁃

bra的创新和设计团队与全球用户一同对工业移动智能

终端重新进行了思考、设计与规划。

全新企业级安卓移动智能终端 TC8000，依靠其创

新设计，让工人无需像以前使用扫描枪那样重复“对准条

码扫描，然后倾斜设备查看屏幕并确认”的动作，从而实

现更快速、更高效的扫描。相较于传统按键式键盘，其触

屏键盘让用户的输入速度提升 40%，错误率降低 60%。

由于采用安卓操作系统，TC8000能够与市面上既有的业

务解决方案兼容，如终端仿真 (TE)、语音指导装货

(VDP)、库房管理、价格审计和库房收货等。所有的这些

改进综合在一起，一天下来就能将生产力提升14%，为每

位工人每个工作日节约1小时工时。

zebra推出的全球唯一以安卓系统为平台的整体式

佩戴解决方案，包括WT6000 工业佩戴式数据终端、

RS6000 指环式扫描器以及无线HS3100耳机，专为仓

库、制造业和零售业的库存管理、场地管理以及拣选和入

库应用而设计，可实现免持和语音指示的拣选操作，从而

有效提高用户的移动性、舒适性和准确性。可使工作效

率提高 15%，同时使错误减少 39%。

zebra在中国推出的全新3600系列二维扫描仪，提

供业界领先的1D和2D条码扫描性能，无论是高密集度

条码、移动手机屏幕中显示的、收缩包装或纸上印刷的、

还是破损或脏污的条码。在分拣、包装、出货、收货、中间

流程（WIP）、库存跟踪、追溯、交叉转运、和POS机等应用

特别报道S PECIAL FEATURES

42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

中实现更加快速、精准的性能。

亚太区推出的首款多操作系统 RFID读取器——

RFD8500，可轻松为安卓和 iOS设备添加高性能RFID标

签和1D/2D条码扫描功能，让贴有RFID标签的产品能够

和读卡器和传感器对话，让仓库员工了解哪样货物的库

存量低，实现货物及其地点乃至状况的实时可视化。

记者：全渠道，供应链可视化被认为是中国消费升级

的关键，对此，您如何看待？对zebra来说，将会迎来哪些

机遇？

吴坚：2017年将是全渠道零售标志性的一年。

根据创新零售技术（Innovative Retail Technolo⁃

gies）2016年的零售技术分析报告，近78%的受访零售管

理人员表示他们的公司重视创新技术和流程，以提高利

润率和改善客户体验。

目前，由于电子商务的普及，以及一键下单式零售业

务模式的兴起，实体店面临巨大的销售压力，业务向线上

的转移成为必然；另一方面，在线零售商却反而正在开设

实体店面。例如，众所周知的亚马逊出版业数字化成绩

斐然，却在2015年底开设了第一家实体书店。这充分说

明在全渠道零售场景下，挑战依然存在。

首先，缺乏库存可视性使企业难以预测或满足突如

其来激增的需求。随着全渠道供应链规模的扩大和复杂

性的加剧，企业需要找到一种更好地跟踪库存并预测整

个供应链需求的方法；第二，随着在线订单增加，以及顾

客对隔日到货、当日到货、甚至一小时到货的需求，电子

商务零售商也将面临重重困难，交通与物流行业需要加

快速度，维持快速交货；第三，线上和实体店要如何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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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水平的客户体验也是一个问题。例如，客户如何像

在虚拟商店中一样，在实体店铺中获得轻松产品导航？

这些都是零售商需要考虑的问题。

“用技术解决问题并不稀奇。通过资产智能化管理，

让企业有能力‘感知’‘分析’，并基于对运营的洞察而展

开‘行动’。”

Zebra的创新零售行业解决方案基于物联网、云计

算和移动性技术，能广泛应用于零售业中的仓储库房管

理、货架管理、店面管理等，实现智能高效的货架展示、库

存管理、移动支付、互联购物以及个性化互动。借助强大

的可视性，有助于为跨店内、网络和移动接触点等多种渠

道提供一致的信息、定价和服务，为顾客带来无差别的购

物体验，提升运营效率，帮助零售商实现完美的全渠道零

售转型，保持显著的销售增长。

举一个 zebra在红酒陈列货架的应用场景。在红酒

陈列货架上，由于红酒作为高价值商品，在商超中往往会

有专门区域进行隔离展示。同时由于相关政策的规定，

每一瓶进口红酒都必须具备中文标签。斑马技术的

RFID ZT410桌面打印机，借助于斑马技术强大的 Link-

OS环境，能将所有的红酒标签打印模板存放在云端，每

次更换标签时只需要一台ZT410打印机和一支小体积但

扫描功能强大的DS4308扫描枪，就可以轻松实现动态

的模板调用和RFID标签的编码、打印。此外，部署了斑

马技术移动打印机 ZR638和MC32N0移动数据终端的

销售现场，通过快速的移动扫描、标签制作和开单，支持

零售商更频繁、更有创意的定价和促销计划，实现了更高

效的库存管理，可有效提高企业运营效率、降低成本。

记者：身处大数据时代，zebra如何利用自身优势，

为客户提供数据分析的增值服务？

吴坚：在过去几年中，zebra见证了几乎在所有受物

联网（IoT）和数据分析影响的行业中生成的非结构化数

据的指数级增长。特别是许多机构无法在数据价值消失

之前尽快充分解读这些数据。

“zebra认为数据是易消逝的，其价值是时间敏感的，

并且保质期有限。企业必须在数据过期之前了解数据。

然而，由于收集到的大多是零散数据，这些数据仅仅只是

完整数据的一些片段，从而致使企业不断地错失获取高

价值信息的机会。”

通过对支持物联网的设备和可穿戴设备收集的数据

进行分析，有助于公司加速决策进程，做出更明智的业务

判断。根据 IDC的数据，“2020年以前，每位在线用户每

秒将创建1.7兆字节的新数据。以这个速度，‘易消逝的

数据’将变得尤为现实。企业需要尽快将所捕获的数据

转化为具有可行性的洞察。”

zebra的解决方案能自动“感知”企业资产的信息，包

括物件从供应链、工厂设备、仓库工人到商店消费者的移

动过程，其包括状态、位置、利用率、或消费者偏好等在内

的资产运营数据随后会被经过“分析”，提供具有可操作

性的洞察结果。因为具备了移动性，这些洞察结果就能

及时地转换为“行动”，让用户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做出更

好、更具时效性的决策。如今95%的财富五百强企业都

受益于这一运营框架，将 zebra的解决方案应用于零售、

制造、交通和物流以及医疗保健等领域。

在医疗保健领域，条码技术应用和RFID助力医院和

患者实现实时追踪，提供可视性。例如，日本长崎大学医

院自去年开始就采用了 zebra的 TC55 触控移动智能终

端来读取标签上印制的条码。如今这一设备已经成为长

崎大学医院三点式认证工作流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护士

在给药前需检查目标（患者的腕带）、给药者（医生或护士

的 ID卡）、以及对象（药物）。这样的操作就显著降低了给

药者检查患者和药物所需的时间，以及给药不精确造成

的失误。这款移动智能终端还能连接至Wi-Fi网络，并

通过近场通信（NFC）技术传输数据，让护士能实时、同时

地进行数据录入和病例记录，提高日常工作的操作效率

和精准度。

RFID标签还能嵌入各种医院资产，实现多种用途。

包括医院员工名牌，轮椅、病床、医疗设备，以及患者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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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标签等。这就能帮助员工借助移动设备上的地图快

速追踪并定位这些资产，最终优化工作流程、提高精确

度、改善病患看护。不仅如此，RFID还能助力医疗产业

链精确地管理医疗用品（如棉花、毛巾、海绵、手术器械

等）和处方药的供需，还能帮助制造商和分销商追踪贵重

医疗设备，如心脏起搏器、心脏除颤器、人工关节、血管支

架、人工晶状体等体内置入设备。更重要的是，RFID还

能为血液样品和器官等人体材料带来高度的可追溯性，

实现这些敏感资源的实时追踪。

记者：从信息化到数字化

的转变，zebra本身是否存在转

型，如果存在，请您分享一下具

体实施步骤？

吴坚：在过去的 40 多年

中，zebra借助其在全球 AIDC

市场上的领先优势，在包括传

感器、条码、RFID、无线网络等

技术领域，开发出了当今物联

网技术的构建模块。随着云技

术的出现和无线网络的普及，

设备连接和数据挖掘更加简

易，物联网正在将我们带入全

新的工业时代，物理世界也正

在向着数字化转型。

“AIDC 市场的重点正在

向着更加以‘策略’为导向的企

业资产智能化（EAI）演进，这一

演进是由物联网、基于云的数

据分析和移动性等技术趋势所

驱动的。”zebra正在通过其“感

知、分析和行动”的技术引领这

场演进。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

的开展，工人们也开始应用越

来越先进的移动技术平台。为

了在运营中实现更高的生产力、效率和精确度，各机构正

在准备其移动操作系统（OS）、应用程序（App）迁移和设

备战略。

根据 IDC的数据，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统不断普及，凭

借87.6% 的市场份额主宰着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市场。斑

马技术的第100万台基于安卓系统的企业级移动设备最

近刚刚出货，显然市场正在见证着安卓企业级设备的稳

步增长。虽然每个操作系统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和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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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安卓操作系统在市场上的突飞猛进可以归因于其开放

性、灵活性、与微软的兼容性、以及为满足 IT管理者所需

的控制功能等因素。

zebra还开发了安卓系统上面的应用，从而确保客户

与物理世界很容易进行互动，获得相应的数据洞察，从中

受益，并采取行动：

安全性和易管理性

借助 zebra的移动扩展（Mobility Extensions），企业

能够将安卓从消费操作系统转变为真正的企业级操作系

统，并提供一系列可提高安全性、改善设备管理的附加功

能和选项。zebra的Mobility DNA管理工具让企业能够

更简易地实施最大限度的控制和安全性，且配套工具包

让应用和移动设备的整合变得快速、简单、远离问题。整

合和远程管理设备的能力简化了升级和故障排除，减轻

了 IT团队的负担。

App购买和操作系统升级

zebra的App Gallery可以通过黑名单和白名单控制

决定哪些应用程序可用于您的设备。当需要关键升级或

补丁时，像 zebra的Mobility DNA套件这样的“封闭型”

系统会允许管理员将强制的和非自定义的更新推送到安

卓设备。

用户易操作性

对操作系统的熟悉程度决定了用户掌握设备功能的

速度。主流操作系统（例如安卓）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优

势，因其操作类似于消费设备上的日常操作。相比之下，

对用户易操作性较差的界面进行专业培训可能需要时

间，且效果有限—— 特别是如果用户不习惯设备工作的

方式。因此，采用主流操作系统的设备需要较少的基础

知识培训，从而提高效率。 Auto-ID

特别报道S PECIAL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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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蛹成蝶
本刊记者 杨阳

编者按：

最是一年春好处，又逢两会到来时。

今年的“两会”，总理李克强提到：供给侧改革是“化蛹成蝶”的过程，既充满希望又伴随阵

痛。我们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有最大规模的科技和专业技能人才队伍，

蕴藏着巨大的创新潜能。要依靠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优化升级，创新引领实体经济

转型升级，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着眼补短板，使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实体经济优化结构，不断提高质

量、效益和竞争力。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应用，推动“互联网+”深入发展、促进数字经济

加快成长，让企业广泛受益、群众普遍受惠。扩大数字家庭、在线教育等信息消费。促进电商、

快递进社区进农村，推动实体店销售和网购融合发展。增加高品质产品消费，引导企业增品

种、提品质、创品牌，扩大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实施范围，更好满足消费升级需求。

本刊编辑部根据多家媒体的公开报道，汇编了相关资讯，与读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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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别人手里，受制于

人，有时是非常危险的。我国芯片制造已取得了可喜的

发展，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差的很远。振兴制造业要抓

住关键，这个关键是创新驱动，政府要简政放权，调动企

业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大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为企业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好环境。真正要把中国制造

业搞上去，必须有一批有历史担当的领军人物，包括技术

团队、管理团队，需要大批的高级技工和一批工匠。

在我国，物联网发展一度出现了国内比国外热、媒体

比市场热、政府比企业热、股市比投资热、教育比科研热、

包装比创新热等现象。亟待国家层面对物联网发展进行

布局，同时加强在电网、交通、物流、数字医疗等重点领域

的应用。随着市场潜力不断释放，物联网面临的挑战和

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物联网对中国来说是很好的机遇。中国正处于工业

化、城镇化过程中，可以用物联网优化城市管理，使工业

节能减耗，为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提供技术支撑。

物联网是一把“双刃剑”。技术、设备、软件、标准上

如果不能自主可控，物联网应用也会带来不可预料的风

险。首先要清晰定义物联网产业的边界，使优惠政策有

的放矢。二要在国家层面加强统筹和布局，防止低端产

能过剩、高端研发空白的局面出现，同时推动军民融合和

产学研用合作。第三，物联网应用的特点是间接效益比

直接效益大。应从中国的国情和人民需要出发，通过物

联网在电网、智能物流、数字医疗、智能交通领域的应用，

节能减排、提高人民健康福祉、便利群众出行。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互联网+’深入发展、促进

数字经济加快成长。数字经济利用互联网融合创新，提

升经济效率、催化新技术和新业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符合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助

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马化腾认为，“互联网+”快速发展，已经有很多产业

和互联网充分结合。接下来就是将“互联网+”再升级，大

力发展数字经济，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大力提升改造传统

产业。做大做强数字经济，要处理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

济的关系。要处理好创新与监管的关系。有弹性、有别

于以往“一刀切”方式的新型监管方式，是数字经济快速

健康发展的保障。要考虑将发展数字经济、建设网络强

国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发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等重要的国际化方略结合起来，提高中国互联网发展空

间和世界影响。

物联网近年来迅猛发展，要未雨绸缪，提前入手，加

强顶层设计和标准制定，完善物联网安全保障体系建

设。物联网是一个全新产业，具有信息泄露途径广、安全

防护难度大、后果危害重的特点。

我国物联网的安全问题归结为四点：顶层设计尚待

完善、安全投入仍显不够、核心技术不足、技术标准缺位。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和标准制定，完善物联网安全保

障体系。由国家网信办、工信部等联合出台物联网安全

指导意见，落实物联网网络与安全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同步运行；加强对物联网共性和关键安全技术标准的研

发；推动物联网团体标准试点；建立物联网安全预警和管

特别报道S PECIAL FEATURES

国务院副总理 马凯

真正要把中国制造业搞上去

中国工程院院士 邬贺铨

物联网发展需优化布局、强化应用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 马化腾

做大做强数字经济

中国移动浙江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郑杰

物联网的“安全网”编织不能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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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制。

二是鼓励自主研发和创业创新，加快物联网安全产

业发展。进一步加大对智能感知、无线互联、数据处理、

智能分析等物联网领域关键技术的投入和自主研发；鼓

励信息安全企业与国内外学术机构的交流合作。

三是强化物联网基础设施的安全保护，构筑物联网

安全防线，加强隐私信息保护。

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企业、政府的决策不断由经验

驱动转换到数据驱动，这是一场革命。比较合适的提法

叫“数据湖”。人工智能有三要素：海量数据、超级计算和

算法。发展大数据产业，迎接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要厘

清政府与市场的分工。政府要做企业做不了的工作，建

立数据湖，收集数据，制定数据开放规则，侧重在数据端，

承担大数据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职责。市场侧重在计算

和算法端，这也是企业能做到的和擅长的。企业利用政

府建立的大数据基础设施从事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

当前全社会数据呈现“四多”现象：深藏的多，乱用的

多，散落的多，流失的多。推进数据融合，建设全国一体

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势在必行。其次，缺乏有效的基础

设施来汇聚数据，企业无法自行收集数据，难以进行创新

和转型升级。第三，政府在汇聚数据、数据开放共享、完

善法规、制定标准层面未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

当前传统实体零售销售下滑、效益下降，“关门退租”

现象有所增加，必须主动拥抱互联网，运用新技术，打造

新业态，创造智慧零售新模式。

要规范电子商务，促进智慧零售。出台规范电子商

务发展的法律法规，加强全渠道动态监管和行业自律，打

击取缔制假贩假窝点，建立失信电商企业和个人黑名单，

公开商品质检信息，向社会开放查询。

通过大数据牵引，以智慧零售推动有效供给。要尽

快完善数据采集、交易和安全披露的法律法规，推动大数

据产业健康发展；引导大型零售企业转变经营方式，通过

集中采购、买断经营、开发自有品牌等方式，与制造业企

业深度融合发展，推动有效供给。

整体来看政府数据的共享、开放程度还远远不够，数

据开放不持续、不实时，难以满足社会应用深层次的需

求。围绕大数据产业链，可形成面向全社会、低门槛的创

新创业模式。政府可以联合资源丰富、技术先进的大数

据企业，为创客提供数据资源、大数据处理工具和技术培

训等，培育大量的“数商”，成为“电商”之后推动产业转型

的又一亮点。

从移动支付的环境入手，降低移动支付风险。利用

风险防控的技术手段，降低移动支付的安全风险。将消

费者敏感信息在整个交易支付链中进行加密存储，移动

支付信息通过消费者信息标记化等相关脱密技术手段后

使用。

研发移动支付管理与行业监管关键技术。实现对移

动支付的全面的监测，实现对违规支付、异常支付、系统

高风险情况的识别、管理、追踪溯源等。 Auto-ID

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马利

发挥数据湖基础设施的乘数效应

苏宁董事长 张近东

推动实体零售向智慧零售转型

浪潮集团董事长 孙丕恕

培育大量的“数商”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严望佳

加强移动支付信息全面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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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能制造的新势力
——Ecode标识构建工业互联网生态体系
田娟/文

2016年，海尔布局互联工厂，潍柴动力打造工业智能网络、华为和ABB签订合作备忘录、兰石集团与达索

系统达成智能制造战略合作；上海计划三年内打造30家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河北实施工业云与大数据试

点示范工程；《工业互联网体系架构（版本1.0）》发布《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白皮书（1.0）》发布。

这一系列重大事件都指向同一个关键词——“工业互联网”，在我国当前信息技术发展形势下，工业互

联网如此之热，其关键制约因素及对策是什么，其核心技术及创新点有哪些，未来发展之道又将如何？物联

网统一标识体系——Ecode为您解开各种疑问……

物联网事I NTERNET OF THINGS

在国务院《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

导意见》的指导下，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以下简称编码中

心）基于物联网统一标识体系Ecode（以下简称Ecode），

于2015年开启了在智能工厂、工业开放平台、工业服务

体系等多个方面的标准研制、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应用等

工作，先后成功申请了两项工业制造领域国家专项课题，

初步建立了工业互联网异构标识解析标准体系，发展了

重点工业企业会员，开展了Ecode一物一码在工业领域

的应用示范，并已初获成效。这是Ecode在工业互联网

领域迈出的关键一步。

工业互联网是实现制造强国的

重要战略布局

工业互联网概念最初由美国通用电气(GE)公司于

2012年提出，在其发布的《工业互联网：突破智慧与机器

的界限》白皮书中指出，“将工业革命的成果及其带来的

机器、机组和物理网络，与近期互联网的成果——智能设

备、智能网络和智能决策融合到一起，就称作‘工业互联

网’。”随后，美国五家行业龙头企业联手组建了工业互联

网联盟(IIC)，将这一概念大力推广开来。德国也在这一时

期开启了德国工业4.0规划与实施，到2015年，德国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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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参考架构发布，在美国和德国均受到了高度重视。

结合国内信息技术发展的现状，我国先后出台了《中

国制造2025》《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

导意见》《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

见》政策，部署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协同推进

“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行动，加快制造强国建设

的步伐。

中国的工业互联网不仅包含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和

大数据实现工业生产环节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还

包含利用消费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新，实现制造产品的

精准营销和个性化定制，通过重塑生产过程和价值体系，

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发展。到去年，国内工业互联网发展

速度明显提升，涵盖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原材料工业、消

费品工业等各大领域的企业纷纷开展了“互联网+工业”

的创新实践，打开了互联网与工业应用融合的新模式。

标识解析体系

是推进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工业互联网中，为了实现机器、车间、企业、人之间

的互联，满足机器与机器之间、物与物之间的数据交互，

需要利用标识来对感知设备、产品、人等对象、终端、网络

节点以及各类业务应用进行识别，并通过标识解析与寻

址进行数据映射、转换，以获取相应的地址或关联信息。

因此，建设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标识解析体系以及搭建标

识解析系统是实现工业革命的关键基础。

标识解析体系对工业互联网发展的支撑作用体现在

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构建工厂内部的标识采集、数据解析

等基础设施，将分散化的物理生产单元相互连接，打破信

息孤岛，促进生产企业内部各层级信息系统的集成整合，

实现生产、供应链、产品等数据的无缝传输，构建数据优

化闭环；二是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能

够对工厂生产线运行、生产经营状况、产业链协同和市场

需求新型，进行充分感知、复杂计算和深度分析，形成工

业生产的智能化决策；三是通过企业内部与外部解析系

统的互联，将生产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市场用户之间紧密

连接，形成协同化、定制化和服务化的智能生产模式和商

业模式，提高生产资源配置效率，创造新的服务价值。

Ecode编码是建立标识解析体系的核心基础

Ecode是由编码中心提出的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的物联网编码方案，从2007年开始Ecode编码结构的技

术和标准研究，于2011年正式形成了Ecode标识体系；

2015年物联网第一个国家标准GB／T 31866-2015《物

联网标识体系 物品编码Ecode》正式发布。以标准为基

础，国家物联网标识管理与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完成，提供

一物一码的赋码与数据解析，并在食品安全、产品追溯、

智能交通等领域开展了试点应用，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为支撑智能制造发展，标识解析体系面临一些新的需求

和挑战，仅技术体系和标准体系尚难以完全满足这些需

求，急需标识解析技术面向工业制造的系统建设。

2015年，编码中心联合制造业重点企业，开展了面

向工业互联网的标识解析体系建设工作：一方面，研究并

制定智能制造标识解析技术标准，搭建标准实验验证平

台并在重点工业领域开展应用示范，以标准引领产业的

发展。另一方面，建设基于Ecode编码的工业互联网标

识解析系统，在重点行业的原材料端、工厂端、经销端搭

建子系统，在跨平台大数据标识解析服务、标识数据安全

传输、产品全流程管控等方面进行重点建设；推进基于

Ecode编码的工厂智能制造生产线优化、产品全流程追

溯与管理、产品精准营销等示范应用；研发标识解析体系

通用系统架构和系统组建，在各领域的制造系统、流通系

统、服务系统中进行部署，开展集成创新应用，推动标识

产业的壮大，更好的服务于工业制造。

Ecode标识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技术体系，应用于

国内工业企业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首先，Ecode通过兼

容实现逐步统一到最终统一的过渡，当前物联网的现状

是多种编码方案并存，这些编码在现有系统中发挥了很

好的作用，Ecode不推翻现有的编码系统，而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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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de中间件实现兼容，当现有编码系统升级改造时，可

逐步过渡到统一的标识体系；其次，Ecode技术体系完备

可行，包含了统一编码方案、在不同载体中的承载方案、

解析与发现服务方案等，整合了OID、Handle、Ucode、

Mcode等国内外主流编码方案，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再

次，Ecode符合国家自主创新的要求，Ecode标识解析的

根服务完全由我国自主掌控，有利于保护国家信息安全，

掌握编码标识管理的主动权，同时国家物联网基础标准

工作组标识项目组正在推进我国物联网标识体系方案成

为国际标准，增强我国在国际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最

后，Ecode已在部分工业企业开展了成熟的应用，例如，

Ecode与迈迪网联合，将Ecode标识技术应用于压滤机

等工业产品的制造、管理及服务等方面，建立一整套企业

产品与装备的信息识别与售后服务管理的运营体系，以

极低的成本实现了面向不同企业各类产品提供追溯、防

伪、管控、售后等一体化服务。

Ecode标识将助力构建工业互联网生态体系

在标准逐步成熟、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的道路上，编码

中心将全面推进Ecode标识体系在工业制造企业的部署

和实施，重点在工业原辅料精细化管理、工业自动化生

产、工业装备全生命周期管理三个方面开展企业生产经

营信息化工作。通过工业原料分类和单品的精细化管

理，实现产品的全程可追溯、零库存供货、智慧仓库等服

务；通过应用高速编码印刷工艺，结合机器人自动化作

业，形成完备高效的产品集成与信息化记录；通过建设工

业装备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实现作业能力跟踪管理和

便捷的售后维保服务。

Ecode标识体系和解析服务平台，将保障工业企业

多信息系统融合，提升企业智能制造水平、提高产品质

量、降低生产升本、优化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并实现产品精

准召回；通过加强企业、政府与消费者之间的数据交互共

享，为政府宏观调控、落实监督监管等工作提供良好的技

术支持，为消费者打造更加安心的消费氛围。进一步推

进我国工业转型升级中由封闭系统向开放系统的转变、

由静态资源向动态资源的扩展，由生产端到服务端的连

接，构建开放的工业标识应用环境。Ecode标识终将为

打造我国工业互联网生态系统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进一步推进工业转型升级中由封闭系统向开放系统的转

变、由静态资源向动态资源的扩展，由生产端到服务端的连接，

构建开放的工业标识应用环境。Ecode标识终将为打造我国工

业互联网生态系统奠定坚实的基础。

Aut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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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环境下智能包装的新发展
何丽/文

随着国家及物联网规划的实施，社会对各类功能性

商品包装的需求也变得尤其紧迫，智能包装的发展应时

而生。物联网智能包装是在互联网的基础上，将包装延

伸和扩展到任何物品与物品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

也就是物物相连，因为该技术涵盖物联网、智能、包装等

多个行业和领域，所以简称为物联网智能包装。物联网

智能包装使消费者在选购时，可以通过产品的包装更多

地了解该商品的信息，从而达到进一步便于消费者选购

的目的。例如，人们在超市选购小包装食品时，在包装上

能显示的是食品名称、主要成分、出厂日期、保质期等必

须公开的信息。但使用智能包装后，由于可以提供信息

的容量倍增，生产者可以将主要原料的生产信息、食品加

工过程中的信息、食品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和友情提

醒等以智能的方式储存在包装上或互联网上，并通过智

能手机进行读取。

互联网+包装催生新机遇

追溯上世纪50年代，人类追求人工智能的脚步不曾

停止，从机械手、到无人工厂，智能包装是延续这一主题

发展的阶段产物之一。伴随新材料新技术的发明和应

用，通过对包装材料的更新换代升级、通过改造包装结

构、通过整合被包装物信息管理，实现被包装物的人性化

的智能化的目的、要求或功效。

包装是高频次的信息传递工具，而智能包装将打开

包装物联网的新蓝海，通过已经普及的移动智能终端与

消费者形成数据交互。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盛行

时代，包装正在适应体验、交互与网络化的新消费环境，

从注重品牌形象与包装视觉美感向实现包装功能化与智

能化发展，并应用 IT新技术开启包装使用功能与智能结

合的智能包装新模式，推动包装印刷企业的转型升级。

目前，包装制造正在将传统印刷技术、数字印刷技术

与移动互联、电子商务以及物联网技术融合，主动构建智

能包装制造体系，推动传统包装印刷从商品美化和商品

保护的基础功用，向包装信息与现代物联网进行数字识

别关联转变、向快速服务网络消费者转变，其关键技术为

数字信息的智能关联技术和定制与安全防伪技术。

国内印刷业一直以来都处在转型发展及技术升级阶

段。智能包装的巨大市场及其潜在的机遇，预示着这一

朝阳产业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的跃升点。

中国“互联网+”代表着中国制造发展新风向，“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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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包装”也是“工业 4.0”发展模式的体现。同时，互联

网+模式促进了定制化时代的到来，包装行业也将获得重

新定义，传统包装企业有望通过互联网创新抢占未来市

场的新高地。

随着国家互联网+的战略规划的深入，国务院发布

了国办发〔2015〕95号文件，要求食用农产品、食品、药

品、稀土产品等重要产品，积

极推动应用物联网、云计算等

现代信息技术的追溯体系，商

务部也在组织各行业进行电

商物流绿色包装的标准化、信

息化、智能化的市场运用和普

及。2015年包装工业总产值

14800亿元，物联网智能包装

按5%计算将达到近千亿人民

币的规模。这还不包括庞大

的物联网生态链提供了海量

的数据对接和交换，从源头上

切除了各种安全隐患，保证了

产品的品质控制，逐渐形成全

新的 B2C、C2C、C2F商业模

式和巨大价值的流量入口。

2016年注定是中国包装印刷

行业不平凡的一年，众多龙头

企业蜂拥进入“物联网智能包

装”的项目研发，如美盈森定

向增发 32.5亿，劲嘉股份定

向增发 16.5亿，合兴包装定

向增发 9.5亿；中国包装总公

司成立中国智能物流包装（集

团）有限公司，奥瑞金、新通联

相应投资物联网智能包装，所

有的巨额资金纷纷投向物联

网云平台和物联网智能包装

的建设和研发。

物联网智能包装技术的应用

智能包装涉及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比如材料科学、微

电子科学、化学、人工智能、微生物技术、计算机技术等，

这些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智能包装技术的发展。其应用领

域为智能电网、智能交通、智能物流、智能家居、环境与安

物联网事I NTERNET OF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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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检测、工业与自动化控制、医疗健康、精细农牧业、金融

与服务业、国防军事。虽然这十大应用领域没有包装印

刷字样，但里面很多行业都和包装印刷有关系，因为包装

是一个载体，以前承载的都是可以看到的一些图文、信

息、结构、材料，但现阶段物联网的发展可能承载更多的

信息。其中，按照各个技术在其应用的比重不同以及其

工作原理的不同，智能包装可以分为功能材料型智能包

装技术、功能结构型智能包装技术以及信息型智能包装

技术。智能包装制造在印刷工业数字化、全流程、绿色的

集成制造与服务等主流技术发展的推动下，正伴随着“工

业4.0”和“互联网+”渐入佳境，智能包装技术的发展可归

纳如下：

利用电子标签对商品进行可跟踪性运输包装，

反映商品物流信息

包装技术的科学、低成本、合理化是现代物流发展

的基本保障。特别是智能化的包装技术在现代物流中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包装信息的不足和错误会直接影响物

流业各个环节的发展；包装智能化发展不足也会对现代

物流业中的扫描设备管理、计算机管理等产生制约。包

装技术发展与否直接影响现代化物流业的发展进步。

可跟踪运输包装技术作为一种自动化运输管理包

装技术，能够对流通线路上的运输容器信息进行全方面

的跟踪管理，并利用控制中心对运输线路、运输中的商品

信息进行调整和管理，从而实现方便的商品流通管理，有

效降低运输成本。同时，还能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卫星

定位技术的加入来构建一个智能型的物流管理体系。电

子标签就是可跟踪性运输包装中的重要应用体现。

以智能物流为例，产品在流通过程中，都要经过三

个区域，首先从制造厂出来，进入区域配送中心，然后进

入零售商店。在这个流通过程中，产品是否能够安全、快

速的到达目的地，并且能够合理的管理；多个零售店之间

资源的共享、及时的配货，运输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

题，这在以前是无法监控的，现在通过在包装上设置一些

电子标签，通过物联网实时的传输，生产企业就可以进行

监控，这样就可以减少库存量，减少仓储要求，提高存货

可视性和可跟踪性；通过JIT（无库存生产方式）和库存共

享提高生产效率。

利用电子信息组合包装反映商品生产和销售

信息

电子信息组合包装是对商品生产和销售信息智能

化的反映，其主要由具有记录信息功能的电子芯片、软件

以及条码组成，能够帮助用户了解商品的使用属性以及

商品的物流管理问题。电子信息组合包装技术能够将商

品的名称、功能、成分、保质期、价格、使用方法等信息，以

一种数码的形式存储在微芯片的包装中。这种带有电子

数据信息的包装方式基本适用于所有商品上，能够方便

消费者读取信息。

美国一所大学开发出一种智能化微波加热包装，将

商品包装的加工信息编成信息码，利用微波炉的条码扫

描仪和微波处理器对这些信息码进行识别，通过信息码

获得加工信息，从而对微波炉的加热效果进行控制。这

种智能化的微波加热包装技术作为一种载体实现了商

品、包装和微波炉之间的联系。

数字信息关联服务技术的应用

如今，智能手机等数字识别设备和移动互联网已深

入大众生活中，随时随地为用户提供数字信息关联服务

的技术应用，将是未来智能包装企业技术发展的关键。

首先，包装印刷企业只有认清数字印刷特有的数字与网

络特性，主动从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才能积极引进“互

联网+”来改造或重构自身的产品制造流程，使静态产品

包装变为动态的智能包装；其次是利用数字印刷成像方

式的多样性，为包装用户提供从创意设计到产品制造的

集成关联服务，按照智能包装数字信息关联的需求来印

制各种条码、二维码、密钥、水印以及特殊纹理，为用户提

供溯源、比价、配送和支付等服务，实现包装的智能化。

专属体验型智能包装制造技术的应用

在当今交互与体验的新市场环境下，将用户体验、移

动互联、电商平台与数字印刷技术整合，来引导或创造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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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用户的专属感和体验性是创造智能包装需求的前提，

更是智能包装制造技术发展的推动力。智能包装制造技

术的发展不仅要通过智能包装的全方位设计来诱导或强

化用户“触觉、视觉和嗅觉”的体验，增强卷标的体验功能

和感受，使卷标具备更多的信息感受；还要能够利用数字

印刷来制作出对特定人群或特定人群需求的体验型标

签，并能够实时地应用互联网来推送用户体验的感受，提

升用户的交互性、参与感和满足感。如在高档礼品或奢

侈品上印制满足特定“触觉”的智能标签，在各种金属光

泽感、特亮膜、糙面膜、全息膜及喷铝膜、立体三维全息成

像等特殊材料上印刷来刺激“视觉”感观的智能包装等。

物联网智能包装的未来之路

随着包装个性化、高端化的需求越来越多，如何充分

利用互联网技术、提供一体化服务显得愈加重要。据包

装板块上市公司公告显示，包装企业正努力建立智能包

装物联网平台、打造智能包装生态链，在实现稳定增长的

同时，有望持续加大向一体化综合包装解决方案转型的

力度。包装品牌商唯有持续保持创新性，才能确保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力压群雄。

数字化功能印刷与物联网智能包装是数字印刷技术

与物联网技术结合的产物，其正在成为数字印刷产业的

重点发展方向。依托集成制造技术，数字印刷技术能够

将许多功能性材料和信息嵌入到各种测试试样、包装、标

签等产品中，一方面使产品具备某些特定的、个性化的功

能，如温致变色，另一方面也能使产品具备特殊识别功能

以及防伪功能，从而使产品具有可追溯性。

在“工业4.0”新时代，数字化和智慧化正在成为印刷

工业发展的新动力。包装企业只要将已有的各种印刷技

术与新兴的 IT技术和新材料融合，创造用户包装的智能

化需求，创造与同行在智能化上的差异，就能够抢占智能

包装制造技术和智能化技术的新高地，推动企业高质、高

效、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其中，包装印刷工业4.0智慧型

工厂项目意在实施智慧化运营，从产品制造、运营管理、

市场营销等方面全面提升综合竞争力；加强公司在个性

化、定制化产品上的服务能力，利用数码印刷设备生产各

类大规模定制化产品，实现新业务模式方面竞争力的快

速提升，为公司未来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互联网包装印刷产业云平台及生态系统建设项目旨

在打造整合包装产业上下游，汇聚线上、线下各类资源，

应用大数据分析、挖掘及提供增值服务的互联网包装印

刷生态系统；同时发展“互联网+”创业服务，建立创客中

心，进而助力互联网包装印刷生态系统中的中小企业创

业、创新。

智能化包装与互联网的结合，可利用云端存储、云计

算、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带领商品进入智能化生产，并通

过实时信息采集实现从到检测、追踪到智能验货等自动

化流程，营造出新的价值链和生态圈。此模式通过提供

个性化需求服务，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从而构建新型产

业链商业模式，是目前整个包装行业的大势所趋。在信

息技术里面，物联网将是下一个推动世界高速发展的“重

要生产力”，是继通信网之后的另一个万亿级市场。

我国印刷企业已开始进军智能包装，但现在涉足的

只是智能包装的冰山一角，随着网络、微电子技术、计算

机技术、数码印刷技术、印刷等边缘科学的快发展，未来

的智能包装将为传统印刷产业提供一个更大的、更广阔

的市场，契机无处不在，就看如何去发掘、开拓。

未来，物联网也许就像互联网一样，有改变世界的能

力。物联网的精彩未来还需我们继续发掘。

总之，信息型智能包装技术对包装商品的质量、物流

信息等进行全面的反映，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现代物流

业的发展，给消费者带来了更多的便捷。随着科技的发

展以及各个研究领域的进步，信息型智能包装技术也会

得到更大的发展。智能包装可帮助公司切入大数据、物

联网产业，通过智能包装+物联网+互联网，实现公司包

装业务的转型升级，实现包装印刷产业由“中国制造”向

“中国智造”转变。

（作者：本刊特约撰稿人）

Aut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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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Ecode的冷链物流
单品追溯系统设计
黄永霞/文

根据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的官方数据显示，我国每年

约有1200万吨水果和1.3亿吨蔬菜由于冷链问题而导致

腐损，其总价值在100亿美元左右，足以满足数亿人的需

求。因此，冷链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对于降

低冷链物流产品的腐损率和致力于建立一套完善的冷链

物流追溯系统的研究与应用也越来越多。

Ecode物联网标识体系

在物联网发展的过程中，各领域的应用和研究都取

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标准不统一、编码方案多样化、编码

系统互不联通导致的信息孤立、资源浪费等问题日益突

出。利用Ecode兼容现有的编码系统，实现编码统一、标

识规范统一，且在国家物联网标识云平台上实现信息交

互，同时实现冷链产品的一物一码单品追溯。

2010年，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标准委批准成立国家物

联网基础标准工作组，形成标识技术、安全和架构三个项

目组。2012年国家发改委设立了物联网技术研发及产

业化专项项目，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分别承担了《物联网基

础共性技术标准研究—物联网标识体系等13项标准研

制》项目和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牵头的《物

联网标识管理公共服务平台》项目。2015年物联网标识

体系之一的国家标准GB/T 31866-2015《物联网标识体

系 物品编码Ecode》正式发布，同时Ecode物联网标识

服务云平台满足了任何企业和个人对Ecode编码的申请

和使用，为各级平台提供接口和查询服务，逐渐成为物联

网信息交互的纽带。

Ecode物联网标识体系由 Ecode编码、数据标识、

中间件、解析系统、信息查询、发现服务和安全机制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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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成，是一个完整的体系。Ecode物联网标识体系架

构如图1所示:

Ecode编码 根据GB/T 31866-2015,Ecode编码的

一般结构为三段式：“版本＋编码体系标识＋主码”如表1

所示。版本（version，V）：用于区分不同数据结构的

Ecode。编码体系标识（numbering system identifier，

NSI）:用于指示某一标识体系的代码。主码（master da⁃

ta code，MD）:用于表示某一行业或应用系统中标准化的

图1 Ecode物联网标识体系架构图

表1 Ecode的编码结构

物品编码Ecode

V

(0000)2

1

2

3

4

(0101)2~(1001)2

(1010)2~(1111)2

注1：以上5个版本的Ecode依次命名为Ecode-V0、Ecode-V1、Ecode-V2、Ecode-V3、Ecode-V4。

注2：V和NSI定义了MD的结构和长度。

注3：最大总长度为V的长度、NSI的长度和MD的长度之和。

NSI

8比特

4位

4位

5位

5位

预留

禁用

MD

≤244比特

≤20位
≤28位
≤39位
不定长

最大总长度

256比特

25位

33位

45位

不定长

代码字符类型

二进制

十进制

十进制

字母数字型

Unicode编码

物联网事I NTERNET OF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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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Ecode标识 Ecode可以存储于一维码、二维码、

RFID标签、NFC标签等多种数据载体中，标识体系系列

标准中对不同载体的Ecode存储规则进行了规定。采用

一维条码、二维码、NFC标签作为载体时，通常将“E=V＋

NSI＋MD”整体写入标签中，其中“E=”为采用Ecode编

码体系的标识符。采用RFID作为载体时，将根据标签空

口协议和标签存储结构的不同进行具体的规定。

Ecode解析 Ecode提供了基于云平台的Ecode编

码解析服务和基于DNS的域名解析服务，从而实现产品

信息的搜索和发现服务。如图2所示:

Ecode编码解析分为三个步骤：(1)编码体系解析

（VNSI），是指通过解析云平台完成版本V和编码体系标

识NSI的解析，可处理所有跨系统的请求；

(2)编码数据结构解析，是指完成编码转换成URI；

(3)物品码解析，是指完成与物品相关信息服务器地

址的对应。

Ecode兼容性 Ecode一方面可以满足物联网各个

行业的编码应用需求，另一方面能够对现有各领域已存

在的编码方案进行兼容。Ecode可通过编码层、标识层、

解析层三种方式对现有编码系统进行兼容。

在编码层，对于已经采用成熟的编码方案的产品或

应用领域，Ecode标识体系为其分配新的版本和编码标

识，从而构成完整的Ecode编码。例如某商品的GTIN代

码为 6940786180203，Ecode为GTIN分配的版本为 1，

编码标识体系NSI为0003，则商品构成的Ecode编码为

E=100036940786180203。

在标识层，对于在编码层无法加入Ecode的版本和

编码体系标识的情况，可以通过Ecode Logo将“V NSI”

信息标注在标签之外，如（下页）图3所示：

图2 Ecode解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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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code Logo表示方式

在解析层，对已采用成熟的编码方案，建立有该应用

领域的解析系统的产品，可以在不改变物品编码和承载

标签的前提下，通过Ecode平台中间件将物品原有编码

转换成Ecode，实现该物品信息查询以及其他服务。

冷链物流单品追溯系统设计

系统总体架构

基于Ecode物联网标识体系，设计了冷链物流单品

追溯系统的总体架构。系统从层次上由信息采集层、信

息存储层、信息解析层和用户服务层四个层次组成，如图

4所示：

从系统的总体架构来看，基于Ecode物联网的冷链

物流单品追溯系统由信息采集层、信息存储层、信息解析

层和用户服务层四个层次组成。

信息采集层

图4 基于Ecode物联网的冷链物流单品追溯系统总体架构

物联网事I NTERNET OF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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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信息采集业务流程

信息采集层通过集成温湿度传感功能的RFID电子

标签设备、GPS定位技术、数据读写器等，实时搜集冷链

产品的温湿度信息、位置信息、相关作业信息等，将这些

信息对应更新到本地数据库的产品信息列表中，如图 5

所示：

生产加工环节

生产加工作业人员在产品经过生产加工流水线的过

程中，协同种植/养殖户将产地信息、产品相关信息、操作

人员信息等写入集成温湿度传感功能的RFID标签中。

在产品从生产加工线上下来装入物流单元时，在物流单

元（如托盘）上贴上此RFID标签；

产品出库时，库房门口的阅读器读取RFID标签传回

的温湿度信息和记录在内的作业信息，同时上传到生产

加工子系统；

当阅读器上的GPS定位器感应到RFID标签与阅读

器之间发无线电波传输时，通过确认RFID发出的信号来

进行定位，并且将此时的位置信息上传到生产加工企业

的GPS系统中；

生产加工子系统和GPS系统将各自的信息上传到

企业的本地数据库中。

冷链物流环节

产品在出库装车时，作业人员用手持终端扫描物流

单元上的RFID标签，查询生产加工环节的温湿度信息、

作业信息等，确认合格后开始装车；

装车过程中，用手持终端将装车作业的相关信息更

新到电子标签中，并读取此时的温湿度信息，一并将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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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信息和温湿度信息上传到冷链物流子系统；同时，手

持终端上的定位器感应到无线电波，确认RFID发出的信

号，并将位置信息上传到物流企业的GPS系统中，防止随

意卸货、换货和以次充好等不良现象；

运输过程中，司机随身携带的手持终端设备，每隔一

段固定的时间（30秒或1分钟）就自动读取一次车厢内的

温湿度信息并上传到冷链物流子系统中，同时定位器通

过确认RFID信号来定位，将位置信息上传到物流企业的

GPS系统中，防止车货分离等不良现象；

货物在下一环节的交接入库过程中，接货员用手持

终端扫描物流单元上的RFID标签，查询产品在生产加

工、出库、装卸搬运和运输各个环节的温湿度信息、位置

信息和相关作业信息，确认合格后开始收货，并将收货入

库相关的作业信息更新到电子标签中；

在收货入库的过程中，库房门口的阅读器自动读取

RFID标签，查询到作业信息和温湿度信息，并上传到冷

链物流子系统中。同时，阅读器上的定位器感应到无线

电波将位置信息上传到物流企业的GPS系统中。

销售环节

卖场的作业人员在产品上架前，通过手持终端扫描

查询产品在之前各环节的温湿度信息、位置信息、相关作

业信息等，确认合格后开始上架销售；同时，更新标签上

的相关拆包、上架等作业信息，并上传到销售子系统中；

同时定位器确认RFID发出的信号，将位置信息上传到销

售企业的GPS系统；

产品脱离物流单元进入卖场，销售人员将卖场内的

温湿度信息、位置信息等输入到销售子系统，以便后续的

产品追溯信息查询。

信息存储层

信息存储层的业务包括两个部分:各子系统中产品

物联网事I NTERNET OF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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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业务信息的存储和企业级信息系统及其他平台的业

务地址在国家物联网标识服务云平台信息服务地址库中

的存储。信息存储层的业务流程如图6所示：

各子系统中具体业务信息的存储

生产加工子系统、冷链物流子系统、销售子系统根

据各自对产品所从事的具体业务将信息保留在本地的数

据库中，具体的信息条目可参照图6。

企业级信息系统及其他平台的业务地址在国家物

联网标识服务云平台信息服务地址库中的存储

国家物联网标识服务云平台为各级平台和系统提

供API接口:中国商品信息服务平台通过接口将其业务地

址（www.gds.cn）存储到国家物联网标识服务云平台的

信息服务地址库中，方便后续追溯过程中产品基本信息

的查询；

企业级信息系统，通过API接口将各自的业务系统

的地址存储到国家物联网标识服务云平台的信息服务地

址库中，方便后续追溯过程中产品具体业务信息的查询。

信息解析层

信息解析层的业务是基于物联网标识服务云平台

和DNS，通过Ecode编码解析和地址解析实现产品信息

搜索和发现的。如（下页）图7所示：

Ecode中间件读取用户通过查询终端发送的唯一编

码；

Ecode中间件在国家物联网标识服务云平台上，进

行编码体系解析：

编码体系解析，完成版本V和编码体系标识NSI的

解析；

编码数据结构解析，完成编码转换成URI；

信息地址解析，在信息服务地址库中找到产品基本

信息和具体业务信息的地址，返回NAPTR记录；

Ecode中间件根据返回的地址信息到中国商品信息

服务平台请求产品基本信息，到企业级信息系统请求产

图6 信息存储业务流程

63



2017年4月 第2期 总第65期

图7 信息解析过程

品的详细业务信息；

中国商品信息服务平台和企业级信息系统分别将产

品基本信息和产品详细业务信息返回给Ecode中间件；

Ecode中间件将产品详细的追溯信息返回给用户。

用户服务层

用户服务层面向的用户包括监督管理部门、冷链参

与方和最终消费者，用户可以下载国家物联网标识服务

云平台的定制软件客户端，扫描或者输入唯一编码进行

产品信息查询，从而实现冷链产品的全流程追溯。

应用与发展

以Ecode兼容GTIN和AI的情况为应用案例：如商

品条码为“（01）06901234567892（91）02121203000012”

的同庆号普洱茶，在对其条码和包装不做修改的前提下，

使用扫描枪扫描时，Ecode的解码系统会解析得到该物

品的 Ecode为E=100036901234567892，以及附加的AI

信息为（91）02121203000012，Ecode和附加的AI信息

作为一个整体发送到解析系统用于查询相关信息。解析

系统在中国商品信息平台查询到商品基本信息，到同庆

号普洱茶的企业信息管理系统查询到具体的商品追溯信

息。如图8所示：

随着社会各界对冷链物流问题的重视程度越来越

高，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文中提

出将 Ecode物联网标识体系应用到冷链物流追溯系统

中，利用Ecode兼容性实现对冷链单品、包装单元和物流

单元的唯一编码，在国家物联网标识服务云平台上完成

编码解析和产品信息地址解析，实现冷链单品的全流程

追溯。不仅丰富了Ecode物联网标识体系的理论，同时

还对于冷链物流追溯系统的设计和实现具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

随着冷链物流的普及与应用，今后可从物联网技术

在冷链平台的搭建、数据的存储和业务地址解析等方面

入手，使冷链物流的管理水平得到提高。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

图8 Ecode对包含AI的商品条码的解析流程

Aut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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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汽车信息化升级
——基于RFID技术福特冲压车间料架管理系统

在中国积极发展物联网以及“智能制造 2025”的时代背景

下，铨顺宏始终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提供包括模组、读写器和移

动数据采集终端，全方位满足远距离、多标签、低功耗、小型化、

工业级的超高频RFID专业设备，坚持互助共赢的目标，专注、专

心、专业，不断丰富和完善技术服务体系，致力于成为物联网行

业基于技术、品质、服务、诚信四位一体的优质供应商。

产业观察I NDUSTRY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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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铨顺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铨顺宏）成立

于2005年，自成立以来，公司致力为无线射频行业提供

优质的硬件解决方案与技术服务，尤其是在成为 Thing⁃

Magic中国区代理后，公司基于服务行业10年的经验和

积累，以 ThingMagic技术优势为依托，帮助广大客户实

现了优异的RFID产品设计制造和企业级应用解决方案

的设计推广，先后在生产制造、仓储物流、服装、珠宝、档

案、资产管理等领域实现了广泛性的应用。

中国的汽车制造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到

2009年，产销量达到1300万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大汽车市场。但产销量在增长的同时，我国汽车生产自

动化进程，与国际知名品牌仍还有很大差距，如何缩小差

距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成为企业发展的首要问题。

作为福特在华除重庆之外的第四个整车车厂，新建

成的杭州福特除保证了生产工艺设备先进性的同时，也

成为亚太车企中自动化程度最高的车厂。由罗克韦尔公

司承建的冲压车间MES/RFID物流系统成为最具代表的

自动化车间之一，而作为罗克韦尔在RFID采集设备部分

的重要供应商，铨顺宏全程参与了杭州工厂冲压车间

RFID的技术改造与实施。

冲压是汽车生产的重要工艺。作为整车生产的开路

先锋，冲压车间承担了原材料卷料、板料的存放；卷料的

开卷剪切等功能，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各种大、中、小型冲

压件的冲压生产，而冲压件从下线到入库，再到出库整个

流程的运转直接关系着了整个冲压车间的生产效率。

传统的管理模式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采集手段，物

料流转信息得不到准确采集与实时共享，无论是冲压件

的出入库还是盘点，都以人工对照纸质单据为主的模式，

即费时费力又容易出错，且得到的数据也需要经过人工

手动操作录入系统，信息有一定的延迟，在出现一个错误

之后往往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查明原因，重新核对，一个

小的冲压件都可能造成整条物料供应链系统的迟钝，使

汽车的整车制造效率大大降低。

从汽车的冲压零配件供应链开始，建立迅速传递和

处理的物料供应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冲压件在各个流通

环节的信息化管理，使各节点均能掌握所需零配件的实

时库存与流向信息，建立快速的生产、调配反应机制，提

高冲压件的运转效率，将从源头开始提高整车的生产效

率。这首先需要的是一个简单、有效，且适应汽车制造企

业的信息采集手段，对汽车零配件的物流信息，实现全过

程的跟踪与管理。

RFID作为新一代的自动识别技术，通过射频信号及

其控制耦合、传输特性，驱动电子标签发送其存储编码，

对静止或移动的物体进行自动识别，有效地获取物体的

标识信息如图1。RFID可以同时读取多个标签，存储容

量大，环境耐受能力强，安全性高，并支持远距离读取，可

以实现物品单品级的管理，信息内容可反复读写。RFID

技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关注，被广泛应用到仓储物

流、工业控制、服装零售、智能交通等各个领域中。

图1 RFID系统结构图

铨顺宏经过对福特冲压车间管理需求的充分了解与

调研，结合现代物流管理理念，以先进的RFID技术为基

础，对福特冲压车间下线系统、入库系统和出库系统进行

技术改造，以转运冲压件的料架为载体，充分发挥RFID

技术优势实现配件信息的自动采集和及时共享，提供实

时精准的库存信息，帮助冲压件各节点车间能够执行科

学高效的商务决策和快速敏捷的反应机制。

天线

读写器

计算机控制端 电子标签

数
据

时
序

能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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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冲压车间RFID技术改造，其基本的硬件部署拓

扑如图2：

作为现代汽车工业的代表，福特杭州车厂具有生产

规模化、车型批量小、品种变化快、多车型共线生产的特

点，这些特点导致冲压零件种类繁多，结构各异，RFID标

签的可编码属性首先可以很好地将标签信息与料架信息

进行关联，下线工位在将冲压零件装满料架后，启动转

盘旋转至叉车可操作端，叉车叉取装载冲压件的料架，退

出进行入库作业。在退出的过程中，RFID电子标签将进

入下线工位采集点的可读取区域，读写器读取货架上的

RFID电子标签信息，并将信息传输给后台系统，系统将

完成此批冲压零件与芯片信息的绑定，完成基础数据的

建立如图3。

图3 线尾安装效果图

叉车执行货架的入库作业，在行经仓库大门时，由

RFID读写器和RFID天线构成的读取系统，将读取到叉

车上所有料架的电子标签信息，并通过外部显示系统，包

括大屏和LED灯实时显示入库数量，可由叉车作业人员

进行核对，同时，入库数据将通过网络上传给后台系统，

图2 硬件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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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系统根据电子标签信息获取到绑定的冲压件信息，

完成对应零件的入库流程，并实时更新库存信息如图4。

图4 入库门安装效果图

冲压的下一环节即是焊接，库存冲压件将全部流向

焊接车间，因此，在进入焊接车间的大门安装RFID读写

器和RFID天线，构成读取系统，完成对进入焊接车间的

料架标签信息的获取，系统即可完成对应冲压零件的出

库，并实时更新库存信息如图5。

同传统领域的应用不同，福特冲压车间RFID技术改

造，首先面对的是工业现场更为严苛的环境要求，包括温

湿度、电磁干扰、振动、灰尘等，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外部

因素，往往会对产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造成不可预估的

影响，进而影响到整个系统的使用。

在杭州福特车厂项目中，铨顺宏全面配合客户，就

RFID应用系统进行全方位的调研与评估，从方案制定、

硬件产品选型及方案实施方面都有针对性的进行了设计

和优化。特别是在面对工业现场环境、与工业设备（如

PLC）对接等方面，铨顺宏公司根据客户需求，进行了定制

化的设计，保证了应用设备的高性能、高可靠性和良好的

兼容性。

同时，在福特冲压车间柔性化生产需求的前提下，面

对不同的车型、不同的冲压零部件，流转用的料架是不一

样的，福特冲压车间RFID物流跟踪系统解决了冲压车间

料架种类繁多、结构各异的难题，实现了货架标签安装标

准化、采集设备部署标准化以及作业流程标准化的管理

目标，在不改变原有作业流程的基础上，实现了RFID技

术的无缝对接。

铨顺宏基于RFID技术的福特冲压车间料架管理系

统充分利用了RFID的技术优势，建立对流转料架的标

识，并通过流转料架标识到具体的冲压部件，利用各个流

转节点RFID读取系统的部署，实现了冲压部件供应物流

过程的实时控制与跟踪，并且整个过程自动化，无须人员

干预，大大提高了管理效率，降低了出错率。面对工业生

产制造系统对信息技术可靠性的苛刻要求，铨顺宏通过

硬件选型、方案设计保证了“不漏读”的同时，还通过软件

算法、系统冗余等综合技术，解决了“不误读”的问题，系

统一经上线就达到了99.99%的识别率，得到了集成方和

用户方的一致认可，项目取得以良好效果。

福特冲压车间RFID项目的成功实施，既是铨顺宏在

汽车生产制造领域的新开拓，也代表了RFID，特别是超

高频RFID技术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广阔前景。在中国积

极发展物联网以及“智能制造2025”的时代背景下，铨顺

宏始终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提供包括模组、读写器和移动

数据采集终端在内的，全方位满足远距离、多标签、低功

耗、小型化、工业级的超高频RFID专业设备，坚持互助共

赢的目标，专注专心专业，不断丰富和完善技术服务体

系，致力于成为物联网行业，基于技术、品质、服务、诚信

四位一体的优质供应商。

（供稿单位：深圳市铨顺宏科技有限公司）

图5 出库门安装效果图

Aut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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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信息（Logistics Information）是物流活动中各

个环节生成的信息，一般是随着从生产到消费的物流活

动的产生而产生，并与物流过程中的运输、储存、装卸、包

装等各种职能有机结合在一起，它是整个物流系统的组

成部分。物流信息包括的内容和对应的功能可从狭义、

广义两方面来讨论。从狭义角度来看，物流信息是指与

物流活动（如运输、储存、包装、装卸、流通加工等）有关的

信息。在物流活动的管理与决策中，如运输工具的选择、

运输路线的确定、在途货物的追踪、仓库的有效利用、订

单管理等，都需要详细和准确的物流信息，因为物流信息

对运输管理、库存管理、订单管理等物流活动具有支持保

障的功能。从广义角度来看，物流信息不仅指与物流活

动有关的信息，而且包含与其它流通活动有关的信息，如

商品交易信息和市场信息等。商品交易信息是指与买卖

双方的交易过程有关的信息，如销售、购买、订货、发货、

收款信息等。市场信息指与市场活动有关的信息，如消

费者的需求信息、竞争者或竞争性商品的信息、促销活动

信息等。在现代经营管理活动中，物流信息与商品交易

信息、市场信息相互交叉、融合，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

零售商根据市场需求预测和库存情况制定订货计划，向

批发商或生产厂家发出订货信息。批发商收到订货信息

后，在确认现存库存水平能满足订单要求的基础上，向物

流部门发出配送信息；如果发现库存不足，则马上向生产

厂家发出订单。生产厂家则视库存情况决定是否组织生

产，并按订单上的数量和时间要求向物流部门发出发货

配送信息。物流信息不仅有连接整合从生产厂家经过批

发商和零售商最后到消费者的整个供应链的作用，而且

在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如EDI、POS、EOS、互联网、电子商

务等）的基础上能实现供应链活动的效率化。即利用物

流信息对供应链各个企业的计划、协调、客户服务和控制

活动进行更有效的管理。因此物流信息不仅对物流活动

具有支持保障的功能，而且具有连接整合整个供应链和

使整个供应链活动效率化的功能。正由于物流信息具有

这些功能，使得物流信息在现代企业经营中占有越来越

重要的地位。建立物流信息系统，提供迅速、准确、及时、

全面的物流信息是现代化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必要条

件。就信息流来讲，一类信息流先于物流的产生，它控制

着物流产生的时间、流动的大小和方向，引发、控制、调整

物流，例如各种决策、计划、用户的配送加工和分拣及配

货要求等；另一类信息流则与物流同步产生，它们反映物

流的状态，例如运输信息、库存信息、加工信息、货源信

息、设备信息等。前者是计划信息流或协调信息流，后者

是作业信息流，见（下页）图1所示。

对于企业而言，物流管理需要大量准确、及时的信息

GS1系统在物流信息化中的作用
阮晓华 乐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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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拥有协调物流系统运作的反馈信息，无论是计划信息

流，还是作业信息流，任何信息的遗漏和错误都将直接影

响物流系统运转的效率和效果，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

首先，物流系统通过物质的活动、所有权的转移和信

息的接收、发送与外界不断作用，实现对物流的控制。整

个系统的协调性越好，内部损耗越低，物流管理水平越

高，企业就越能从中受益。而物流信息在其中则充当着

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比如，企业在接收到商品的订货信

息后，要检查是否有足够的商品库存，如果有，就可以发

出配送指示信息，通知配送部门进行配送活动；如果没有

库存，则发出采购或市场信息，通知采购部门进行采购活

动，或由生产部门安排生产，以满足顾客需要。在配送部

门得到配送指示信息之后，就会按照配送指示信息的要

求对商品进行个性化包装，并反馈包装完成信息；物流配

送部门则开始设计运输方案，进而产生运输指示信息，对

商品实施运输；在商品运输的前后，配送中心还会发出装

卸指示信息，指导商品装卸过程；当商品运送到客户手中

之后，还要传递配送成功的信息。因此，物流信息的传送

连接着物流活动的各个环节，并指导各环节的工作，起着

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其次，物流信息可以帮助企业对物流活动的各个环

节进行有效的计划、协调与控制，以达到系统整体优化的

目标。每一步物流活动都会产生大量的物流信息，而物

流系统则可以通过合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如EDI、MIS、

POS、电子商务等），对这些信息进行挖掘和分析，从而得

到对于每个环节之后下一步活动的指示性信息，进而能

够通过这些信息的反馈，对各个环节的活动进行协调与

控制。例如，根据客户订购信息和库存反馈信息安排采

购或生产计划；根据出库信息安排配送或货源补充。

最后，物流信息有助于提高物流企业科学管理和决

策水平。物流管理通过加强供应链中各活动和实体间的

信息交流与协调，使物流和资金流保持畅通，实现供需平

衡。物流管理中的一些基本决策问题，如：位置决策、生

产决策、库存决策、采购决策、运输配送决策都需要借助

于物流信息来进行。

通过运用科学的分析工具，可以对物流活动所产生

的各类信息进行科学分析，从而获得更多富有价值的信

息。通过物流系统各节点间的信息共享，能够有效地缩

短订货前置期，降低库存水平，提高搬运和运输效率，提

高订货和发货精度，及时高效地响应顾客提出的各种问

题，从而极大地提高顾客满意度和企业形象，提高物流系

统的竞争力。

预　测 存货配置

存货管理

订货管理 订货处理 配送作业 运输装车 采　购

战略计划 能力计划 制造计划 物流计划 采购计划计划信息流

作业信息流

图1 物流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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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GS1标准管理物流单元

GS1全球统一标识系统是物流现代化管理的核心支

持技术，用于物流单元及其属性的标识，物流单元的数据

采集和交换。

GS1标准是物流现代化的使能器

现代的物流过程，发货人和收货人要求在途运输货

物有更好的可见性，在任何时间都能得到有关货物的详

细信息，实现整个供应链过程的透明化，GS1标准可以帮

助供应链参与方实现这一目的。从制造商到物流服务提

供商、分销商和零售商，供应链中的所有各方都可以通过

GS1标准监控和跟踪产品的配送。采用GS1全球统一标

识系统及GS1通信标准有助于提高供应链中整个物流系

统的效率和准确性。

国际GS1标准涵盖的领域包括：

•编码标准，可以实现下列项目的全球唯一标识：

贸易项目（全球贸易项目代码GTIN）；

物流单元（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SSCC）；

参与方与位置（全球位置码GLN）；

资产（全球单个资产标识GIAI和全球可回收资产

标识GRAI）；

贸易项目或物流单元附加信息（应用标识符AI）。

•标识代码和相关信息的数据载体：

一维条码；

二维条码；

射频标签。

•关于贸易、运输及金融交易的标准信息格式和内

容（EANCOM，ebXML）；

•电子商务基础信息交换平台全球数据同步系统

（GDS）；

•标准的维护和开发机制－全球标准管理程序

(GSMP)。

物流单元的标识

为了使物流单元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能被快速、准

确地识别，就必须对其进行正确的编码和符号表示。全

球许多贸易商已经选择GS1系统的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

SSCC作为物流单元的标识，如图2所示。SSCC保证了

物流单元的全球唯一性。

每一个物流单元都要分配唯一的标识代码 SSCC。

购买订单

（订单#）

每一个物理实体都具
有一个唯一的识别代
码，这个代码在物流

层次是SSCC，在零售

层次是GTIN。

各个层次之间都保持
唯一性和紧密联结

性。

货运单元D
（SSCC 4）

货运单元C
（SSCC 3）

货运单元B
（SSCC 2）

货运单元A
（SSCC 1）

GTIN在贸易中普遍使用，采用条码形式。
它最为人知的应用就是零售网点的电子时

点销售系统（POS）

物流单元C1
（SSCC 5）

物流单元C2
（SSCC 6）

物流单元C3
（SSCC 7）

物流单元C4
（SSCC 8）

图2 不同层级物流单元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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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不同的物流单元包含同样的贸易项目，仍然需要不

同的SSCC。就像人的身份证编码一样，SSCC在物流单

元的整个生命过程中保持不变。SSCC也能作为获取电

脑文件和书面文件中物流单元相关信息的关键字。

SSCC实质上是一个序列号，并不包含任何的产品信

息，由于它能用GS1-128码表示，因此可以自动获取信

息，提高商品和信息处理的效率。

从图3可以看出，GS1标识已经为供应链上不同级

别的包装提供了唯一标识，可以相互链接。

物流单元信息的采集

目前，有两种自动识别技术可以帮助人们自动采集

物流单元的相关信息，并将其交由计算机系统进行处理。

条码识别技术

条码是很多宽度不同的条和空的组合，通常使用扫

描仪对其进行扫描。带有条码的GS1物流标签（下称物

流标签）是国际上通用的标签。一个基本的物流标签必

须有 SSCC，并用GS1-128码制表示，见（下页）图 4所

示。

物流标签在各个物流单元上的位置应该保持一致，

若标签位置杂乱无章，会使得扫描人员难以预测标签的

位置，从而大大降低扫描效率。如果采用自动扫描，为了

使商品通过固定扫描器区域时，标签正好落入扫描区，更

需要统一标签的位置。

最好是在物流单元的四个垂直面上都印有物流标

签，如果不可能实现，则应该在邻近的两面各印制一个物

流标签，至少要在每个物流单元上印制一个物流标签。

对于高度不足1米的纸板箱和其他物流单元（货盘除

外），标签的位置应该是使物流标签的最低边缘距离物流

单元底部32毫米，包括空白区域在内的符号距离垂直边

界至少19毫米。

采购订单采购订单采购订单采购订单

分销商分销商分销商分销商 承运人承运人承运人承运人承运人承运人承运人承运人制造商制造商制造商制造商 零售商零售商零售商零售商

具有SSCC，提单或运单代码标识

的货运单元

具有SSCC标识的物流单元（纸板箱）

具有SSCC标识的物流单元（内盒）

具有GTIN标识的贸易项目
＊＊＊＊SSCC能够为一个物流单元在其整个处理流程
中提供一种标识。供应链中的各个关系和包装
货物各个层次都能使用这种标识。因此它是提

供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上联接的唯一关键因素。

图3 供应链不同级别包装上的GS1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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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物流单元上已经包含了 EAN-13，UPC-A或

ITF-4代码，则物流标签不应该覆盖原有的条码，最好将

物流标签放在上述条码的旁边，水平方向保持一致。

对于高度不足 1米的托盘，标签的位置应该尽量靠

上，但距离底部最多不超过800毫米。

对于高度超过 1米的托盘和其它物流单元（托盘除

外），标签的位置应该使所有的条码符号位于距离底部

400毫米～800毫米的区域内，而且距离垂直边界最短为

50毫米。

射频识别（RFID）

射频识别（RFID）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

射频标签通过辐射电磁场传输和读取数据，对供应链管

理极其有利。RFID不会替代条码，但可作为一个补充工

具来支持供应链应用。例如，RFID能够识别带有各式内

部箱子的整个托盘，而不需要将箱子从托盘卸下。同时

RFID标签能够在通过供应链时添加或删除信息。射频

识别被认为是EDI的补充：关键信息在标签中编码，大量

数据通过电子方式互换。

随着射频技术趋于成熟，可以为供应链提供前所未

有的、近乎完美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新近推出的产品电子

代码（EPC）系统。类似于条码，EPC用一组编号来代表

制造商及其产品，不同的是EPC还给与每一个产品单独

编号，使RFID标签可在整个供应链内任何时候提供产品

的流向数据，能够将有关产品的数据传送到一个互联的

数据库上，使有关的个体能够通过如互联网的网络来分

享同一产品数据库的内容。

EPC是GS1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EPC编码与

现行GTIN相兼容。

图4 物流标签示例

可选编码取决于相关方的需要

必须编码，它是对物流单
元进行唯一标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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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单元信息交换

信息单据

一个物流单元沿着供应链由上游到下游，流转过程

中会发生一系列事件，不断增加与物流单元有关的信息，

从而产生许多不同的运输单据，以指导物流单元的流动。

现在，很多人致力于采用 EDI或 XML报文来推动

B2B电子信息交换的应用。EDI是在交易双方间进行的

电子数据交换，普遍采用的标准报文格式是 EDIFACT/

EANCOM。国际物品编码协会GS1制定了一套使贸易

商和物流服务提供商可以进行电子通信的运输 EDI报

文。

GS1标准报文结构

可以使用SSCC作为提单上货运单元的参考号。使

用SSCC格式的好处在于，它保证了货运标识格式的一

致性，也方便在计算机系统里进行处理；此外，SSCC的唯

一性还避免了在整个装运过程中出现重复代码或特定含

义的可能性。当由于货物流转或随后支付的需要而对整

套单证进行汇集并传送时，货运标识或SSCC就显得尤

其重要。

·实际订舱报文

该报文包括报文发送者对于所订购服务提出的要求

条件，适用于任何运输方式、从任何起运地到任何目的地

的任何路线的货物转运和运输。实际订舱报文包含以下

内容：

发货人标识代码：GS1 GLN；

货运代理人标识代码：GS1 GLN；

收货人标识代码：GS1 GLN；

发货人和收货人之间的订单代码；

实际订舱报文代码：SSCC；

报文发送日期/时间；

货物的运输方式；

条款及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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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货物价值；

货物项目的合格证明。

•订舱确认报文

订舱确认报文用来回复实际订舱报文，确认报文简

要说明对于该货物的订舱是被接受、有条件地被接受或

者被拒绝。

•运输指示和多式联运运输指示报文

这份由发货人发送给承运人或货运代理人的报文将

包括作为服务对象的承运货物的最终详细信息。该报文

总是只涉及一个收货人，但可能会涉及几个不同的装运

地点。

•运输状态报文

买方或卖方可能会使用运输状态报文询问先前所发

送的货物在任一阶段的状态，因此运输状态报文用来向

协议双方报告运输状态和/或运输状态的改变（如事

件）。运输状态报文可以涉及运输链中已经实现的一种

或几种状态。除此之外，报文还可以记录某一异常状态

以及该异常状态的产生原因。

•到货通知报文

该报文用来通知某批托运货物已到达并提供详细情

况。除此之外，到货通知报文还可以由收货人发送，用来

证明承运人已交货。

一份到货通知报文应该总是针对一批托运货物的。

•配送备货与货物移动报文

该报文用以确认配送备货服务以及特定货物的移动

要求来自什么地方。该报文可说明：待装运货物的准备

工作；根据指示进行的拣货工作；货物的包装和拆封；货

物包装上的标志和标签；关于在仓库间移动货物的指示。

由于XML（可扩展标记语言）将成为在因特网上进行

数据交换的通用计算机语言，为此GS1发起了全球倡议

联盟，为物流领域制定标准。在快速消费品和服装等行

业中，GS1已经和正在制定相关的XML信息标准。

GS1系统在增值物流中的应用

在商业活动中，常常需要跟踪在途物品及其包装，以

确保物品按照一定的要求与预期来运送。企业需要了解

关于各种运输路径，来确定运输货物的状态。这样的信

息能够消除顾客多余的忧虑以及缺货，同时还可以提高

搬运工具和劳力的使用效率，加速整个运送过程。

对于有多个区段的运输路径的物品，如从仓库至配

送中心再进入航运路线，然后经过地方公路，最后到达客

户收货仓库，可以通过SSCC来跟踪货物位置，当货物经

过某一转运点时，可通过手

动或自动条码扫描，获取货

物在该位置的状态信息。

随着EDI/XML技术的应用，

许多物流服务提供商以及

承运人都使用了基于因特

网技术的信息系统，通过信

息交换，发货人就可以通过

承运人的信息系统来跟踪

货物的运输状态，同时整个

跟踪过程的可见性也有所

提高。

（作者单位：中国物品编码

中心宁波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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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器 三通

压 力

发生器

高

低

微差

压表

指针式微差压表检定是采用标准器数字压力表示值

与微差压表示值直接比较的方法，连接方法是用管路和

三通将微差压表的高压端口、标准器和压力发生器连接

起来，微差压表的低压端口与大气相通。其工作原理框

图如图1所示。它主要由压力发生器、三通部分等组成，

用于量值传递、检定、测量压力计量仪器。

图1 工作原理及其组成图

•检定依据

JJG（粤）020—2013《指针式微差压表检定规程》。

•检定环境

环境温度：22℃，相对湿度：68%。

•测量标准

指针式微差压表检定装置：准确度等级：0.05级；(-

1～1)kPa。

•被检指针式微差压表的规格

测量范围：（0～600）kPa准确度等级：2.5级。

•数学模型：

δ=P1-P0 （1）

上式中 δ —— 压力表示值误差；

P1 —— 检定点被检表示值（Pa）

P0 —— 标准压力计示值（Pa）；

•灵敏系数：

由公式 Uc(y)2=∑［ ］
2
v2(xi)

得C(P1)=1 ，C(P2)=-1

输入量的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输入量P1的标准不确定度u(1)的评定

输入量 t的标准不确定度来源主要为指针式微

浅谈指针式微差压表示值

误差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
杨炜凌/文

f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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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压表测量重复性、指针式微差压表估读、环境温度的变

化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指针式微差压表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u1

选择典型测量范围（0～600）Pa指针式微差压表测

量不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评定采用A类评定方

法。选一性能比较稳定，准确度等级为2.5级的指针式微

差压表在测量范围内进行等精度测量 10次，发现在

500Pa处示值误差最大，测得数据如表1：

实验标准差为：Sp=
∑
n = 1

10 (pi - p̄)2
n - 1 =0.29Pa

测量重复性的标准不确定度u1为:

指针式微差压表 u1 =Sp/ 10 =0.09Pa

指针式微差压表估读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u2

该指针式微差压表的最小分度值为20Pa，检定规程

规定，可以估读到最小分度值的1/5。不确定度类型为B

类,概率分布为均匀分布，k= 3 。其标准不确定度 u2=

2.1Pa。

环境温度变化对指针式微差压表测量影响引入的不

确定度u3

指针式微差压表的检定温度为（20±5）℃，温度影响

产生的最大误差为5KtP,该指针式微差压表的温度系数Kt

为 0.0004/℃, P=600Pa.不确定度类型为B类,概率分布

为均匀分布,k= 3 。由此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u3=

0.0004×5×600 / 3 =0.69Pa。

输入量P0的标准不确定度u(0)的评定

输入量P0的标准不确定u(0)主要由数字压力计测量

误差、数字压力计分辨率、环境温度变化对压力测量影响

及压力信号源波动等引入。

测量标准数字压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u4

根据数字压力计的检定证书及使用说明书，该标准

符合 0.05%准确度等级，其在 1kPa 处最大误差值为

0.5Pa，不确定度类型为B类,概率分布为正态分布，k=

3。 u4=0.5Pa/3=0.167Pa。

数字压力计分辨率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u5

数字压力计测量量程分辨率为0.1Pa,不确定度类型

为B类, 概率分布为均匀分布,k= 3 。其标准不确定度

u5=0.058Pa。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一览表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c(ΔΙ)= c2(I)u2
(1) + c2(P)u2

(p) =2.28Pa，

2.28/600=0.38%

扩展不确定度的计算

U=k×uc=2×0.38%=0.76%，k=2

（作者单位：潮州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

被测对象

测量点

测量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值

指针式微差压表（Pa）

500

500.4

500.8

500.5

500.6

500.8

500.4

500.8

500.5

500.4

500.8

500.48

表1

符号

U1

U2

U3

U4

U5

不确定度来源

指针式微差压表测量重复性

指针式微差压表估读

环境温度的变化对指针式
微差压表测量影响

数字压力计测量误差

数字压力计分辨率

标准不确
定度(Pa）

0.92

2.1

0.69

0.167
0.058

灵敏
系数

1
1

1

-1

-1

类别

A
B

B

B
B

分布

均匀

均匀

正态

均匀

|Ci|×u

0.92
2.1

0.69

0.167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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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商品条码印刷资格认定公告（2017-2）

经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分支机构评审，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核准，获得商品条码印刷资格的企业名单公告如下：

上海豪云印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洞凯路529号

第三幢南段 67679233

深圳市琇莹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罗田社区

广田路宝之威数码科技园厂房B栋

1.2.3层 0755-33934088

上海王将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青浦区徐泾镇蟠中路555号内

69768352

天津市吉源元印刷制品有限公司

天津滨海新区大港古林工业区海

兴路106号 022-63230189

江门市广威胶袋印制企业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城城郊工业区北32号

0750-6363699

江门市江海区利丰彩印有限公司

江门市滘头沙洛围二号厂房

0750-3898813

泉州华硕实业有限公司

泉州市鲤城区江南火炬工业区

0595-22485851

烟台华兴纸制品有限公司

福山高新区蒲湾街

0535-6364226

湛江市裕信包装印业有限公司

湛江市麻章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园路西侧

0759-278398

怡和纸业（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水田社区

宝石东路137号 0755-27622952

深圳市荣鑫盛包装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大浪街道同胜村同胜一路

第2栋1－4层 0755-28140768

江门市蓬江区新华彩色印刷厂

江门市蓬江区二合山工业区

0750-3503830

深圳市国际彩印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华霆路1号

0755-86096640

常州雅得印刷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钟楼区银河路1号

0519-86592929

青岛大鲁包装有限公司

青岛即墨市通济办事处郭庄二村

0532-83500977

哈尔滨鼎盛印务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幸福镇莫力街满族村

0451-55147809

广东爱丽斯包装有限公司

广东省潮安县潮安大道与仙埠路

交界处北侧 0768-5812866

无锡博世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北塘金鹰

工业园100-17号

江苏吉达印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泰兴市农产品加工园区古高路

0523-87497111

常州市博安合达包装厂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莲蓉村

0519-88722769

上海闵行英特奈国际纸业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陈行路1958号

021-64294073

上海日生威迩商务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北翟路1456弄18号

62255688

北京爱德曼医药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兆丰产业

基地兆丰一街27号

010-60441127

肇东市一兴印刷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绥化市肇东市二南二合路

0455-7997718

东莞市宏展印刷有限公司

东莞市黄江镇板湖村同兴街2号

中山市宏昌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宫花工业区环

山路6楼19号之二

东莞宏冠包装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清溪镇大埔村大埔工业园

新桃路7号

天津圆融印务有限公司

天津东丽区南坨工业园毕盛道12号

022-84900968

竹林伟业科技发展（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武清区广贤路17号

022-22928968

烟台海晶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APEC工业园

0535-6839660

烟台市亨利不干胶印刷有限公司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迎福路34号

0535-2132213

仪征市苏尔电器包装有限公司

江苏省仪征市青山镇街道清泉路16号

0514 83682691

常熟市荣盛彩印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熟市新港镇碧溪

0512 52691236

山东银河酒业（集团）彩印纸箱厂

山东省五莲县城解放路101号

0633-5335627

淄博雄峰包装有限公司

临淄区齐鲁化学工业区（金岭三村）

0533-7527003

淄博久泰包装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傅家镇苏村

0533-2901644

淄博市周村彩光印刷厂

周村区和平村43号

0533-6818564

淄博金天包装有限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索镇镇姜庙

村3组177号

0533-8016118

苏州云腾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张杨公路

泗港路口

深圳市广为嘉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工业区420栋

3楼西座 0755-25938763

汕头市韩江实业有限公司

汕头市龙湖区春江路30号

深圳市精鹏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三路420栋第四层西

405 0755-82121839

沧州宝鑫印刷有限公司

沧县兴济镇西姜庄村

0317-4867119

无锡金羿通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玉祁街道芙蓉村

0510-83896621

福建凯达集团有限公司

晋江市五里科技工业园区

0595-36202277

天津恒和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天津市武清区南北辛庄富民经济

开发区中心路58号

022-29323964

深圳市华龙升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塘家

社区观光路汇业科技园厂房1栋A

区第三层

0755-81727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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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正展精密印刷有限公司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路11号

0535-2165788

天津市茂海津福纸制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静海经济开发区金海道19号

022-68608383

天津市茂海纸业印刷有限公司

天津市宝坻天宝工业园宝旺路19号

022-22531699

宁波市镇海甬盛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骆驼南一西

路457号

86580104

山东叶华纸制品包装有限公司

济南市商河县经济开发区汇源街37号

0531-55795599

山东宏飞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德州市夏津县西环路东侧胜利路北侧

0534-3310600

山东欧耶智杰包装有限公司

济南章丘市白云湖镇韩码村

0531-83450077

安徽侨丰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安徽省滁州市城东工业园区经三

路109号

0550-2172828

安徽深发印务有限公司

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经济开发区C区

0550-2363637

佛山市三水百花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富景塘夏村

（原小塘岗小学内）

济源市新兴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济源市天坛工业区

0391-6673581

宁海县金轮彩印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海县深圳镇大蔡村

0574-65285755

余姚市鸿翔印务有限公司

余姚市梨洲路16号

62580175

宁波佳璐印务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古林镇方家耷村

88001317

宁波市鄞州城龙印刷厂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河东村

88381578

宁波市鄞州众升印刷厂（普通合伙）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新庄

村122号 88087788

常州市新亚印刷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江村村

0519-88491230

潮州市宏图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县庵埠镇宝陇

东洋工业区 0768-5818068

苏州市方正印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灵山

路10号 0512-66218381

潮州市潮安区华星包装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大霞路中段

0768-5923000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工业三站光明印刷厂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刘陇工业区

0768-5815587

常州市昌隆彩印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天井村

051988552417

常州市东横印刷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上塘

潮州市潮安区中山印务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大监工业区

0768-5923166

佛山市顺德区华龙包装装饰材料

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杏坛

工业区科技区九路东1号

0757-28813884

江门市蓬江区金丰包装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棠下镇金岭工业区

0750-3583808

青岛欣荣包装有限公司

青岛市崂山区王哥庄街道桑园村北

0532-87848346

上海奔宇印务有限公司

青浦区白鹤镇外青松公路3858号

10幢北楼 59745777

陕西宝塔山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兴平市兴渝路东段

029-38737063

陕西昊维工贸有限公司

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南部工业园区

兴业六路8号

0919-3153003

九国春武汉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枫树六路139号

027-84680579

湖北恒大包装有限公司

湖北省汉川市经济开发区111号

8398345

中山市鑫慧彩印厂（普通合伙）

中山市东区沙岗村沙石工业区第

七幢1卡

东莞艺联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东莞市高埗镇高埗村北联

0769-88785089

常熟市鑫盛制袋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常熟市支塘镇任阳任南村

0512 52584783

常熟市顺盛印刷包装厂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熟市碧溪镇周泾

0512 52691247

湖北华艺包装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省汉川市经济开发区荷沙公

路以南，新三路以西

漳州市好来纸业有限公司

漳州市芗城区南坑北路60号1幢厂房

0596-2627789

珠海天资防伪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市南屏科技工业园屏西十路8

号1-2楼

沈阳长隆包装印业有限公司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七号路12甲2号

024-25625657

浙江艾荷印业有限公司

苍南县龙港镇海西路88-154号五

号车间一、二层

0577-64222488

湛江市赤坎华达塑料复合彩印有

限公司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北桥路39号

0759-3107398

正隆(广东)纸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镇工业城东业路

0769-88632818

泉州加顺彩印有限公司

福建省石狮市祥芝科技园区

0595-68887999

江门市祥耀彩印有限公司

江门市荷塘镇南格工业区

0760-22381688

广东旭柏彩印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石排镇石崇现代制造业中

心D厂区 0769-89182788

石家庄市三丰纸制品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新华区东营村北

0311-87705294

青岛金龙包装有限公司

山东省青岛平度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泉州路9号 0532-88384555

商丘市大鹏塑料编织有限公司

商丘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

0370-3187333

石家庄市兴元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新华区滨华路10号

0311-87700749

临沂市恺贝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临沂市费县南外环路东段

泉子山前

0539-5932877

无锡市恒昌包装彩印厂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鹅湖镇蘅芳

路99号 88742938

无锡市锡山东亚彩印厂

江苏省无锡市鹅湖镇三新村

0510-88741632

张家港市国盛印刷有限公司

江苏省张家港市凤凰镇安庆村

51258455442

无锡市锦忠彩印厂

无锡市锡山区鹅湖镇青虹路888号

88741375

无锡市新霞印务有限公司

无锡市锡山区鹅湖镇荡口三新村

51088741410

宁乡恒源包装有限公司

宁乡经济开发区新康路

87877509

南京三隆包装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军

大道123号

025-52107788

咸宁市华中包装有限公司

咸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工业园

0715-8069991

上海德胜联兴印铁容器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公路3718号

58115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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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伟业彩印厂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鹅湖镇（荡口）

青虹路 88749086

深圳市兴旺纸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玉律社

区第六工业区第12栋

0755-33699805

上海沪靖工贸有限公司

上海市中山北路988号B座0-104室

56880480

运城市凯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工业科技园

泰安市东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泰安市岱岳区范镇开发区

0538-8681617

山东华申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德州经济开发区富方园工业园内

0534-2754799

汕头市吉祥装璜工艺厂有限公司

广东省汕头市潮汕路68号南区18号

0754-88106088

潮州市潮安区仙宝印务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龙桥路溜龙工业区

0768-6619492

北京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一厂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角门南甲64号

67584279

深圳振兴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水田社区石

龙仔路71号1栋、2栋

0755-28160607

致生印刷包装（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社区兴

业一路163号华伦毛绒玩具城6栋

第一、二、三层 0755-84230833

四川紫鸣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射洪县太和镇太和大道南段美丰工业园

0825-6699288

射洪县家祥包装彩印厂

射洪县太和镇美丰西部包装印刷城D栋

0825-6696978

四川思瑞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宜宾市江北大麦坝（原长江绸厂）

0831-3700690

上海柔芸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崧泽大道6688号4

幢2楼 37682738

上阳（重庆）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重庆市璧山区钨山路66号

41787161

上海速腾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育新路211

弄1幢2、11号 67852028

宝鸡佳美特印务有限公司

宝鸡市高新区天王镇惠民工业园

0917-6771638

莱州市鸿庆包装彩印有限公司

山东省莱州市永安路街道前北流村

0535-2469979

湖南达美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康鹏路11号

0731-83282899

天津市腾华吸塑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东丽区金钟街欢坨村

022-26793179

陕西新新彩包装有限公司

武功县工业园区二路

029-32039666

陕西恒彩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市灞桥区半坡路115号

86067682

华龙日清纸品（秦皇岛）有限公司

山海关开发区

0335-5180666

秦皇岛市斯必得彩塑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海港区北港镇田家沟

0335-3104374

重庆智威纸容器有限公司

重庆市北碚区童家溪镇同兴园一路11号

023-67455868

承德财源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平泉县七沟镇圣佛庙村

0314-6297186

深圳市天一盛唐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平湖社区平

湖大街207号J栋一、二层

0755-82410154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现代塑料彩印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凤翔

工业园顺翔路36号

0757-22310330

西安秉信纸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草滩

生态产业园尚稷路11666号

安徽金科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安庆市桐城经济开发区

0556-6567024

江苏联通纪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江阴市锡澄路283号

0510-86025600

蚌埠金黄山凹版印刷有限公司

安徽省蚌埠市长征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0552-4073782

苏州得力金包装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丰和路6号

0512 62759081

汕头市艺宇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汕头市龙湖区外砂迎宾北路曲堤片

0754-86367880

丹阳市华诚包装有限公司

江苏省丹阳市皇塘镇塘西村

0511-86612444

苍南县岳泰印务包装有限公司

浙江省苍南县龙港镇龙港大道东园

大楼26-28号后幢

0577-64220439

江阴市北国光华彩印有限公司

江阴市顾山镇解放村

0510-86359580

青岛天丰印刷有限公司

青岛平度市经济开发区前八里庄村

0532-89639822

大连永发彩色广告印刷有限公司

大连市沙河口区沙城街29号

84448477

昆山中扬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古城路3688号

0512 57656558

秦皇岛市晨欣彩印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北路

58号办公楼一层

0335-8567051

无锡诚信包装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鹅湖镇（甘露）

蔡湾村委内 0510-88754343

无锡市京都彩印彩塑包装有限公司

无锡市锡山区鹅湖镇（荡口）工业集中区

0510-88748188

四川汇通包装有限公司

射洪县太和镇太和大道南段美丰工业城

0825-6683788

安徽柯林印铁有限公司

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衡山镇城西工业园

0564-3908597

安徽南峰润邦绿色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巢湖经济开发区金山

路14号标准厂房205室

0551-82389993

安徽华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安徽省宣城市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柏枧山7号 0563-3751708

张家口天茂源纸制品印刷有限公司

河北省张家口市察北区产业园区

0313-5851520

无锡市中州彩印厂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荡口镇荻泽村

0510-88747098

江门市江海区三晋商标厂有限公司

江门市江海区外海金溪一路9号11幢

新兴县新稔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云浮市新兴县广兴大道东（水东第

九居民组榕树仔山）

鹤山市新力宝纸类制品有限公司

鹤山市古劳镇三连开发区二区4号

鹤山市兴龙彩印有限公司

鹤山市龙口镇兴龙工业区

贵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贵阳市云岩区友谊路186号

昆明东强纸业有限公司

昆明市官渡区工业园区大板桥镇西

冲村委会山脚村 0871-67324089

深圳市耀隆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横坪路保安鹅春

岭工业区6栋 0755-89731588

深圳市金世冠不干胶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第二工业区

工业园A幢第四层 0755-81465359

深圳市鹏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同乐社区吓坑一

路168号恒利工业园A2栋一楼

0755-84298733

浙江阿克希龙舜华铝塑业有限公司

绍兴市上虞区329国道（小越段）88号

0575-82039483

营口长荣实业有限公司

辽宁省营口市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

新湖大街100号 0417-4890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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