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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派格：智慧水务的“实战派”

一家追寻长远发展的企业，一定不会单纯局限于眼前的业务繁荣。对于威派格来说，与

物联网结缘扩宽了自身业务发展的空间，如何做到水深缓流则是另外一个层面需要思考的问

题。杨峰强调，“只有不断提升自身价值的企业，才能为客户提供更好的增值服务。”

39 福建新大陆自动识别技术有限公司国内营销事业部副总经理庄华强

国产品牌的时代价值

民族企业和国外企业的竞争，尽管双方都在充分利用有利于自身成长的一切资源，通过学

习和创新以提高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但本质上仍是一场不对称的企业竞争力竞赛。跨国

企业带来的技术专利、市场推广经验和品牌影响力，仍给中国民族企业造成很大的压力。对于

国内品牌来说，只有持续不断创新，增强品牌的科技含量，才能增强新环境下的国际竞争力。

42 正确开启中国制造“物联网化”

虽然网络上到处流传着中国制造业外流，某某企业离开中国去其他国家开厂之类的论调，

但是这些只是一些人的哗众取宠，中国的实体经济一直在稳定高速发展，尤其是制造业。

正视制造业，制造业需要不断的技术升级，进而带动消费升级。

46 响应“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综合标准化支撑多式联运集装箱行业智能制造

51 迈出精益管理第一步

——霍尼韦尔智能安灯系统助推万物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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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大数据、物联网、移动应用等领域的

新技术、新应用、新产品展现智慧城市新

风貌，用智能化的创新开拓更广阔的市

场，推动城市智能变革。

•管理服务

二维码实现对太阳镜的质量追溯，在

方便相关部门监督管理太阳镜市场的同

时，也将太阳镜的质量问题透明地呈现在

消费者眼前。消费者通过扫描太阳镜上

的二维码获取太阳镜的产地、生产批次和

产品基本信息，从而起到溯源的作用。

下期选题预告▶▶▶

广告索引

·ADVERTISEMENT INDEX

工业制造

杂志征订

征订单

杂志广告合作

Zebra
编码中心

食品安全平台

深圳市铨顺宏

天津国聚

多米诺

条码微站

汉信码

Ecode平台

中国商品信息服务平台

唯智

宝洁

京东

强生

雀巢

招商路凯

我查查

传动与控制技术展

集保

证卡票签安全技术展

封面

封二

封三

封底

P1
P3
P5
P7
P9
P11
P12
P13
P14
P15
P16
P17
P18
P19
P20
P21
P22
P23
P24
P26

•物联网事

通过在矿山井下部署大量的传感器

节点，运用多信息采集与融合算法，利用

网络手段把井下地质环境中布设的传感

器的各个关节点连接起来，可实现矿井地

面以下区域的地质情况变化的实时监测，

从而提高了矿井地质灾害预测的准确率

和有效性。

25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

卷首语Introductory remark

把握博弈的根本

美国最新公布了长达35页的《2016-2045年新兴科技趋势报告》

中，最终明确了20项最值得关注的科技发展趋势，其中第一项就是物

联网。该报告明确指出“到2045年，最保守的预测也认为将会有超过

1千亿的设备连接在互联网上。移动设备、可穿戴设备、家用电器、医

疗设备、工业探测器、监控摄像头、汽车以及服务。”

“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工具，不可以因为工具能直接带来许多

真金白银，就直接去追逐，也不该去炫耀锄头而忘了种地。”“这些常识

性的真理，在如今浮躁社会中却少人问津，很多创业者、企业家、投资

人沉醉于工具及其概念（AI、AR、SAAS）的炫酷，却忽略了工具不该是

方向、用好工具为客户创造价值才是方向。”这是前不久华为任正非的

发声，铿锵有力，直指要害。

制造业无疑是实体经济，更是中国工业智能化的主体。

当互联网巨头席卷市场，触动消费者时，传统制造业一时慌了神，

未来怎样走，才能一改颓势。正如“工具与方向”的关系，物联网接棒

互联网后，传统制造业已多少有了心理建设；新技术的出现，新模式的

尝试，都不能本末倒置，要明白技术、信息化是制造业主营业务的工

具，是保证“生产过程控制、生产环境监测、制造供应链跟踪、产品全生

命周期追溯、节能减排”的有效手段，未来便是一条充满光明的大道。

合理适宜地利用好物联网技术这个工具，清理流程的bug，疏通

机体，从内生发出力量，那么中国制造业才会赋有持久发展的生命力。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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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点系统推出 RF标签

保护

全球电子商品监控(EAS)供应

商和零售行业的 RFID解决方案公

司保点系统推出其MicroFlex解决

方案，旨在帮助零售商减少过去难

以防范的商品外部丢失。大多数零

售商都选择进行公开展示商品让用

户在购买前进行试用，通过实现与

产品的全面交互来改善客户体验，

同时防止盗贼窃取。

DRB系统向洗车公司售

出700万张FastPass标签

DRB 系统公司已向 Chicago⁃

land Wash U 的洗车客户出售了

700万张 FastPass标签。Wash-U

是一种新的洗车系统，能够节省部

分水和动力。目前，该公司在Plain⁃

field 和 Villa Park 拥有洗车场所。

FastPass 计划旨在通过 RFID 和

SiteWatch Xpress Pay Terminal为

客户提供洗车服务。

重庆江北机场 T3航站

楼现黑科技

重庆江北机场T3A航站楼使用

行李通道识别系统和滑槽识别验证

系统。这两套系统平时隐藏在机场

“看不见”的后台运转系统中，利用

RFID技术，将旅客托运的行李快速

准确地送到相应的航班飞机上。

阿里无人零售店应用

RFID 技术

阿里无人零售店中已使用了

UHF RFID技术，它的店面读写设备

布置在收银环节。顾客在进入无人

零售体验店后，会领取一个专用的

购物篮，然后将选购的商品放进此

购物篮中;这种做法是为了让UHF

RFID标签离开人体，以方便正确读

取。当顾客进入无人结算通道时，

只被允许单人通行，这样做也是为

了防止标签的窜读，以免发生结算

错误。

自行车商店 Bike Lane

使用RFID技术

休斯敦地区最大的自行车销售

和维修公司 Bike Lane 正扩展其

RFID解决方案，用于跟踪维修、待售

自行车。该系统使用了手持式读卡

器、RFID标签以及应用程序在店内

收集读取数据。使用 TracerPlus

RFID标签定位方案，商店人员将使

用具有唯一 ID 号的 EPC 超高频

(UHF)RFID标签附着到箱子上，然后

将标签及自行车信息记录在纸上。

公司可记录仓库自行车信息。

GE医疗推出BLE医疗

资产跟踪技术

GE医疗推出了Encompass解

决方案，旨在帮助医院管理移动资

产清单，降低管理成本并实现更好

的资本配置。

该方案可帮助医疗服务提供者

实时查找关键的移动资产，从而减

少搜索设备的时间，将更多时间投

入在患者服务上。该系统利用了医

院现有Wi-Fi网络以及BLE无线技

术。系统可在几天内完成安装，无

需开放天花板或将电缆埋入墙内便

可完成部署。

斐济航空应用RFID

斐济航空公司正在整合应用无

线射频识别(RFID)以加强客舱检查，

部署环节包括机上的各类急救设

备，如救生衣、救生筏、氧气瓶、灭火

业界信息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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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座椅安全带、耳罩、手电筒、救生

包和氧气发生器等，机型有 A330、

B737、ATR和双水獭舰队。该航空

公司已安装 4000多枚超高频RFID

标签在其整个机队的15架飞机上。

SALTO推酒店电子锁

酒店领域电子门禁解决方案制

造商 SALTO 系统推出 AElement

Fusion系统，该系统使用了一款内

置读卡器的电子锁以及读取时会发

光的交互式光环。AElement Fu⁃

sion 兼容 RFID 和 BLE 技术，可与

SALTO 系统公司的 Justin Mobile

在内的移动应用集成。JustIN Mo⁃

bile应用可以通过云安全地进行通

信，并在线发送房间钥匙给住客。

该加密数据使用SSL AES 128位加

密技术以确保安全传输。

京东金融联合北京银联

推出京东闪付

近日，京东金融宣布旗下NFC

支付新品——京东闪付正式上线。

京东闪付是京东支付基于银联“云

闪付”合作的NFC创新产品，与目前

市场上流行的“扫码付”二维码相

比，京东闪付能为用户带来更加安

全、便捷的支付体验。除京东商城

等线上消费外，用户在银联近 1000

万台“云闪付”POS机上都可使用京

东闪付。

村田收购 ID-Solutions
日本电子零组件大厂村田制作

所(Murata)宣布购并意大利的无线

射频(RFID)技术新创企业 ID-Solu⁃

tions，购并金额超过 20亿日元 (约

1790万美元)。

海尔洗衣机发布行业首

个RFID衣物识别标准

海尔洗衣机与洗护行业相关的

服装、家纺等各品类知名企业，就

RFID衣物识别技术进行标准研讨，

并现场发布1.0版本的联盟标准，将

在各自的品牌领域协同推广。中国

纺织科学研究院标准化研究所正式

向服装、家纺等行业发起标准倡议，

号召相关行业积极加入到衣联网生

态，为用户提供更加便捷的穿衣与

洗护解决方案。

电装推出袖珍型 RFID

扫描仪

电装（Denso）日前发布新款袖

珍扫描仪 SE1-BUB-C，将助力实

现短距离、一对一RFID应用。该扫

描仪内置RFID技术，适用于短距离

RFID标签应用。它可以与智能手机

和平板电脑轻松连接，并与 iOS、An⁃

droid 和Windows 操作系统兼容。

该扫描仪可避免误读附近的其他

RFID标签，可简单的通过扫描设置

码与其他蓝牙设备进行连接。

Actility与Octonion加快

LoRaWAN项目部署速度

LPWA网络全球领导者Actility

与端对端 IoT软件平台提供商Octo⁃

nion建立合作伙伴关系。Octonion

将加入 ThingPark生态系统，为 IoT

开发人员和客户提供平台，将物联

网产品开发速度提升 4倍。系统集

成商或用户通过按照他们想要的方

式构建一个具有传感器和无线连接

的系统。用户可以将功能块集成到

一个 Superbase上，以构建一个包

含无线连接和传感器的系统。目

前，已有数十家工业公司正在试用

该技术来追踪工厂环境及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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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位 RFID标签和丝印

印刷电路的读出系统面世

Quad Industries、Agfa、imec

和TNO展出一款塑料12位RFID标

签和带有丝印印刷电路的读出系

统。该系统集成了一个屏幕印刷天

线和印制触摸用户界面，可实现在曲

面上读取。

该产品是针对徽章安全应用而

设计的，同时也可用于智能包装，可

穿戴设备及交互游戏等应用。可以

固定在弯曲包装上并集成在日常用

品中。

该系统典型的应用包括物品级

识别，智能食品包装，品牌保护和徽

章安全。RFID标签需要通过专用

RFID阅读器在2厘米的范围内进行

读取。

Skyworks 推出多标准

物联网前端模块

Skyworks 日 前 推 出 新 款

2.4GHz 全 集 成 前 端 模 块 (FEM)

SKY66113-11，该产品支持 BLE、

802.15.4、Thread 及 ZigBee。该设

备是用于物联网场景的前端应用程

序，可穿戴设备及工业市场中。可与

语音助手、传感器、信标、智能手表、

温控器、无线摄像机、无线耳机、医疗

吊坠和助听器配合使用。

该放大器可将无线范围增加一

倍以上，并将接收灵敏度提高到

7dB。

Talkin'Things推出NFC

智能包装

Talkin'Things宣布其智能包装

系统将支持 iPhone手机，允许用户

扫描嵌入在智能包装内的 NFC标

签。该软件更新专用于 iPhone 7和

7 Plus，能够为全球1.2亿 iPhone和

7 Plus用户提供智能产品，通过将该

系统应用进包装中，该系统可提供一

个防伪的产品通信平台。

智能包装可帮助产品在货架上

进行营销，通过智能手机与消费者进

行对话。Talkin'Things解决方案可

以在不与收银员系统集成的情况下

进行使用。通过根据客户行为分析

和大数据，为消费者提供购物奖励。

Purple Deck Media 推

出NFC系统

Purple Deck Media 推出面向

小型企业级业务的近场通信(NFC)解

决 方 案 TapLive，该 方 案 可 与

iPhone 7和更新型号的苹果产品兼

容。最近的WWDC大会上，苹果宣

布其 iOS 11操作系统将支持读取

NFC标签。

标签可以进行编码，锁定和安

全保护，它们提供的内容可以通过云

端进行控制及管理。这样可以鼓励

消费者店内互动，同时通过收集大量

数据和分析来为管理者提供有价值

的信息。

RFID在航空领域广泛应

用

根据SITA最新的报告指出，利

用 RFID技术已将不当行李数量从

2007年创纪录的4690万件，减少到

了 50%，为行业节省了 224亿美元。

航空公司开始普遍使用RFID技术，

如达美航空、汉莎航空等引入RFID

技术，帮助解决行李跟踪、飞机维护

中存在的问题。

意法半导体推一站购足

物联网方案

全球知名半导体供货商意法半

导体针对智慧生活等物联网应用情

境推出系列解决方案。在智能汽车

方面，意法半导体将致力于提供更安

全、环保且易于(指跟驾驶人与其他

智能设备)链接的解决方案，例如汽

车专用 IC、离散功率组件、模拟 IC、

功率转换器等等。

在物联网应用方面，则专注于

智能家居、智慧城市、智能工业与智

能产品等领域，推出数字 ASIC、影

像、温度、压力等MEMS传感器等产

品。除了完整的产品线，意法半导体

还投入大量的资金与资源优化研发

能量，以及提供弹性的制程服务。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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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ar实时数据提升车

辆安全性

智能车队管理技术提供商 Zo⁃

nar推出一款专为Zonar平板电脑设

计的应用程序Zonar Count，可以让

用户准确计算出入口车辆的乘客数

量，并跟踪平均旅行时间、行程长度

以及单次行程运营成本。

Zonar Count只能在车辆停止

时进行使用，驾驶员可以唤醒其平

板电脑进行计数，确保驾驶员在操

作车辆时不会分心。通过触摸屏

幕，驾驶员可以将该数据传输到安

全数据库。

Fujitsu推出物联网系统

开发平台

Fujitsu组件公司宣布推出基于

BlueBrain传感器的 IoT系统平台。

BlueBrain物联网开发平台现已支持

开发板和接口板，允许设计人员通

过蓝牙创建无线监控和数据采集系

统。基于BlueBrain传感器的 IoT系

统平台预计将在今年夏季作为标准

产品进行发布。

SGS计划在非洲进行冷

链货物RFID技术部署

瑞士检验、验证、测试和认证服

务公司SGS日前正与几家非洲企业

进行洽谈，使用RFID技术对卡车运

输的冷链货物进行跟踪，从而防止

盗窃。目前，一些非洲机构和石油

公司已经使用了 SGS提供的 RFID

方案OMNIS ，以提升石油和天然气

运输的可追溯性。

该技术可帮助用户管理货物(如

石油和天然气)位置，并在卡车通过

供应链、道路和跨界移动时确保其

未被篡改。OMNIS系统减少了肯

尼亚税收局(KRA)和其他机构的货

物损失。

CISC 推标签测试仪器

RFID Xplorer

CISC 公司的标签测试仪器

RFID Xplorer，可 用 于 测 试 RAIN

RFID标签的性能及一致性。该系统

为世界各地的检测标准提供了测试

技术，同时提供了一种方法来描述

不同标签的物理属性。Xplorer标签

性能测试仪的标签数量分析工具可

让用户在图上查看标签的最低响应

功率。用户便可对方案进行优化并

发现特定应用场景的潜在弱点。

Actility 与 Octonion 建

立合作关系

LPWA网络全球领导者Actility

与端对端 IoT软件平台提供商Octo⁃

nion建立合作伙伴关系。Octonion

将加入 ThingPark生态系统，为 IoT

开发人员和客户提供平台，将物联

网产品开发速度提升 4倍。Octo⁃

nion 还 加 入 了 ThingPark 计 划 。

ThingPark生态系统内的开发人员

可以充分掌握项目的所有权。

Kinduct 与 Zebra 合作

开发橄榄球训练工具

体育表现数据分析公司 Kin⁃

duct技术正将 Zebra提供的超宽频

(UWB)技术运用于NFL等体育联盟

的运动员管理系统中。自提供带

UWB功能的解决方案之后，十几家

专业电车车队已开始使用该技术。

Impinj推出新款固定式

读卡器

Impinj 日前发布新款固定式

企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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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 RFID读卡器，该读卡器仅有

一个端口，专为较小的特定应用而

设计，适用于零售商、医疗保健和物

流 领 域 。 Speedway R120 RAIN

RFID阅读器旨在与空间较小项目中

的手持式读卡器进行竞争，其价格

也具备相当竞争力。

Smartrac推出 RFID电

缆扎带

Smartrac推出集成 RFID标签

的电缆扎带产品系列Ratch。该扎

带适用于高频(HF)和超高频(UHF)频

段，可用在起重、汽车配线和供应链

以及海上作业等关键设备的索具或

电缆上。电缆扎带中集成了应答器

单元，能有效防止欺诈。新的Ratch

标签非常适用于许多安全关键领

域，可标记以前难以识别的物品。

远望谷推出布草库存管

理移动解决方案

近日，远望谷纺织服务业务宣

布推出应用于洗涤行业、酒店与医

院服务的布草库存管理移动解决方

案ACUITY Connect，该方案具有小

巧、高性价比等特点。

ACUITY Connect 将 高 性 能

UHF手持式读写器与基于云计算的

移动应用程序结为一体，具备蓝牙

功能，配合界面APP应用，能够在不

同场合快速有效地清点布草，包括

布草从洗衣房送达酒店或医院、布

草分发给不同科室或楼层、布草进

入库房，以及脏污移交给洗衣房。

RedBite 开发低成本

RFID资产管理方案

随着标签、读取器和软件的成

本持续降低，英国剑桥物联网软件

厂商RedBite开发出低成本资产管

理方案 itemit，内建专属应用程序

(App)，适用于 iOS和Android系统。

iDTRONIC 推 出 新 款

RFID门锁

iDTRONIC推出三款采用射频

识别技术的新门锁。ID Lock 2000

是一款适用于健身中心、酒店和公

共储物柜的储物柜和抽屉的紧凑型

无线锁。该款电子锁采用投币开锁

形式。关闭时，ID Lock 2000会自

动锁住。ID Lock 3000则适用于室

内，配备了RFID技术开关锁功能及

一个手动旋转旋钮。 它可以用于木

制和金属门。ID Lock 4000电子号

码锁适用于橱柜上。

伊泰特伦RFID智能货

架系统助力波司登

近日，国内最大规模的羽绒服

品牌波司登牵手伊泰特伦Etagtron，

在其展厅内部署了伊泰特伦智能货

架系统，实现其智能化管理。该系

统是伊泰特伦公司专门为零售行业

尤其服装行业研发的一款基于RFID

技术并以提升客户体验和提高门店

管理效率为目标的软、硬件系统。

HID收购Ario系统扩展

政府 ID业务

身份辨认解决方案提供商HID

宣布收购政府领域实体及数字识别

方案提供商Ario Systems SAS。通

过本次收购，HID将可为政府项目提

供eID及电子护照解决方案。

SDG系统推出数据收

集中间件

数据采集软件供应商 SDG

Systems推出适用于Android和An⁃

droid Things的 Blue ID-Engine中

间件解决方案。ID-Engine是一个

模块化软件框架，支持多个厂商的

UHF RFID和条码扫描硬件。SDG

提供一个 Java SDK与Android Stu⁃

dio进行集成，以快速构建和部署智

能自动识别和物联网解决方案。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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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et推管理网络服务

广域网(LPWAN)提供商Senet

推出物联网云网络管理服务，以帮

助通信服务提供商(CSP)其物理资

产上部署LoRaWAN服务，监督网络

基础架构，管理权限控制。

Senet的物联网管理网络服务

的关键要素包括运营支持系统

(OSS); 用于集中设备控制和报告的

基于云的网络控制器;用于终端设备

的网关管理和射频管理的无线电接

入网络管理;包括监控、故障排除和

RF报告在内的网络维护工具;网络

提供商管理门户;多角色应用/客户

管理;具有数据聚合服务，可视化工

具和双向 REST流式 API的应用控

制器和安全控制器;供应商品牌选

择; 业务支持系统(BSS); 计费支持，

包括定制集成到ERP系统;以及一个

用于终端设备登记，集成设备跟踪

和应用程序特定网络映射和系统健

康工具的应用程序提供商门户。

Kerlink、myDevices 达

成合作关系

物联网(IoT)网络解决方案的专

家和全球领先企业Kerlink与物联网

解决方案公司myDevices宣布整合

双方技术，以加速物联网智能应用

和服务的设计和上市。两家公司正

在将 Kerlink 核心网络管理平台、

Wanesy RAN(无线电接入网络)及

其更轻量的嵌入式版本 Wanesy

SPN(小型专用网络)中的API集成进

myDevices的Cayenne物联网项目

开发平台中。

Apple Pay的NFC会员

功能开始在华上线

近日，Apple Pay的 NFC会员

功能将在亚太区全面推广，连锁商

户味多美已经上线该功能。Apple

Pay的NFC会员卡除了可实现会员

的积分累积及抵扣、消费满减优惠

外，还具有针对门店的客源引流、老

客及新客营销、顾客大数据分析及

营销等功能。NFC会员卡是苹果在

现有的Apple Pay支付的基础上，在

Wallet应用中增加的一项会员优惠

的新型卡券业务。

NEPS 推出 RFID 系统

适用于医疗领域

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NEPS日

前推出一套软件工具GreenSun，旨

在增强并简化医疗及康复行业实验

室、工厂及产品标签。使用Green⁃

Sun，种植者、实验室及药房可以根

据需求生产动态彩色标签。Green⁃

Sun可提供整个生命周期的规范和

控制。可让跟踪及稽核过程更简

单，从而让敏感材料及其加工区域

得到监管。

丝丽推出RFID芯片防伪

系统

丝丽玻尿酸是由法国 VIVACY

公司生产的全球唯一一款能抗氧化

的填充玻尿酸。使用创新的 RFID

电子防伪和可追溯标签，消费者可

以非常快捷查询丝丽产品是否为正

品，有效防止产品被造假。不管在

哪个国家，只要拿到丝丽玻尿酸，在

手机上下载“MY VIVACY”app，轻松

一扫医患标签，系统就能自动识别

是否为正品。

小米选择保点系统公司

为其部署RFID解决方案

保点系统公司为小米提供的损

耗解决方案主要包括EAS天线和软

标签。

天线方面，保点系统公司为小

米门店安装了基于 RFID的架空式

Overhead 天线，作为一个 EAS 系

统，可以在盗窃发生时，识别被盗商

品的品名并发出警报。

软标签方面，小米门店选用了

保点系统公司的Wind M5 白色软

标签，员工可以在门店轻松地为手

机配件贴上此款 RFID标签。保点

系统公司已为小米完成了徐州和北

京2家门店的方案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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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批准，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以下简称编码中心）

牵头起草的《商品二维码》（标准号GB/T 33993-2017）

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商品二维码》标准由全国物流信息

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规定了商品二维码的数据

结构、信息服务和符号印制质量等技术要求，提出了统

一、兼容的商品二维码数据结构。

近年来，编码中心密切关注我国商品二维码发展面

临的机遇和问题，并高度重视《商品二维码》国家标准的

制定工作。编码中心领导强调这一标准是我国自动识别

与移动支付、电子商务以及大数据等领域的重要标准，对

于逐步规范我国开放流通领域二维码的应用，搭建二维

码良好生态系统，以及商品的跨国流通标识与信息互连

互通，将起到支撑和引领作用。

标准从立项开始，就得到众多生产企业、电子商务巨

头企业、三大运营商、自动识别领域的服务商以及科研院

所、各地方标准化机构等单位的广泛参与，起草单位多达

25家。

另外，基于《商品二维码》国家标准建立的国家二维

码综合服务平台即将上线，据了解，我国境内已有商品条

码的所有生产企业可以直接注册使用商品二维码。

（夏 涛）

《商品二维码》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重点关注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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