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任委员：张成海

委 员：

王冬生

刘中秋

李长军

闫 军

陈 春

张有光

罗方平

闵 昊

陆 捷

武 岳

孔洪亮

倪光南

刘 媛

钱 恒

梁志祥

曾隽芳

黄永友

董述恂

叶向东

田 捷

刘国尧

李 健

沈世滨

张 琳

陈祖涛

张革军

杜利民

林行刚

金国藩

郭哲明

郭 军

奚君武

柴跃廷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杂志社

编辑委员会成员名单

版权声明

来稿凡经本刊使用，即付稿酬并奉

寄样刊。本刊同时进行数字发行，作者

如无特殊声明，视为同意将刊用来稿用

于网络传播，本刊所付稿酬包括该项授

权的报酬。

本刊未署名照片版权归本刊编辑部

版权所有。本刊文章及照片未经授权，

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复印及制作各种

电子出版物。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敬告读者

如发现本刊有缺页或装订错误，请

直接与本刊联系调换。

杂志社微信公众号

主管：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主办：中国自动识别技术协会

编辑出版：《中国自动识别技术》杂志社

社 长：孔洪亮

主 编：孔洪亮（兼）

副 主 编：刘 媛（兼）

执 行 主 编：刘 媛（兼）

执行副主编：郭哲明（兼）

责 任 编 辑：郑 昱

编 辑 部：杨 阳

市 场 部：高 明

综 合 部：武 炜

美 术 编 辑：商秋平

zazhishe@ancc.org.cn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8号
皇城国际B座四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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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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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价：20元/期
HK$50.00/期（港、澳）

US$10.00/期（海外）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东工商广登字20170002号
刊期：双月刊

承印单位：北京恒业印务有限公司

常年法律顾问：北京普盈律师事务所

毛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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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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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ganized: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Manufacture
Association of China

Published:《CHINA AUTO-ID》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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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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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or : Zheng Yu
Editor Department: Yang Yang

Marketing Department: Gao Ming
Comperehensive Department: Wu Wei
Art and Design Editor:Shang Qiuping

E-mail

Address: 4th Floor,BuildingB, Anding MenWai
Avenue,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No.138. Imperial

International centre.
Postal Code

Tel
Fax

Domestic Unitary Issue Number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ssue Number

Post Distribution Code
Domestic Distributor: Beijing Newspaper

& Periodical Distribution Bureau
Price

The Advertising Business License

Issue Date of Periodical: Bimonthly
Print: Beijing Caimo Color Printing Co., Ltd.
Legal Counsel: Beijing Huatai Law Firm

Mao Yabin

News Hotline
E-mail

Advertisement Hotline
E-mail

Issuance Hotline
E-mail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杂志社
理事会

北京东方捷码科技开发中心

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

广东旭龙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捷宝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

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

天津国聚科技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单位

理事单位

常务理事单位

副常务理事单位

北京华标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龙中网（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杂志发行用户分配图

《条码与信息系统》杂志发行用户分配图

厦门精瑞电脑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标准化研究院

斑马技术

深圳市铨顺宏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 第6期 总第69期

CONTENTS 目录

P35特别报道·SPECIAL FEATURES

CONTENTS 目录

P38特别报道·SPECIAL FEATURES

38 深圳市铨顺宏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石春磊

铨顺宏的RFID情怀

以物联网关键技术——RFID技术为核心，多元化配套的产品和服务，关注用户需求，关注

行业应用，打破行业界限，创新开发应用领域，为客户提供完整的、全面的技术解决方案；另一

方面，物联网时代已经不再是企业彼此的竞争，而是创建健康生态链的时代，扎根技术，横向联

合，合作共赢，这是铨顺宏科技的“全景式布局”。

42 恩福赛印刷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展

印刷电子的“天时人和”

47 斯道拉恩索中国业务发展经理张晓翔

斯道拉恩索：奏响智能包装新乐章

50 DHL供应链事业部首席信息官兼首席运营官Markus Voss

DHL：引领物流行业进入新纪元

6





2017年12月 第6期 总第69期

CONTENTS 目录

P34重点关注·FOCUS
34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等多部门举办质量提升、标准惠民活动

“标签连接中国 · 服务千县万企”走进丹东市

37 中交机电物资编码标准（一期）项目顺利完成验收

P28
资讯聚合·INFORMATION

•业界信息

28 TRAIS-X成国际标准

28 华盛顿公交使用RFID

•企业新闻

31 Harland Simon与GS1爱尔兰发布医疗业RFID
31 Enigma工业RAIN RFID套件

8





2017年12月 第6期 总第69期

CONTENTS 目录

P53
产业观察·INDUSTRY OBSERVATION

53 物联网为患者带来安全的医疗保健服务

56 大数据打造安全智能时代

英特尔：全面布局人工智能安防

59 人工智能：吸引80%企业投资 同时面临重大挑战

61 霍尼韦尔：引领“互联零售”

P63
管理服务·MANAGEMENT SERVICES

63 设备设施的分类编码初探

66 浅谈微波检测技术应用于高速流量自动采集

70 新一代协同办公信息平台的研究与实现

73 规范产品标签使用 服务企业指导消费

10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

•物联网事

先进的种植技术、智能化的管理方式

以及O2O营销体系结合起来，符合市场发

展方向和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打造“生态

链”，建立具有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标

准化、品牌化的效益农业。

•特别报道

可预测、受控制的生产流程对于为客

户交付高质量的产品至关重要。和其它

企业一样，P4Q Electronics采取自动化解

决方案以确保一致性和可预测性。Saw⁃
yer智能协作机器人帮助实现关键任务自

动化，避免由人类执行相同任务时经常出

现的质量差错。

下期选题预告▶▶▶

广告索引

·ADVERTISEMENT INDEX

迎新

杂志广告合作

Ecode平台

多米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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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国聚

汉信码

深圳市铨顺宏

食品安全

条码微站

医疗

中国商品信息服务平台

编码中心

宝洁

集保

联合利华

强生

雀巢

唯智

新型防伪技术展

广州商业支付系统设备展

上海国际物联网展

亚洲生鲜配送展

西部国际物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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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观察

仓储管理是现代物流发展催生的产

物，在国民经济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并在军事保障领域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建立符合中国军队特色的通用弹药

仓储信息化管理体系、提升通用弹药仓储

管理水平是其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环节。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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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重构生活

“我们总是高估在一年或者两年中能够做到的，而低估五年或十年中

能够做到的。这是因为技术的力量也正呈指数级增长，而不是线性增长。

所以它始于极微小的增长，随后又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爆炸式地增长。”

同样爆炸的还有 2017年的“双十一”，24小时，天猫交易额定格在

1682.69亿元。这个“爆炸”一定包括你、我、他。

表面上看，我们的生活被无处不在的信息包裹，手指动一动，就能实

现生活全方面的数字化。实际上，“数字化时代是整个商业逻辑的改变，价

值创造与获取的方式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产品（交易价值-使用价值）、

市场（大众市场-人人市场）、客户（个体价值-群体价值）、行业（边界约束-

跨界协同），所有的场景都在变。”

数字化真正的改变到底是什么？技术驱动整个系统加速，将会使得数

字化时代不仅是加速度的“量变”，更是底层商业和战略逻辑的“质变”。技

术革命淘汰工具、转换流程、更新管理模式，创造更大的新需求和市场新的

生存逻辑。

当数据、协同、智能这些要素碰撞在一起重构的商业系统，它将是一个

非连续性的，不可预测和非线性思维的商业存在。你准备好了吗……

本刊编辑部

卷首语Introductory 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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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S-X成国际标准

中国自主研发的物联网安全协

议关键技术 TRAIS-X，被国际标准

组织正式发布，成为国际标准技术

规范。TRAIS-X是物联网基础性创

新技术，属于射频识别空中接口安

全 TRAIS技术体系，是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空中接口安全协议。

华盛顿公交使用RFID

巴士行业 IT解决方案提供商联

合巴士技术公司(UBT)日前在华盛

顿DC Trails的随上随下双层巴士上

推出 RFID票务解决方案。每位游

客上车时获取到一个RFID腕带，同

时还可在巴士上下载一个专用应用

程序。用户可在该应用程序中查看

上车点及预计到达时间。该应用程

序还内置了交互式电子导游功能。

UBT还开发了一个新的网站，票务

平台以及定制的后端系统。

加拿大要求美国出口牛

佩戴RFID标签

根据美国农业部(USDA)动植物

卫生检验局(APHIS)发布的公告，加

拿大开始要求美国进口养殖牛升级

身份标识，自2018年2月1日起，每

只中的右耳将要求佩戴一个 RFID

标签及美国标记的纹身。

智能布料问世

华盛顿大学的科学家研究出一

款新型智能布料，这种布料使用导

线，而无需其他的电子元件。研究

小组通过操控磁化织物补丁的极

性，来编码不同类型的数据。到目

前为止，这些数据包括2D图像和比

特串，可以存储密码等信息。这些

数据可以用普通的智能手机读取，

只要手机内置了磁力仪。衣服还可

以正常洗涤、熨烫或烘干，数据不会

丢失。

京东联手中石化打造智

能加油站

近日，京东集团和中国石化销

售有限公司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随着双方合作的深入发展，创新

性的智慧加油站即将落地。中国石

化拥有 3万多座加油站和 2.5万个

便利店，利用京东的智慧门店科技

和智慧供应链，中国石化得以升级

自己的线下网点；京东也可借此进

一步扩展线下版图。

HID FARGO Connect

云解决方案落地

身份解决方案提供商HID Glob⁃

al 推出 HID FARGO Connect 云解

决方案，旨在简化 ID卡和凭证的发

放过程。通过方案，ID卡可以从任

何地方和任何设备通过信任环境中

的 Web 界面发行。 FARGO Con⁃

nect允许用户远程监控和管理零售

商品，避免缺货问题，更好地管理补

货流程。

民主博物馆通过RFID举

办互动展

澳大利亚民主博物馆(MoAD)近

期通过RFID技术举办互动展览，展

示澳大利亚的民主史。该名为

RFID TRAIL 的解决方案由 EDM

Studio提供。13.56 MHz HF RFID

功能卡，每一个都有内置的 EDM

Studio RFID读卡器，用于指引学生

团队查看展览，让学生了解澳大利

业界信息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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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的民主史。

Smartrac展出物联网温

控器

在第 15 界全球冷链论坛上，

Smartrac展示了其温度记录器NFC

传感器以及一种电池供电的标签解

决方案。该NFC温度记录仪可使用

智能手机进行读取，实现快速的移

动数据控制和分析，帮助客户对出

货质量、库存和物流做出决策。

苏宁将在全国新开20家

“无人超市”

近日，苏宁旗下首家商用无人

店试运营结束，将在全国一线城市

拓展至20家。“无人店”采用先进的

人脸识别、射频识别(RFID)、大数据

等技术。所有首次进店的用户在进

店前只需通过苏宁金融APP绑定人

脸和银行卡，就可以刷脸进店。除

去无人店数量的拓展，苏宁计划在

美国硅谷、北京、上海、杭州、武汉、

南京总部共建核心 IT体系，在未来

1-2年内将 IT团队扩展至万人。

智能标识助力企业迎战

工业4.0
多米诺正在开启工业4.0新“征

程”，利用其赋码产品逐步将工业

4.0概念引入到客户整个工厂层面，

帮助客户迈出工业4.0的第一步。

全 新 的 Domino Cloud 和 i-

Techx智能平台，提供远程访问和监

控，实现无差错赋码和系统集成，智

能、互联将给赋码工序带来更多的

集中和简化。

全新上市的多米诺Ax系列连续

式喷墨喷码机集成了一系列感应器

来自动化系统监控，通过物联网及

Domino Cloud的共同作用，实现设

备的自动化、前瞻诊断及远程服务

支持。多米诺在赋码领域为企业实

现工业4.0添砖加瓦。

“发到家”无人便利店亮

相合肥

近日，由大润发飞牛网战略投

资的新零售项目“发到家”旗下的首

个无人值守智能便利店在合肥绿地

中心亮相登场。这是安徽省落地的

首个无人值守智能便利店。目前，

依托商超巨头强大的布点能力与供

应链基础，“发到家”已经开始全国

的无人值守便利店布局。

澳大利亚娱乐公司扩展

RFID信息亭

澳大利亚家庭娱乐公司FEG集

团在澳大利亚全境部署 1000个以

上的电影租赁亭。FEG将把业务从

实体店转移进信息亭内。Banyan

Hills软件平台的第一个应用程序

Canopy是一个内置RFID技术的电

影分发信息亭。该信息亭使用兼容

ISO 15693标准的 13.56 MHz高频

(HF)RFID读写器。该读写器可收集

影片上附着的RFID标签 ID号码、标

签关联了影片的相关信息。

ISO轮胎用 RFID工作

组第四次会议举行

近日，ISO/TC31/WG10(国际标

准化组织/轮胎、轮辋及气门嘴技术

委员会/轮胎用RFID电子标签工作

组)第四次全球正式会议在法国马赛

召开，会议正式提报至DIS(Draft In⁃

ternational Standard，国际标准草

案)阶段；并对《ISO/NP 20911 Em⁃

bedding methods for Radio fre⁃

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 tyre

tags》、《ISO/NP 20912 Testing

methods for Radio frequency iden⁃

tification(RFID) tyre tags》进行了充

分讨论。

UHF EPC标签提高物

联网环境RFID数据安全

格拉茨技术大学应用信息处理

和通信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开发

了一个基于RFID的系统原型，旨在

为开放物联网网络中保护 RFID数

据的安全。该技术可使用 VPN软

件，为传感及RFID数据提供安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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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UHF EPC RFID标签使用自己

的通信通道、互联网协议安全 (IP⁃

Sec)协议，并且可以在RFID读取器

做出响应之前进行认证。

Radley 在平台内集成

RFID技术

家具制造公司试用供应链管理

解决方案公司 Radley推出的 RFID

系统，以通过自动识别家具组件组

装过程，从而更好管理装配工作。

该公司在每个组件上放置了一个标

签并绑定了该组件的相关数据。随

着产品在组装流水线上移动，每个

标签都将被读取，并与正在组装的

产品进行绑定。如果组件与产品要

求不符，该系统将发出警告。

英国 BHSCT旗下医院

利用RFID标签追踪病历

英国北爱尔兰 Belfast健康与

社会关怀信托基金(BHSCT)将在旗

下皇家维多利亚医院 (Royal Victo⁃

ria Hospital)实施 Idox Health的 iFIT

物流管理方案，协助医院在保护患

者信息同时有效管理不断增加的病

历。iFIT利用可附加到病历上的无

线射频识别(RFID)标签。每个标签

都有唯一序号，能让医院工作人员

从约 4公尺远的行动装置上追踪其

位置。安装在医院内部关键位置的

RFID传感器将在标签通过时自动读

取标签，因此能监控标签医院内的

移动状况。

Connect＆ GO 为游乐

园、水上景点提供RFID腕带

Connect&GO在佛罗里达州奥

兰多举行的国际游乐园和景点协会

(IAAPA)贸易展上推出了专为娱乐和

水上乐园设计的最新可穿戴产品

Connect&GO Parkpass，可让游客

获得全连接体验。并且ParkPass允

许公园运营商深入了解消费者行为

和购买模式。实时收集的数据可以

在 Parkpass仪表板上进行显示，帮

助园区优化运营、制定销售策略和

营销计划，建立客户档案。

优衣库试点自助结账

日前，迅销集团董事会主席兼

总裁柳井正宣布，包括优衣库、GU

在内的迅销集团全球 3000 家门店

将使用RFID电子标签。RFID电子

标签将在一年内陆续引入门店。东

京市中心的十多家门店将开始试点

自助结账。

Misako使用NedapRFID

软件

西班牙时尚零售商Misako将

在 200 多家商店和配送中心使用

Nedap 的!D Cloud RFID 软件解决

方案。通过使用!D Cloud，Misako

可将库存准确率提升到98%。Misa⁃

ko在生产厂地时便开始对物品进行

标记。门店中，员工使用手持RFID

读卡器进行每周库存盘点，并使

用!D Cloud应用程序查看其状态。

当 ERP内物品数量和 RFID数量不

同时，!D Cloud系统将会发出提醒。

俄罗斯世界杯用球将植

入NFC芯片

“Telstar 18”(电视之星)为世界

杯官方用球，球面印有金色的俄罗

斯世界杯 LOGO，并内置智能芯片。

这款球使用了许多新技术以及创新

的NFC芯片，可以与智能手机进行

数据传输。每个用球生成一个独特

标识符，使用者能解锁专属数据信

息。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30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

Harland Simon与GS1

爱尔兰发布医疗业RFID
医疗行业RFID解决方案提供

商Harland Simon日前参与GS1爱

尔兰的解决方案提供商计划。GS1

爱尔兰和Harland Simon将共同合

作为使用GS1标识符、条码及RFID

技术跟踪库存的企业提供支持。

Harland Simon主要提供兼容 GS1

的无源RFID标签，以帮助医疗服务

提供商改善医疗设备等资产的利用

及跟踪。

Enigma工业RAIN RFID

套件

CAEN RFID和 HCE工程公司

推出 Enigma 工业 RAIN RFID 套

件。该集成解决方案旨在为GNU /

Linux操作系统实现 RAIN RFID标

签读取。Enigma 工业 RAIN RFID

套件配有Debian 8.0操作系统以及

供用户开发RAIN RFID应用程序的

软件。该套件内置了一个24伏直流

电源、标准连接器和一个带RGB接

口的TFT面板。该套件还配备一个

触摸屏。

SMB移动设备问世

Zebra推出的坚固型移动计算

机 TC20，旨在满足中小型企业

(SMB)的需求，适用于零售和酒店等

行业的中小型企业的室内应用。

TC20采用Mobility DNA技术，以及

Datawedge、 StageNow、 Power⁃

Precisions 和 Mobility Extensions

等软件生态系统，帮助用户简化部

署管理和故障排除。

长距离UHF RFID入口

读卡器助力零售和仓储应用

自动数据采集和工业自动化解

决方案供应商Datalogic推出DLR-

PR001 RFID入口读卡器，以助力零

售和仓储应用的 RFID部署。使用

运行LINUX操作系统的嵌入式计算

机，该入口读卡器可简化定制软件

和解决方案的开发。其板载计算能

力和连接性消除了对外部 PC和相

关电缆的需求。该设备可以直接连

接到天线或多路复用器，最多可连

接16个天线。

Fenotag、UBI推出小型

纺织品标签

近日，法国的两家技术公司开

发了一种小型、大功率纺织 UHF

RFID标签，适用于纺织品及制服。

这款无源UHF UbiTEX 1358纺织标

签 读 取 范 围 长 达 5 米 ，尺 寸 为

13mm*58mm*0.5mm。该标签内

置 Impinj Monza R6-P芯片。UBI

将其作为欧洲客户的洗衣和酒店解

决方案的一部分进行销售。

意法半导体发布内置微

型非接模块

意法半导体推出使用时下最流

行的手环、手表或首饰等时尚饰品

进行便捷安全的非接触式交易的半

导体技术。意法半导体独步业界的

ST53G 系统封装解决方案在同一封

装内将其市场领先的近距离通信

企业新闻

31



2017年12月 第6期 总第69期

(NFC) 技术和安全交易芯片整合。

NFC标签入门套件面世

NFC标签入门套件拥有 25个

NFC 标签，含 Type 2/4/5 NTAG 标

签，内置 ICODE标签 IC。该产品支

持不同应用需求的各种功能和安全

级别，这些标签与Android和Apple

iOS 11设备(包括平板电脑和手机)

兼容。

Alliance Rubber探索橡

胶制品RFID应用

橡皮制品公司Alliance Rubber

研发出一种新材料技术，在橡胶中

使用石墨烯技术，以集成RFID或近

场通信(NFC)技术。通过测试应用

石墨烯的橡胶是否会阻挡 RFID信

号，橡胶圈便可通过无线电传输、条

码扫描或改变颜色来读取产品或资

产的信息。该公司正与英国Sussex

大学研究橡胶中石墨烯技术的应

用，并计划在未来几个月或几年内

开发智能橡胶制品。

艾迈斯半导体推出NFC

传感器接口

艾迈斯半导体公司(ams AG)推

出 AS3956，这款动态 NFC标签 IC

可满足工业级质量标准，并为关键

性任务应用和具备持久使用寿命的

产品提供可靠性支持。AS3956动

态标签可通过主控制器实现传感器

和智能手机等任意NFC读取器之间

的非接触式连接。它支持满足NFC

Forum要求的NDEF数据交换通讯

协议，确保与任意NFC手机的互通

性，包括AppleiOS设备。

Xerafy 研发新款 RFID

标签

金属标签提供商Xerafy推出新

款Container Trak RFID标签。该公

司还升级了现有的 Cargo Trak 和

Versa Trak RFID产品。Trak系列的

新功能可适应多种安装方式，可用

于多种应用场景中。该标签升级了

读取范围，提升了长距离读取性能。

Flowfinity 应用 NFC 工

作流管理

工作流程应用程序供应商

Flowfinity Wireless将 NFC技术加

入到其企业移动应用软件中，帮助

用户更快地捕获和存储信息。该技

术正在几家消费品制造企业中进行

使用。

智能停车传感平台投入

使用

停车检测技术提供商Nedap推

出一系列智能停车产品，包括智能

停车传感器、停车指导应用程序和

网关。Nedap的 SENSIT IR嵌入式

传感器使用红外和磁场检测技术，

它可以完全嵌入安装进道路表面，

以防止积雪滑倒。传感器实时检测

各个停车位的占用情况。

Atlas RFID推出新款可

穿戴UHF RFID读卡器

新型可穿戴UHF RFID读卡器

可帮助员工在读取物品标签的同时

实现双手自由。该读卡器可穿戴在

用户手背上，套在员工两个手指上，

可确保读取标签时，充分利用双

手。Jovix应用程序目前适用于An⁃

droid设备，以及Atlas RFID的Win⁃

dows 10坚固型平板电脑中，并将

在 iOS系统上进行使用。

RFID 助力 Gefasoft 在

自动化装卸系统中避免错误

Gefasoft为自动化生产系统寻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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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模块化、可扩展且易于连接至控

制系统的稳定的 RFID系统。图尔

克的RFID解决方案BLident可以在

Gefasoft的自动化装卸系统中记录

正确的生产过程。

Rockwell Collins 使用

RFID技术满足客户需求

为了满足空客和波音公司的需

求，工业和安全印刷技术公司Brady

发布了第二代航空RFID解决方案，

以便为超高频(UHF)RFID系统客户

提供完整的 RFID打印和编码解决

方案。作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该

公司的软件、RFID打印机、手持读取

器和标签主要销售给了为空客服务

的欧洲公司。

新款移动计算机展出

自动识别和数据采集(AIDC)产

品及系统设计、制造和销售商 Ci⁃

pherLab近日展出坚固型移动计算

机和条码扫描仪产品。新款RS31 /

RS50系列触摸移动计算机及 9700

系列工业移动计算机专为仓库、物

流和供应链运营而开发。

新款可编程 RFID接口

模块研发

Turck通过 CODESYS推出了

具有PLC功能的 TBEN-L-RFID接

口模块，以便在HF和UHF应用中简

化 RFID集成和数据处理。该紧凑

型模块的控制器功能可以过滤和预

处理RFID数据，并与更广泛的控制

操作进行绑定，实现高速动态或多

标签RFID应用。

恩智浦集成NFC技术

恩智浦半导体公司推出全新

LPC8N04 MCU。 LPC8N04 MCU

是快速扩展的 32位MCU LPC800

系列(基于ARM® Cortex®-M0+)的

最新产品。LPC8N04 MCU经过优

化，集成具有能量收集功能的近场

通信(NFC)接口，可满足市场对经济

高效、短距离双向无线通信日益增

长的需求。

首款抗液体超高频电子

标签问世

英诺尔与德杉科技联合发布全

球首款适合于直接贴在液体包装表

面的高性能超高频电子标签，抗液

体干扰能力强、可以穿透一定厚度

的液体包装、多标签读取性好，解决

了当前无人零售液体包装的问题，

既可以适用于结算台，也可以适用

于自动售货柜。

Semtech研发一次性微

纳型电子标签

高性能模拟和混合信号半导体

产品及先进算法领先供应商 Sem⁃

tech日前推出其全新的微纳型电子

标签参考设计，一次性超薄低功耗

电子标签可以被集成到各种一次性

系统中或者粘贴到资产上，并由一

次特定事件触发后进行通信。基于

LoRa技术的低成本一次性电子标签

将于2018年开始供货，其产品形态

包括柔性胶带和纸衬底两种方式。

不接触皮肤式生命体征

监测成为现实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在

《自然·电子》杂志上发表了一种

RFID(无线射频识别)标签用于监测

人的生命特征。

使用的时候，标签附在织物天

线上，而天线则放置在皮肤附近，比

如衬衫口袋或袖口。RFID标签采用

了一种叫做近场相干传感的技术，

它能直接将病人的外部和内部运动

转变成射频信号。通过 RFID 读取

器接收后，信号传给计算机进行数

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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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等多部门举办质量提升、标准惠民活动

“标签连接中国·服务千县万企”
走进丹东市

重点关注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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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支持东北老工业基

地振兴，支持辽宁经济发展，2017年11月21—2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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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辽宁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辽

宁省标准化研究院、丹东市政协等单位在丹东市举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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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活动以质量提升、标准惠民、服务丹东、支持发展

为宗旨，充分发挥统一编码及自动识别技术在电子商务、

现代物流和对外贸易中的重要作用，提高丹东地区对标

准化编码等标签标识的认知度、使用率，促进企业标签标

识应用整体水平提升，服务智慧城市建设。

编码中心党委书记罗方平，丹东市政协党组副书记、

常务副主席林士宽，丹东市政协副主席王静，辽宁省标准

化研究院副院长张春野，协会副秘书长唐成，丹东市质量

技术监督局副局长王世东，丹东市工商联主席时燕等出

席活动。丹东地区近200名政协委员所在企业、工商联

会员企业的代表参加活动。

罗方平在致辞中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对质量强国

建设和标准化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是做好质量

和标准化工作的根本遵循。

他充分肯定与丹东市政协共同举办本次活动的重要

意义，认为本次活动一方面是丹东市落实辽宁省质量大

会精神、落实质量强省战略和标准化战略、落实省政府推

进品牌提升意见的重要举措，也是丹东市政协履行参政

议政职能、参与和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的有力抓手；另一方

面是编码中心、协会落实国家质检总局支持东北老工业

基地振兴、支持辽宁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国家质检总

局局长支树平在辽宁省质量大会上表示要一如既往地支

持辽宁质量发展，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助力辽

宁打造东北质量标杆、建设全国质量高地。作为质检部

门的重要一员，编码中心、协会愿意发挥技术优势，认真

履行服务我国产品质量提升职能，为辽宁省和丹东市开

展质量提升行动，实施质量强省、强市战略勇当先锋，贡

献智慧和力量。希望通过在丹东市开展“标签链接中国·

服务千县万企”活动和建立试点合作，能够早日取得丰硕

成果，并不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形成可复制的模式，将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党委书记罗方平致辞

GS1 统一编码标识是一项通用的国际标

准体系，是产品进入全球市场互联共享的唯一

“身份证”。编码与标识是物联网和互联网发

展的基础，也是大数据产业和智慧城市运行的

基础。在经济全球化、智慧化发展的时代，物

品流通已离不开标签标识，基于自动数据采集

技术的电子商务、产品溯源、供应链管理和智

慧城市建设等成为一种软实力，更是国际化发

展趋势。普及编码与标识，让更多的中小企业

采用符合国家标准、国际规范的编码与标识，

有利于推动智慧城市建设，促进经济转型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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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ID

丹东打造成全国开展此项活动的标杆。

林士宽在致辞中向编码中心表示感谢。他说，“标签

链接中国·服务千县万企”活动宣传丹东、服务丹东，给全

市质量、标准化、品牌事业的发展带来机遇，给市政协委

员所在企业、市工商联会员企业带来机遇，有利于提高企

业对符合国家标准、国际规范的GS1统一编码的认知度、

使用率，更好地适应大数据、物联网、电子商务快速发展

的需要，满足企业对标签标识的需求，给产业转型升级、

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对提高丹东市产品溯源、信息化

建设水平，推动丹东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张春野代表辽宁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等协办支持单位

表示，将积极配合编码中心、协会为丹东地区的试点服好

务，提升“丹东制造”产品安全水平，带动各方参与的积极

性，促进形成市场高效运行、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各参

与方得到实惠的“GS1统一编码标识+国家食品（产品）安

全追溯+品质品牌”的产业示范体系，推动丹东智慧城市

建设乃至推动辽宁经济发展。

会上，编码中心、协会与丹东市政协签署了《全面采

用GS1标准，实施食品（产品）安全追溯战略合作协议

书》。辽宁光华酿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可心代表参加活

动的企业，向辽宁中小企业发出了倡议，号召企业“自觉

采用统一编码标识，实现信息互联互通，使用符合国家标

准、国际规范的标签标识体系，提升信息化水平，为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发展服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来自编码中心、协会的专家，以及

协办此项活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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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食品

发酵标准化中心、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

究中心、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国家农业标准化与监测中心(安

徽)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就相关标准、技

术解决方案、产品溯源、食品安全监督

检验、多领域的应用案例和智慧城市建

设等内容进行了介绍和培训。

编码中心隶属于国家质检总局，代表中国加入国际

物品编码协会（GS1），是国务院唯一授权统一组织、协

调、管理我国商品条码、物品编码及自动识别技术的专门

机构，负责推广国际通用、开放、跨行业的全球统一编码

标识系统和供应链管理标准，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平台

和标准化解决方案。30年来，编码中心已发展成为推动

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特别是

近年来推动GS1统一编码标识在零售、服装、建材、医疗

卫生、食品农产品安全、物流供应链和智慧城市建设等领

域进行了广泛应用，并和阿里巴巴、京东等在电子商务、

移动端应用进行了深入合作。

本次活动是编码中心、协会继在北京、上海、江苏等

地举办区域性推广培训取得成功后，在东北老工业基地

开展的第一场活动。由于活动内容详实，既有权威的政

策解读，又有国际、国家标准的讲解，还有溯源等成功案

例的分享，以及区域性的试点合作协议签约，同时编码中

心还为参与试点的企业提供“国家食品（产品）安全追溯

平台”的对接服务等，受到与会代表的广泛好评。

此外，培训推广活动举办期间，罗方平、唐成与丹东

市政协主席李建潮进行了工作交流，李建潮对举办本次

活动表示感谢，希望能做好试点，将好的方案落实到丹东

特色产业比较集中的县区，为企业和基层提供全方位的

服务。 （唐 成）

重点关注FOCUS

36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

近日，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以下简称编码中心）与中

国交通建设集团（以下简称中国交建）在京召开《机电物

资编码标准（一期）》评审会。此次会议针对船舶及水上

施工设备、公路机电设施设备及材料、港口装卸输送系统

设备和轨道交通设备及材料的编码进行了评审，与会专

家一致同意中国交建设备机电物资编码标准（一期）评审

通过。

编码中心与中国交建从2012年开始，就设备物资编

码领域进行技术合作。由编码中心按照编码标准制定的

总体方针及工作流程，为中国交建制定统一、科学、全面

的设备物资分类编码，从而满足中国交建对设备物资统

计管理、统一采购需求。

由中国交建设备物资采购中心副总经理谢爽、编码

中心技术研究部刘巍对项目背景、实施过程、以及未来应

用等内容为专家进行了介绍。随后，中国交建各位专家

针对上述四项编码标准，进行了详细讨论。中国交建各

位专家一致认为，此四类机电物资分类编码全面、准确、

细致，能够满足实际生产施工中物资采购、统计等业务需

求，相关专家也对这四类物资分类编码提出了很多建设

性意见。该项目通过验收后，可提高电子化采购率，为中

国交建物资编码的建设、运行且在推进公司物资集中采

购方面做出突出贡献，为集团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

（王 佩）

中交机电物资编码标准
（一期）项目顺利完成验收

Aut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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