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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观察

目前，全球许多国家已经立法要求食

品生产和经营企业对食品进行追溯，这意

味着供应链中的每个参与者都必须记录

供应链中的前一个和后一个参与者。如

果参与方使用纸质文件，文件的实时性、

真实性和有效性难以保证，如果使用区块

链，将大大降低数据的真实性风险。尽管

区块链解决方案的成本未知，但是使用区

块链确实可以改善系统并降低欺诈风险。

下期选题预告▶▶▶

广告索引

·ADVERTISEMENT INDEX

人工智能

杂志广告合作

杂志征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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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保

联合利华

强生

唯智

京东

深圳物联网夏季展

上海无人店展

亚洲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展

C- star 2018
亚洲生鲜配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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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报道

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快速发展，通过

“互联网＋外贸”实现优进优出，发挥我国

制造业大国优势，扩展海外营销渠道，扩

大进口，提升国内消费，促进企业和外贸

转型升级。编码体系、数据采集如何在跨

境电商发挥作用，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进步加快实施共建“一带一路”等国家战

略，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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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端知本

2018的春天，色彩纷呈。

国家层面，世界瞩目的“两会”明确指出，改革更深化，中国经济将进

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中……

带着对人类的爱离开的霍金说过，“强大的人工智能的崛起，要么是

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事，要么是最糟的事。我不得不说，是好是坏，我们仍不

能确定。”不管怎样，人工智能的大势已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引导

它为人类服务。

有人把人类思维分为律师思维和科学思维两种。其中，律师思维，总

是结论先行，敌视一切不同的观点，只想证明自己是正确的；科学思维，不

执念于自己的观念，更愿接受新观点，适应趋势，把握新的机遇。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开放的世界，巨变的时

代，对企业来说，到底什么是根本。仔细想来，是一个企业的思维。那些具

备科学思维的企业，一定懂得见端知本，培养自身差异化能力，能够比竞争

对手更快推出新产品，服务消费者，实现技术落地应用，更高效率地把产品

传递给用户，给用户带来新的价值，进而实现商业模式的创新，建立自己的

强大王国。

本刊编辑部

卷首语Introductory 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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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推出首个粮食行业

物联网示范工程

日前，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

政部联合推进的“国家粮食储运监

管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项目在深

圳市粮食储备库顺利通过验收，这

是我国粮食行业第一个物联网示范

工程。该项目旨在利用物联网技

术，提升粮食行业生产经营效率和

管理水平，实现国家粮食储备精准

化管理和智能化控制，从而进一步

保障粮食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

京东发布线下体验店

近日，京东发布了首个“无界零

售”线下体验店——京东汇。目标

是打造“摸得到的京东”和“场景式

体验交易中心”。森兰与京东合作，

实现在场景消费、商品互动、交易服

务、无人科技、线上线下融合等方面

的应用，同时京东的无人机、无人

车、无人店、无人仓也都有可能在其

中出现。

首家无人便利店落地

连锁便利店巨头 7-11的首家

无 人 便 利 店 亮 相 ，命 名 为“X-

Store”。该无人便利店整合采取了

国内外超过20家厂商的人工智能科

技，并研发了结合脸部生物特征辨

识、商品辨识、电子标签、IOT系统、

智能语音系统、自动结账支付系统、

扫地机器人等多项高新科技。

Amazon Go 无人商店

正式开放

Amazon Go 标志的店面近期

将公开亮相，旨在重塑实体购物的

体验。商店要求消费者在进入时扫

描他们的手机，随后使用摄像头和

其它传感器追踪他们在店内购物时

的路径。在消费者从货架上取下商

品时更新虚拟购物车。客户的亚马

逊账户在客户选取并离开商店时会

收取相应的费用。

苏宁云店升级

全国首家苏宁易购云店 3.0在

南京开业。这是苏宁首次将刷脸购

物、无人店、智能家具体验等科技手

段集合在同一家商城当中。

共享单车解决方案突破

以恩智浦QN9080为基础的共

享单车解决方案目的是为了让客户

能快速进入设计量产阶段。此解决

方案支援近距离无线通讯(NFC)、低

功耗蓝芽(BLE)，以及GPRS技术为

基础的窄频物联网(NB-IoT)远端开

锁等多种开锁功能。该方案还具备

电源管理功能，支援充电功能、电量

检测功能、断电闭锁功能。

Hytera使用无线电通信

技术

移动无线电通信解决方案提供

商Hytera使用双向无线电通信设备

支持 ITTF非洲杯赛。通过嵌入式

RFID技术和数字混合双向无线电

话、语音通话并配备长时间的电池，

实现乒乓球比赛。无线电终端在整

个 ITTF欧洲杯非洲赛区内的得分、

裁判、运营、安全、饮料、餐饮和志愿

者方面都很高效。

传感器系统应用区块链

技术

德国弗劳恩霍夫光子微系统研

究所 (The 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Photonic Microsystems)宣布计划

将区块链概念应用到物流领域的无

线射频识别(RFID)传感器系统开发

之中，实现“去中心化存储”无线射

频识别传感器生成的数据。该研究

所为旗下客户开发了各种硬件和软

件解决方案，使用仿真技术分析他

们的个体需求。德国政府正在构建

业界信息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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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区块链技术管理法律框架，进

一步拥抱这一新兴技术。

管理系统监控供应链

Seldat 技 术 服 务 公 司 推 出

WMS360仓库管理系统，以监控供

应链。该模块化系统旨在提高各种

规模企业仓库的可视性、集成和控

制。用户可对系统进行定制，满足

业务运营需求。

该系统具有入站和出站规划、

库存管理、EDI网关平台、RFID跟

踪、与自动化硬件集成、全渠道集

成、任务监控和实时警报、客户门

户、商业智能仪表板等功能。

RFID助力寻找遗失校服

澳大利亚公司RagTagd与澳大

利亚校服批发商 Spartan School

Supplies签署协议，出售带有 Rag⁃

Tagd RFID标签的校服。在学校失

物招领区域放置具有无源 UHF

RFID读取功能的收集箱，同时在校

服上附着标签，RagTagd服务器上

的软件每天会跟踪盒子内的物品，

向家长发送信息。

RFID医疗存储方案问世

英国公司 Ingenica Solutions和

RFID 技术公司 Terso Solutions 合

作在英国推出基于 RFID技术的智

能存储方案。Ingenica公司的 360

/ Atticus解决方案是一种库存管理

和供应链工具，可以集成到Terso的

自动库存解决方案中，在医院环境

中管理存储物品。RFID技术可让该

系统监控高价值医疗设备及温度控

制的科学产品和药品。

House of Busby 部 署

RFID方案

南非零售商 House of Busby

在其约翰内斯堡的一家门店部署了

基于RFID的解决方案，以提高库存

可见度，减少用于库存盘点耗费的

时间。该方案使用Keonn的EPC超

高频 (UHF)RFID读写器并使用 Ad⁃

vanCloud软件来管理采集到的读取

数据。自该系统部署以来，门店库

存盘点时间从120工时减少到了30

分钟。

该零售商还在出口处使用该技

术确认是否存在未买单产品离开门

店，由于高架读写器可以在数米的

距离内读取标签。

Senior Bowl橄榄球赛使

用UWB RFID技术

美 国 大 学 生 橄 榄 球 Senior

Bowl比赛使用RFID技术。这一解

决方案是由Zebra提供有源UWB标

签、读卡器以及软件，在比赛及训练

中了解每个球员及球的位置、速度

及方向，这些数据会通过社交媒体

提供给粉丝。

NFC新标准申请专利

微软最近提交了一项专利，使

该公司有权在其 Surface 品牌的

Windows 10设备中使用新的近场

通信 (NFC)标准。可折叠的 Win⁃

dows 10设备会包含安全近场通信

(SNFC)技术。

微软最近也申请了可折叠手机

的新型铰链装置专利，专利集中在

铰链和自由停止技术的稳定性。

轮胎用 RFID电子标签

国际标准有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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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次全球正式会议在意大利罗马召

开。

工作组将《ISO/NP 20911 Em⁃

bedding methods for Radio fre⁃

quencyidentification(RFID)tyregs》、

《ISO/NP 20912 Testingmethods

for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tyre tags》这两项国际标准由

WD(工作组草案)阶段推进至CD(委

员会草案)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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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频NRP-R2000系

列新品研发

恩 瑞 普 自 主 研 发 的 NRP-

R2000模块系列采用 Impinj超高频

阅读器芯片及ARM处理器，实现了

高速读取和数据快速运算，该产品

适用于停车、仓库管理、资产管理、

生产线自动化等领域。

FEIG推出交换机

FEIG Electronics开发出一款

可以让单个读卡器覆盖两个门禁门

的Wiegand交换机。该交换机外形

大约为 4英寸 x 3.5英寸 x 8英寸，

设备使用DIN导轨安装，为企业提

供价格合理的基于 RFID的解决方

案，无需在每个访问点或门部署

RFID读卡器。

1美分RFID标签面世

Compass Marketing 公司日

前为Powershelf开发出一个1美分

的超高频(UHF)RFID标签，可跟踪存

放在配备 RFID读卡器的货架上的

产品。这款低成本标签可与其智能

货架解决方案的UHF RFID功能结

合使用。

索尼实现无线充电技术

索尼 3月 2日申请了一项新专

利，利用NFC(近场通信)技术，根据

专利描述，两台设备可以通过NFC

技术进行充电，任何可以植入NFC

芯片的设备都可以，包括家电、路由

器以及手机等。这一技术不局限于

智能手机，可以应用于“便携式消费

电子设备”。

游戏机PlayTable研发

旧金山初创公司 Blok.Party开

发了一款触摸屏尺寸达 24英寸的

PlayTable桌游主机。这款主机将使

用区块链技术，追踪用户的数字收

藏品。通过这款机器，玩家可以让

玩具变成自己在数字世界里的专属

收藏品。借助RFID标签，玩家可以

将游戏角色带到朋友家里，在另一

台 PlayTable上游玩。玩家还可以

交易角色——交易会在区块链上经

过验证。

Comprion 推故障排查

系统

测试解决方案提供商Compri⁃

on推出一款名为 CL Development

的NFC测试产品。CL开发产品是

一个模块化系统，由不同的硬件和

软件组件组成，可配置为匹配特定

的测试案例。该系统可用于验证接

口设计、执行功能测试或验证互操

作性。

CCEP推新式售货机

可口可乐欧洲合作伙伴(CCEP)

结合最新的可口可乐汽水出售机，

并搭配可再次填充的容器展开研

究。该项目采用内置微型芯片，能

够与自动售货机的技术发生作用，

确保学生和教职员工能够购买的所

有软饮均采用可重复使用瓶子包

装。瓶子包含的 RFID芯片能够直

接与 Validfill 的售货技术发生作

用。在确保完成支付的同时，该技

企业新闻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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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还允许可口可乐欧洲合作伙伴追

踪可再次填充瓶子的使用次数以及

最畅销的饮料。

喜来快递专利技术研发

喜来智能移动快递柜已研发成

功，该智能移动快递柜具有自动驾

驶、自动定位、路径导航识别、包裹

存储、摄像头拍照、录像、人脸识别、

条码扫描、二维码扫描、RFID识别、

WiFi连接和4G通信等功能，主要用

于解决快递无人化收件和派件，实

现预约服务和夜间服务。同时可以

完成外卖配送、同城跑腿和安全巡

检等任务。

收费读卡器Titan面世

香港 RFID硬件、标签提供商

SSI推出多协议收费读卡器 Titan。

该读卡器专为高速收费系统而设

计，支持四种天线和多种RF通信协

议，包括 ISO 18000-6C / 63、TDM

(IAG)、ISO 18000- 6B- 80k、ISO

18000- 6B、ISO 10374(ATA)、Title

21(T21)、 Artefato SJ5511 和

FLEX。该读卡器具有蜂窝信号抑

制、多普勒补偿和预失真优化特性。

瑞士 Datamars 推出动

物识别微芯片

Datamars动物识别产品包括

玻璃封装和聚合物封装的 RFID微

芯片及各种微芯片扫描仪，用来满

足动物标识、临床兽医专业人员及

动物控制人员(参与调查和研究癫痫

发作)的各种特殊需求。该芯片有米

粒大小的玻璃材质应答器，尺寸仅

为13.3mm(长) x 2.12mm(直径)，为

全双工(FDX-B)产品。应答器里面

含有一个无线线圈及一个微芯片，

微芯片不需要电池，里面包含一个

唯一的、不可擦除的RFID号码。

混合型RFID标签面世

英国科技公司 Extronics推出

增强型有源 RFID标签产品。该标

签拥有无源HF RFID和主动Wi-Fi

传输功能。这款增强型标签是基于

Extronics的 iTAG100标签开发的，

使用了有源Wi-Fi传输，并内置了一

个用于访问控制的无源RFID标签。

保点推NEO电子板

保点系统公司将对其旗下EAS

天线进行升级的同时推出了NEO电

子板。这款新型的电子板将会颠覆

门店传统的射频 EAS解决方案，它

可以让传感器成为连接多个门店的

关键元素。NEO也将被运用于保点

一系列新款天线中。

恩智浦推出新型单芯片

全球首款集成嵌入式安全元件

(SE)、近场通信(NFC)和eSIM的单晶

粒芯片组日前问世，恩智浦还推出

了业界占位面积最小的SU070独立

eSIM解决方案，适合智能手机、平

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及其他需要低

功耗蜂窝连接通信的物联网设备。

Senseon Secure Ac⁃

cess展出RFID锁系统

Senseon的无钥匙系统使用专

有技术帮助零售商保护珠宝、消费

电子等高端商品，同时提升用户体

验及效率。RFID Senseon系统可

以与现有的机柜、箱子及其他门禁

系统集成。该系统的强度是传统锁

具四倍，授权员工随时进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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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23-24日，全国物品编码工作会议在西安

顺利召开。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以下简称编码中心）主任

张成海在会上作工作报告，编码中心党委书记罗方平主

持会议。陕西省质监局副局长李晋利参加会议并致辞。

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分管领导

及物品编码机构分支机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国家标准委工业二部主任戴红代表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副局长田世宏出席会议并作讲话。她充分肯定了

物品编码工作的成绩，对做好新时代物品编码工作提出

了殷切希望。她指出，全国物品编码工作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围绕中央提出

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凝心聚力、锐意进取，认真开展质量

提升行动，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强化核心业务发展，提升

国际化工作水平，不断推动我国从国际编码大国向编码

强国迈进。

张成海代表编码中心作了题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开启新时代物品编码事业新征程》的工作报告。他在报

告中回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过去一年以来的物

品编码工作。同时提出了新时代开启物品编码事业新征

程的新思路、新目标和应当做到“八个坚持”，并强调，

2018年全国物品编码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围绕物品编码与

自动识别技术这一条主线，重点要做好七个方面工作。

罗方平作会议总结时表示，这次会议，既对今后一个

时期全国物品编码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又对今年的工

作做了重点安排，将对物品编码事业产生长远的影响。

（邱江风）

2018年全国物品编码工作会议
在陕西召开

重点关注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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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中国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维护

自由贸易。推动多边贸易谈判 进程，并加快亚太自贸区和东亚经济

共同体建设。

随着全球经贸一体化的深度融合和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GS1全

球统一标识系统在助力我国中小卖家实现品牌化“出海”中发挥不可

或缺的作用。

2018年3月28日，中国物品编码中心（GS1 China）

（以下简称编码中心）与eBay在深圳正式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旨在全面提高商品条码(GTIN, Global Trade Item

Number) 覆盖率，提升中国商品在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的

曝光度和可信度，助力中国制造业走向品牌化、国际化的

发展道路。

编码中心总工程师李建辉在签约仪式致辞中表示：

“编码中心一直致力于按照国际通用规则，在我国推广国

际通用的、开放的、跨行业的GS1全球统一标识系统和供

应链管理标准，向社会各界提供全球标准化支撑技术服

务。经过40多年的发展，商品条码作为GS1系统的核心

和基础，已经发展成为一套全球先进的、通用的、开放的

标准体系，包括编码标准、标识标准、数据交换标准等，与

ISO标准兼容，不仅能查验产品信息，识别生产厂商的合

法身份，还能连接产品整个生命周期，打通产品从原料采

购、生产、储运到销售的供应链全过程。目前，这套系统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与eBay达成战略合作

商品条码标识
助力中小企业实现品牌化“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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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在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50万家企业广泛应

用，覆盖了快速消费品、零售、制造、物流、电子商务、食品

安全追溯、医疗卫生、建材等各个行业和领域，全球每天

通过商品条码实现交易达60亿次。截止2017年底，我

国已有超过 30万家商品条码系统成员，8000多万种商

品获得了专属于自己的商品条码。eBay是跨境电商行

业的引领者，本次和eBay的合作将为更多的具有商品条

码的中国卖家带来包括商品流量、数据服务和商品管理

等多方面的便利，让更多中国商品通过统一的商品编码

进入到全球市场。”

“产品条码标准化给卖家的好处远远超出了运营管

理上的便利，据eBay数据显示，在时尚和电子等标准化

要求高的品类里，有商品条码的产品年销售额显著高于

没有商品条码的产品。”eBay跨境贸易事业部中国区总

经理郑长青在签约仪式中表示，“企业申请商品条码的前

提是要拥有自己的品牌。在跨境贸易全球化的进程中，

品牌建设对中小卖家来说很重要，有全球‘身份证’的产

品品牌尤为重要，因为品牌不仅代表了企业的形象，还是

产品品质和市场认可度的标志。秉承为中国品牌出海保

驾护航的使命，eBay会积极推动卖家采用标准化的商品

条码，调动一切资源为卖家提供全方位扶持，尽全力帮助

其在海外市场发展取得成功。”

编码中心携手 eBay达成战略合作，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不仅是物品编码围绕新业态发展需求、服务我

国跨境电商产品质量提升的重要举措，也是物品编码围

绕国家外交外贸大局、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质

量强国的积极行动。

2018年，编码中心会陆续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

义乌五地举行eBay的卖家峰会上为eBay卖家提供专业

定制化培训，为卖家顺利申请和使用商品条码提供更多

帮助。此外，编码中心还将为eBay卖家提供商品源数据

服务，帮助我国企业商品数字化管理，快速对接eBay跨

境电商平台。

（郭子潇）

重点关注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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