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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观察

单端口输出的RFID读写模块往往不

能满足客户想要多路天线端口输出的需

求，而用电子开关实现多端口输出的方法

不仅实现电路简单，也可以实现多路天线

端口的输出，这种多端口的读写模块更具

有市场竞争力。

•管理服务

目前很多烟酒销售代理企业通过制

作烟酒防伪标签来进行自我维护，但由于

传统的防伪标签易仿制、易破坏，且无法

进行管理等问题，将被新的技术替代。

下期选题预告▶▶▶

广告索引

·ADVERTISEMENT INDEX

新零售

杂志广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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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大数据时代，数据正在成为一种生产

资料，成为一种稀有资产和新兴产业。任

何一个行业和领域都会产生有价值的数

据，而对这些数据的统计、分析、挖掘，则

会创造意想不到的价值和财富。大数据

颠覆性地改变经济形态、国际安全态势、

国家治理和资源配置模式，引发了巨大的

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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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赋能新零售

吴晓波用43个字定义了新零售：一场因工具创新而引发的革命，并在

空间再造和消费者关系重建的过程中，恢复中国制造的尊严。

“工具创新，即技术推动的结果。所谓的零售经验，其实就是用新的

技术工具，应用到传统的零售当中。”

“空间再造，零售业态的变革。正如盒马鲜生模式，它不仅仅是一个

零售空间，它更是一个社交场所，附件的服务和线上的结合，让空间的意义

被重新定义。”

“消费者关系的重建。科技的应用，让每一个消费者都可以被识别，

消费者的购物行为、挑选习惯等都可以通过大数据进行分析，进而实现消

费者与商家的互动。”

不难看出，当互联网进入成熟期，流量红利不断式微的当下，零售这个

传统行业的新玩法，也日渐趋于理性。充分利用数据缩短品牌与消费者之

间的距离，用数据精准描绘消费者需求，提供更有效的个性化的商品推荐

和服务。

综合性服务，新元素进行跨界组合，供应链重构，大数据、智能物联网、

自动化等技术和先进设备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都是传统零售业迈向系统

性转型的必经阶段。

本刊编辑部

卷首语Introductory 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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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糕点企业建立可持续物流发展合作平台

美味饼干、糕点背后，存在着复杂的物流体系。对于零售商来说，简单地提高订单质量不是一个好选择，因为这将

会导致高库存量带来的经济危机。因此，新的跨供应商平台诞生。基于欧盟“地平线 2020”计划（EU’s Horizon 2020
Project）的新平台试点项目，主要将一个仓库作为零供协同中心，每个供应商都能保持一定的库存量，同时，供应商能够

根据仓库储存情况，向平台上不同供应商预定多种货物，实现整车货物运输。目前，已有实例证明，零售商要求提供同

类产品的供应商将产品运抵此仓库，以达到最高收益。试点项目中这一运作方式是开拓性的，因为对于供应链中所有

参与方都是公平、中立的。

四家比利时知名糕点供应商向四家比利时零售门店发起联合订单，从而减少货运时间，提高卡车满载率。项目中，

企业通过捆绑其货运数量，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和贸易方面的更高收益。此外，平台上的合作在第三方机构和高级律师

指导下完成，确保遵循欧盟竞争法。

该项目本身属于受托业务模式，受托业务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反垄断环境，使存在竞争关系的供应商和零售

商能够共同合作。此项目获得了比利时弗拉瑞克商学院（Vlerick Business School）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Vrije Univer⁃
siteit Amsterdam）的支持，同时，在GS1比利时的指导下完成。

环球速览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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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边境处采用单一数据源解决业务流程问题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The Canadian Border Services Agency,CBSA）为提升现有业务流程，建立更加强大的防伪系统，

正在寻求改善现有业务流程的方式。

为此，GS1加拿大正在与CBSA和众多加拿大政府监管机构进行“概念认证”，向其展示并证明GTIN是如何帮助政

府监管机构与进口商加快并提高产品数据共享效率。“概念认证”测试了GTIN的价值，将GTIN作为产品/商品标识符在

综合进口报关系统应用，与多个目前正在使用的标识符进行对比；将加拿大国家产品注册处（Canada’s National Product
Registry）视为政府方面提供的唯一数据源，测试了GTIN在加拿大国家产品注册处的应用。

通过“概念认证”，采用GTIN的产品电子信息能够自动共享，实现产品快速清关和更加简单的贸易合规；能够降低

产品延误，减少行政费用；通过加快产品在边境的可视化程度，资源配置更高效；提高政府业务流程的透明度和可预测

性；完全符合法规要求并能提升违规操作的鉴别技术。

印度国家印证委员会检测和校准实验室使用GS1标准

近期，隶属于印度质量委员会（Quality Council of India,QCI）的印度国家印证委员会检测和校准实验室（National Ac⁃
creditation Board for Testing and Calibration LaboratoriesNABL）有了重大突破。在资格认证上采用GS1标准替代现有的全

息技术，目的在于为了更好地进行数据采集并确保资格认证的安全性。企业和个人下载任意识读软件后，能够轻松获

取资格认证详细信息，如认证效期、认证发布日期等。

目前，NABL使用的全息标签存在诸多局限性，缺少数据采集导致资格认证不可靠；由于全息标签设计缺少标准规

范，因此相似类型的标签在市场上很容易被买到；NABL每年重复花费成本购买全息标签。但是，通过GDTI/QR码能够

解决这些问题，GDTI/QR码将被作为条码直接印刷在每份资格认证上。

此外，印度物品编码协会（GS1 India）也成功将GS1标准应用于其他资格认证。例如，印度国家技能发展委员会

（the National Skill Development Council，NSDC）颁发的技能发展资质证书，印度中等教育中央委员会（the Central Board of
Secondary Education）颁发的教师培训证书。 （景珊编译）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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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安全智能卡协议

签订

生物识别网络接入卡，建筑门

禁及身份安全卡制造商SmartMet⁃

ric与南美安全基础设施企业Grupo

Datco公司签订销售和营销协议。

读卡器内置RFID MiFare，可让

相同的卡用于门口和建筑物访问。

其身份安全卡可存储持有人的指

纹，并在人员进出时进行验证。除

了网络和物理访问控制之外，该智

能卡还充当身份证，可在不插入读

卡器的情况下进行身份验证。当持

有人合法时，LED将亮绿灯。反之，

LED灯亮红灯。该卡还内置可充电

电池，可以在商业或政府的任何地

方进行即时身份验证。

机器人帮助管理库存

配备 RFID功能的机器人 Tag⁃

Surveyor 近日成功进行了库存盘

点。这一机器人是由加利福尼亚州

自动化技术公司 Fetch Robotics提

供的，使用了UHF RFID读取器技术

以 及 传 感 器 公 司 Sick 提 供 的

Freight100机器人平台。

TagSurveyor机器人内置一个

Sick RFU630 RFID 读取器及 3 个

RFA630天线，这些天线以三个不同

的角度发送RF传输信息，数据通过

机器人的Wi-Fi功能转发到云服务

器上。在基于云的 FetchCore软件

中，用户可以查看他们创建的地图

并指定机器人的路径。当大型场地

使用多台TagSurveyor机器人时，数

据将存储在云服务器平台上。随着

设备在整个设施内移动，机器人将

在 25英尺内读取UHF RFID标签，

然后根据传输功率及标签质量判断

标签位置。

TrackX Holdings与 Im⁃

pinj战略合作

TrackX Holdings日前与 Impinj

达成战略合作关系。

TrackX主要提供基于自动识别

及传感技术(包括RFID技术在内)的

SaaS方案，以管理医疗企业、采矿及

制造企业、食品饮料企业的各种实

体资产。TrackX将集成 Impinj系统

采集的RFID数据到 TrackX全球企

业资产管理(GAME)平台中，以获取

每个资产的身份、位置和历史的准

确实时数据。Impinj的解决方案使

用RFID技术将物品连接起来，用于

识别、定位和鉴定。该公司的渠道

合作伙伴计划旨在帮助企业使用

Impinj平台设计，规划和部署物联网

方案。

Smartrac展出工业物联

网应用

近日，Smartrac与其合作伙伴

展出多款产品和解决方案。Smart⁃

rac提供了 RAIN RFID和NFC的产

品组合，旨在提供供应链可视性，以

提高工业和物流的效率和安全性。

Smartrac 的 Circus Tamper

Loop标签可在门店及售后点实现基

于NFC的安全和消费者互动解决方

案。这些标签具有实现智能包装和

品牌保护的数字印章功能，指示产

品何时被篡改。温度记录器NFC旨

在满足制药和食品行业的需求，可

在包装或物品层面进行温度监测。

该电池供电标签解决方案可帮助客

户在运输质量、库存和物流方面做

出决策。传感器数据可以使用智能

手机应用读取。

Fleetmind购买废物容器

RFID专利

智能卡车解决方案提供商

FleetMind Solutions 向合作伙伴

Casella Waste Systems 购 买 专

利。该专利使用RFID、条码和其他

电子手段追踪废物容器。集成了

RFID技术的智能系统可以自动识别

正在使用的箱子或容器等物品。该

专利包含了废物容器相关识别的技

术和方法，如RFID标签或条码。

业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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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wen与Atlas合作

自动识别解决方案提供商 At⁃

las RFID 与总包商 Bowen 合作将

Jovix系统用于 Kentucky发电站项

目建设。

Jovix使用硬件、软件和移动技

术帮助客户定位及管理关键的建筑

材料。Jovix解决方案将用于该项目

的5个现场进行跟踪和追溯，现场材

料管理和预防性维护。此外，Bow⁃

en将在项目完成后使用 Jovix的数

据收集功能来提供项目运营状况报

告。该项目的定制 Jovix方案将使

用条码标签，无源标签，坚固型平板

及专业软件。

RFID标签可跟踪营养摄

取量

塔夫茨大学工程学院的研究人

员日前开发出一种射频系统，可读

取传感数据，并从人体牙齿中传输

数据给读卡器。该系统中，无源

RFID标签贴在牙齿上，内置一层传

感器，并在传感器检测到糖存在时

发出响应。标签通过 400 MHz

RFID信号将数据传输给读卡器，然

后根据数据修改状态信息。该技术

不仅可以识别特定营养物质或化学

物质的摄入量，还可以根据唾液变

化来识别身体对该摄入量的反应。

A2B Tracking 通过 Ze⁃

bra软件验证计划

A2B Tracking 通 过 Zebra

Technologies针对 PartnerConnect

ISV的软件验证计划。该软件可在

Zebra 的 RFD8500 读卡器和 TC25

坚固型智能手机中进行条码和RFID

资产追踪。

全球RFID应答器分析

报告发布

日前，Research and Markets

发布了名为“2018年全球RFID应答

器市场”的分析报告，分析了 RFID

应答器行业的现状以及影响用户选

择的关键因素。该报告还介绍了产

品定义、应用、产业链结构和分类，

不同市场的政策，经济和技术框架

以及市场动态。

报告还讨论了 RFID应答器的

供需情况，消费价值，重大技术进展

及产品分类。该研究涵盖了亚太地

区(覆盖日本、印度、东南亚、韩国和

中国)，欧洲(涵盖法国、德国、英国、

俄罗斯和意大利)，北美 (覆盖加拿

大，墨西哥和美国)和拉丁美洲。

机场使用 RFID技术跟

踪行李车

Vero Solutions提供的RFID行

李车跟踪方案旨在判断技术能否有

效跟踪行李车数量，从而确保在乘

客需要时可用并更好地了解特定时

刻的行李车数量。机场的行李车运

营团队需要将散落在机场四周的行

李车拉回到规定区域内。同时，还

需要将故障行李车拉回到集结地，

送到第三方服务商进行维修。

Senseon Secure Ac⁃

cess展出RFID锁系统

该 RFI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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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保证了用户体

验，提高了效率。RFID Senseon系

统可以与现有的机柜、箱子及其他

门禁系统集成。系统的强度是传统

锁具的四倍，授权员工可以随时进

行访问。

TONNJES E.A.S.T.展示

电子车辆识别产品

德国公司 TönnjesE.A.S.T.推出

新款电子车辆识别(EVI)产品，包括

IDePLATE RFID 车 牌 、IDeSTIX

RFID挡风玻璃贴纸和 IDeTRUST软

件。该公司的模块化安全系统已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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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括洪都拉斯、菲律宾、肯尼亚、

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在内的多个国

家使用，这些产品保护了车辆安全，

车牌注册，并防止了伪造和盗窃。

该 RFID技术内置 UCODE DNA芯

片，在车辆静止和移动时进行电子、

非接触式、加密识别。

京东开出第一家快闪店

快闪店支持 app 认证身份，上

线了 " 京东 X 无人超市 " 的小程序，

用户可以直接用微信扫描门口二维

码，将小程序绑定京东账号、开通免

密支付后，就会得到一个用于身份

识别的二维码，在门口的闸机上扫

码并完成人脸识别后即可进店。

美格智能模组通过模组

测试认证

美格智能SLM750模组在中国

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研究院终端

与测试实验室经过各项测试，通过

中国联通物联网通信模组认证。

美格智能SLM750模组是一款

全网通M2M通信模组产品，采用高

通MDM9X07芯片，封装方式采用

LCC封装(80pin+LGA 64pin)，也可

采用Mini PCIe式封装。可以覆盖

国 内 LTE 网 络 达 到 下 行 速 率

150Mbps及上行速率 50Mbps，同

时向下兼容现有的 3G和 2G网络，

以确保即使在偏远地区也可以进行

网络通信。SLM750模组支持分集

接收和MIMO技术以提高通讯质量

和数据传输的速度，同时提供高灵

敏度的全球卫星导航。SLM750模

组支持多种网络协议 (TCP/HTTP/

FTP)并且兼容多种类型操作系统，

使之可广泛应用于移动宽带、工业

路由、车载和运输、无线支付、绿色

能源、智能电表、智慧工业、医疗监

护、车载DVR、个人跟踪、行业平板、

充电桩、视频监控等领域。

WWDC 2018入场采用

新式身份验证

WWDC 2018入场，苹果用电

子钱包加 Face ID 或 Touch ID 的

方式验票进出。以 iPhone 手机为

例，与会者向主办方兑换好电子通

行证后，这张通行证会存入“钱包”

并出现在锁屏界面，靠近出入口验

证机器则通过 NFC 功能激活弹出

窗 口 ，用 户 通 过 Face ID 或 者

Touch ID 验证之后即可通行，也就

是用和 Apple Pay 支付一样的方法

和步骤来实现会场通行。而这种

NFC 通行模式也适用于其他更多场

合，比如进入酒店房间、办公室等。

移动无感支付河北试点

成功

近日，由北交投智能交通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研发的“尚高速 ITC”

移动无感支付系统正式上线，率先

通过全支付技术，并在京昆高速保

定收费站试点成功。

测试时，识别器识别该车车牌

后，直接抬杆放行，整个过程不超过

3秒。此次研发的移动无感支付通

过移动互联网的方式进行收费，只

要用户下载“尚高速”APP就可以使

用该功能。这项移动支付系统集合

了全支付和无感支付两项功能。

人体植入设备将实现无

线供电

通过与美国布莱根妇女医院的

科学家合作，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

人员开发了一种可以为植入人体的

设备供能并进行通讯的新方法。这

些设备可以运送药物、监测身体内

部的情况、通过电或光刺激大脑来

治疗疾病。

目前，植入式医疗设备，如心脏

起搏器，携带的电池占据了设备的

大部分空间，并且寿命有限。在大

脑中，植入可提供电流的电极被用

于一种称为“深部脑刺激”的技术，

用于治疗帕金森氏症或癫痫。这些

电极一般由植入皮下的类似起搏器

的装置控制，如果使用无线电源，就

可以取代这些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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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C300系列打印机面世

Zebra日前推出新款智能卡打

印机 ZC300和 ZC350，这些打印机

可以用于打印和编码HF及LF RFID

卡。新产品旨在使徽章打印更容

易，同时占地面积更小。

ZC300系列选配内置 RFID编

码器，用户可以创建HF 13.56 MHz

卡。这些打印机都配有彩色液晶显

示屏，支持多达10种语言。最新一

代的CardStudio软件可帮助简化卡

片打印过程，用户仅需2个步骤便可

完成卡片打印内容设计。

多功能桌面读卡器研发

RFID POS 解 决 方 案 使 用

CAEN RFID的新款多功能桌面读卡

器作为 POS设备。CAEN RFID的

母公司CAEN SpA主要提供用于核

物理和粒子物理实验的数据采集电

子仪器和电源。

该设备不仅可用于收银台，还

可用于新标签调试，并提供访问控

制，库存管理和文档跟踪功能。为

了实现POS和调试功能，该设备配

备了一个用于连接条码扫描仪的端

口。除了内置计算机之外，该读卡

器还配备可编程显示器和触摸板。

用户还可外接显示器或电脑查看读

取数据。

RFID嵌体解决方案问世

BW Bielomatik推出了RFID嵌

体生产解决方案 TagLiner。该方案

生产速度快，输出功率高，粘接强度

大。该方案的其他特点有易于操作

的单轨设计、设置时间短以及可以

避免加热变化的伺服控制的固化装

置。该设备可以使用简单、便宜的

材料生产RFID嵌体，从而进一步降

低成本。

Venture Research推出

工具管理系统

全球RFID和物联网(IoT)解决方

案供应商Venture Research日前推

出一款用于工具跟踪及设备移动、

使用及定位的工作台工具管理系统

Surface Trak。该系统可监控工具

操作位置。这一系统不仅可以提升

效率，还可以为工具校准，到期及使

用情况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嵌体AD-324u8面世

Avery Dennison日前推出新款

UHF RFID 嵌体 AD-324u8。该标

签旨在实现服装商品和其他有价值

商品的高速追踪和管理。 AD-

324u8 采 用 NXP 最 新 集 成 芯 片

UCODE 8，具有128位EPC存储器，

具有自我调节，存储保护和可定制

品牌标识功能。

Tyco推出 RFID库存管

理产品

Tyco日前展出RFID方案产品，

旨在为零售商提供整个门店及供应

链的可用库存。

采用 TrueVUE 技术进行 RFID

库存周期盘点可反映实时库存情

况，帮助零售商确保库存数据准确

性。该系统可识别需要补货的物品

信息，并指引员工进行补货。通过

手持 RAIN RFID读卡器，员工可了

解应进行的补货量。

CyberData推出RFID访

问控制设备

CyberData向SMB安全市场推

出两款安全访问控制设备SIP RFID

企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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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控制端点和SIP RFID键盘访问

控制端点。

借助SIP RFID访问控制端点和

SIP RFID键盘访问控制端点，VoIP

VAR和安装人员可以为那些希望利

用现有VoIP基础设施的客户提供方

案。该设备通过了安全认证。使用

AES128加密卡和读卡器之间的数

据能够有效防止黑客窃取和卡复

制。SIP RFID键盘访问控制终端支

持双因素身份验证。

新 品 AsReader CAM⁃

ERA Type问世

生产商 Asterisk Inc.开发了使

用智能手机内置相机，可以超高速、

高精度的读取条码的应用程序。此

程序支持 iOS和Android平台，读取

性能高。

SensThys研发 RFID套

件

RFID解决方案的设计商和制造

商 SensThys 推出一款四读取点

RFID套件。QuadKit包含一个Sen⁃

sArray +联网读卡器及天线，3个

SensRF-10天线以及所需以太网和

RF电缆。

SensArray +将多种功能集成

到一个轻薄设备中，包括带有三个

外部 RJ45端口的 10/100 Mbps以

太网交换机；1个 4类PoE +配电系

统；1个基于 Impinj R2000平台的

30dBm UHF无源RFID读卡器；1个

集成的 8.5dBic RHCP天线；3个可

连接附加天线的天线端口；1个带四

个输入，四个输出，24VDC 和 600

mA输出的GPIO端口。

Primera推出全彩RFID

标签打印机

Primera日前推出 RX500彩色

RFID标签打印机。RX500可以一次

性编码、验证和打印标签。成品标

签可使用内置的闸刀式切割机进行

切割。打印机的按需印刷功能可用

于访问者或贸易展示徽章等应用。

该打印机一次可以对多个标签进行

编码及打印。

该打印机使用了Honeywell提

供的内置UHF RFID读卡器编码器

模组。设备符合EPC Global Gen 2

Class 1和 ISO 18000-b / c规范。

用户可以将彩色编码、图形和高分

辨率照片添加到RFID标签中。

iDTronic研发安卓RFID

读取器

iDTronic 推出新款安卓 RFID

移动读取器C4 Red。该设备支持移

动 设 备 管 理 (MDM)，Android for

Work及其他企业移动管理 (EMM)

系统。该设备防护等级为 IP65，适

用于工业场景。

C4 Red配备四核处理器，4500

mAh 电池 (可扩展到 8000 mAh)，

Honeywell条码引擎以及UHF，HF，

NFC和 LF的RFID读取功能。该设

备支持4G LTE和双频Wi-Fi(2.4和

5.8 GHz)，内置条码及RFID扫描仪，

用户可通过其快速传输数据。

JADAK推出 UHF RFID

读卡器

JADAK推出四端口RAIN超高

频（UHF）RFID 读卡器 ThingMagic

IZAR。 IZAR是一款具有读写功能

的紧凑型可编程在线读卡器。该读

卡器专为医疗、零售和运输行业客

户而设计。

该 读 卡 器 内 置 Mercury6e

UHF RFID模块，采用与 ThingMag⁃

ic RFID产品相同的架构和通用固件

（Mercury API）。针对现有的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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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y6或 Sargas客户，Mercury API

可允许所有ThingMagic设备使用通

用语言。ThingMagic IZAR具有基

于 Web 的用户界面，可与 RAIN⁃

stream、ThingMagic的可选附加软

件一起使用。该软件允许通过多种

可选协议将标签数据直接传输到后

端系统，无需在主机或服务器上进

行解释。

Mainetti与FVG达成合

作关系

Mainetti 集团与日本的 Fast

Value Global(FVG)建立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进军全球RFID市场。该公

司主要在日本市场提供标签、贴纸、

护理标签和织物标签。近期，该公

司扩大了业务范围，进入了RFID市

场，主要为日本市场生产和销售各

种RFID产品。

村田制造所推出超小型

金属标签

村田制作所推出一款型号为

LXMSJZNCMF-198的金属标签，

以便使用UHF RFID技术跟踪金属

物品，主要用于管理手术工具等小

型金属物品。

该金属标签目前处于样品阶

段，不仅可以用于手术和工业工具，

还可用于跟踪 IT或制造设备等金属

物品。该标签拥有两个独特的功

能，尺寸小，读取距离长。保证了金

属表面信号的有效传输，同时还使

用金属表面作为天线的延伸，以提

高读取范围。

GSMA 完成欧洲首次

NB-IoT漫游试验

德国电信 (Deutsche Telekom)

和沃达丰集团(Vodafone Group)利

用授权的NB-IoT技术在欧洲顺利

完成首次国际漫游试验。这项服务

将确保使用低功耗广域(LPWA)网络

的数百万连接的无缝覆盖和服务连

续性。试验借助德国电信用于沃达

丰西班牙网络的全球 SIM卡，以及

用于 T-Mobile Austria网络和商用

NB-IoT模块的全球沃达丰 SIM卡

开展。

GSMA的移动物联网计划(Mo⁃

bile IoT Initiative)已在授权的 LP⁃

WA技术标准化方面提供帮助，包括

3GPP 中 的 NB- IoT 和 LTE- M。

GSMA 的移动物联网创新者社区

(Mobile IoT Innovators Communi⁃

ty)由不断壮大的900多家组织组成

的社区提供支持。据GSMA移动智

库 (GSMA Intelligence)预测，2025

年，蜂窝物联网连接数量将达到 31

亿，包括18亿授权的LPWA连接。

RFRain推出 RFID云解

决方案

RFID 解 决 方 案 初 创 公 司

RFRain推出一种交钥匙式的 RFID

云解决方案，该方案的目标是让

UHF RFID技术无处不在，让标签用

于世界上大部分产品上，同时推出

大多数零售商和供应商可以自行部

署的读取及数据管理系统。

该产品配备了RFRain的固件和

中间件，并可以与公司云服务器进

行连接。RFRain还开发了一个从读

卡器接收数据的网关(最多可连接

25个读卡器)，同时将数据(包括警报

请求)转发到服务器。通过使用与云

服务器相连的读卡器及网关，用户

可以构建一个低成本的 RFID读取

解决方案。

山东首个“ETC无感支

付”停车场开通

山东首个“ETC&无感支付"停车

场近日落户济南遥墙国际机场。

“ETC&无感支付”车道启用后，车辆

出场时间缩短至一秒，速度至少提

升8倍以上。

“ETC&无感支付”停车场由山

东高速集团提供综合支付解决方

案，通过叠加融合 ETC和“无感支

付”两种收费技术实现停车场进出

车道的无人值守化，能够最大程度

地降低停车场运营成本。其中，安

装高速公路 ETC的车辆可直接使

用；“无感支付”可以通过“e高速”客

户端、“e高速”微信公众号和支付宝

城市服务等多个渠道开通。

使用“无感支付”的用户无需加

装任何设备，仅需要绑定车牌和支

付通道即可快速通行高速公路和开

通“无感支付”业务的停车场。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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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FOCUS

2018年GS1全会会议侧记

编码标准融通全球 推进“一带一路”

GS1标准的推进利于全球经济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

融通、民心相通，这与我国提倡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发展方向相一致，

利于促进全球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为世界经济全面可持续增长提供新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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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FOCUS

【本刊讯】5 月 14～17 日，由国际物品编码组织

（GS1）主办，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以下简称编码中心）和

杭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承办的2018年GS1全会会议在

杭州成功召开。GS1全会每年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轮

流举办。来自GS1总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编码组

织的主要负责人以及数十家知名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共

近300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副局长、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田世宏，浙江省副省

长陈伟俊，杭州市副市长陈新华，GS1管理委员会主席

Mike McNamara，GS1总裁兼CEO Miguel Lopera及编

码中心主任张成海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本届大会的亮点之一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编

码中心与国际物品编码组织共同签署了《杭州宣言》，宣

言倡议推动GS1标准在各行业领域的应用，促进“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

田世宏在致辞中就如何更好地促进全球物品编码事

业发展，更有效利用GS1标准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希

望持续发挥GS1标准‘软联通’作用，推动全球高效供应

链体系建设。以物品编码促进物流标准化，推动供应链

上下游协同，整合资源、共享共用、互联互通，实现全球供

应链发展提质增效，促进全球贸易便利化。二是希望加

快搭建GS1标准应用‘新高地’，不断满足时代发展对物

品编码的新需求。积极对接数字经济，加强全球数据标

准建设，推进构建全球电子商务生态圈。积极开展全球

重点产品追溯应用，为建立食品、药品等安全可追溯体系

做出更多贡献。三是希望更好地奏响GS1国际合作‘交

响乐’，推动各成员组织之间的交流互动。中国愿意与各

国一道，加强全球数据标准领域合作，加强跨境政策、规

制和标准对接协调，推进全球数据同步项目、海关快速通

关项目，促进各方更好地理解和分享货物贸易信息，促进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田世宏会见GS1总裁兼CEO Miguel Lopera

36



2018年6月 第3期 总第72期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

商品信息互认，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和供应链联接。”

这是来自我国编码主管机构对接轨全球的GS1标准

在我国持续发挥作用的期待和要求，在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支持指导下，GS1标

准势必将赋能我国零售业的全渠道变革、供应领域的降

本提效、市场监管的高效智能，最终将安全、放心的商品

以最快捷的方式递送到消费者手中，将科技的成果最终

回馈至普通大众。而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格局中，GS1标

准的推进利于全球经济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

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与我国提倡的“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的发展方向相一致，利于促进全球贸易的自由化、

便利化，为世界经济全面可持续增长提供新动力。

张成海在欢迎辞中介绍了编码中心大力推动GS1

标准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情况。他指出，三十年来，GS1标

准在中国零售、电子商务、医疗、追溯、物流和政府监管等

领域发挥了特别重要的支撑作用。下一步，编码中心将

不断推进GS1创新应用，以适应数字时代要求，不断为经

济和社会发展创造价值。

会议还特别邀请了阿里巴巴集团、海尔集团、沃尔玛

（中国）以及京东集团的高层代表出席大会并演讲，向世

界介绍他们应用新技术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成功经验。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风险官郑俊芳在会议演讲中谈

到，阿里巴巴集团同编码中心的合作由来已久，期待GS1

面向未来，面向全球化，充分拥抱互联网大数据时代。阿

里巴巴集团希望能与GS1在全球商品层面、全链路可视

化可追踪等更多维度开展合作，给企业提供更好的服

务。她还分享了阿里巴巴集团应用GS1系统的两个常用

场景。第一场景是在零售端，在阿里巴巴的零售通业务

中，凡是零售商店中已注册商品条码的商品，仅需用一个

扫码枪就可以实现商品的线上发布，这样就使得该商品

不仅在线下零售商店中售卖，还同时在线上平台触达消

费者，提升了消费体验，也提升了运营效率，增加了经营

收益。另一个则是在消费者终端，消费者通过手机淘宝

APP上的“扫一扫”模块扫描商品条码则可精准查找商

品，实现快捷比价和网购。

签署《杭州宣言》

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标准互通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即“一带一路”合

作倡议，着眼于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梦

想，致力于缩小发展鸿沟，化解矛盾和冲突的根源，推进

沿线各国经济发展。2016年习主席在G20杭州峰会时

进一步阐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

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而共同繁荣的实现离不开

标准的提供。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物

品编码中心与国际物品编码组织共同

签署了《杭州宣言》，旨在推动GS1标准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应用及相关

的经济合作，特别是在相关国家和地区

之间物流供应链、电子商务、产品追溯、

跨境贸易等方面，发挥GS1标准技术体

系的重要作用。

自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目前已有80多个国

家和国际编码组织与中方签署了“一带一路”的合作

协议。

田世宏指出，此次《杭州宣言》的签署将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成员之间搭建起对话、合作、发展的平台，推

动GS1标准在沿线国家的应用，利于共同将国际物品编

码组织建设成为更具影响力的国际标准化组织。

Miguel Lopera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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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内容是来自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另一个则是软

件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都将使得“一带一路”国家在多

方面实现联通。GS1标准则是重要的软件基础之一。

张成海表示，GS1标准是全球贸易的通用语言，从

1991年编码中心代表我国加入GS1组织至今，我国在编

码领域经历了快速的发展，从原先的“跟跑”，到逐步的

“并跑”，目前如电商领域编码标准应用甚至实现了“领

跑”。本届大会《杭州宣言》的签署，是国际物品编码领域

对我国正推进的“一带一路”的建设积极响应的一个重要

举措，有利于促进沿线国际GS1标准的应用，推进跨境贸

易标准化进程，开展全球数据的标准领域的合作，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畅谈当下未来 合作推进全球经济繁荣

本次在杭州举办的GS1全会举办前，部分沿线国家

的编码组织负责人接受了中国媒体的访问，他们分别就

本届大会的焦点《杭州宣言》的签署表达了观点，介绍了

所在国家GS1标准的应用，及与中国相关领域的合作。

新加坡物品编码组织CEO刘伟良表示，“一带一路”

的倡议为区域间和国际间的贸易便利和经济繁荣起到了

潜在的变革作用。新加坡支持倡议的实施，是早期坚定

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相信新加坡未来也会

积极为“一带一路”的成功实施贡献力量。

新西兰物品编码组织主席Colin Robertson谈到，新

西兰是第一个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的西方新兴国

家，同时新西兰也是第一个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

发达国家，新西兰政府正制定相关的工作计划，以与中国

更深入地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加强合作。GS1标准的广

泛应用，可以提升贸易便利化，新西兰也会帮助企业更快

速地实现产品的识别、标识和信息的共享。未来新西兰

还将利用地缘优势扩展在南美的相关标准实施和相关

工作。

波兰物品编码组织CEO Elzbieta Halas坦言，“一带

一路”倡议的目标是提升联通性和合作，尤其是在亚洲和

欧洲的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往来和设施建设都将在不同方

面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一系列相关联和相互依存的贸

重点关注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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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路线和基础设施已在建或即将建设，成都和罗兹之间

的铁路货运路线已经成为中欧贸易的一个热门线路。从

GS1的角度和既往的经验来讲，高效的物流需要非常好

的自动化和可视性的信息传输。目前已有很多国家进入

到新丝绸之路的倡议当中，这就意味着各国对通用的商

务语言的需求是巨大的，更是非常重要的。GS1已经可

以提供一个可靠的标准和解决方案，通过全球各地的数

据信息网络，来提供这样的标准化服务。

埃及编码组织主席Hassan Elkala介绍到，GS1埃及

和当地的生鲜产品行业有着深入的合作，开展了食品追

溯的相关项目，来确保食品的安全。鉴于在埃及跟踪追

溯平台的主导作用，GS1埃及还将把业务扩张到更深入

的层次，包括对种植者的培训，对所有的生鲜供应链相关

方提供更深入的支持，一些软件的开发等。此外，埃及对

于产品质量方面的检测也制定了相关的标准，来确保埃

及产品的安全。在埃及，GS1标准还为跨境贸易提供了

包括数据的互操作和海关数据通用等方面的支持。

聚焦电商发展 共计数字标准化未来

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方面的发展势头迅猛，物品编

码在该领域货品供应、商品管理、问题溯源方面的应用也

领先全球，编码中心先后同京东、阿里巴巴、腾讯等企业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在编码应用多个相关方面开展了

深入的合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电子商务商品及供

应数据信息的标准化发展，这给其他各国相关领域的

GS1应用发展提供了借鉴经验。

在同田世宏的会晤中，Miguel Lopera就电子商务领

域GS1标准应用的话题，表达了对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的

充分赞赏，认为编码中心在电商领域推动应用GS1标准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出了突出贡献，这对GS1及各国编

码组织来说都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他指出，“这一切都

使得本届GS1全会有着特殊意义，它将促使GS1从一个

传统商业方面的标准化组织转型成为数字时代电子商务

等各领域的‘领跑者’。”

为了更好地将GS1标准应用于新的电商环境，大会

还安排了阿里巴巴集团的参观之行，各国参会代表就此

话题与相关参与方也有着积极充分的讨论。

张成海也表示编码中心将进一步加强同各大电商平

台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共同推进电子商务和跨境贸易领

域GS1标准应用的开展。

服务中小企业 助力商业经济高效运作

Miguel Lopera表示，“虽然GS1跟很多巨头零售、

电商企业合作，如阿里巴巴、亚马逊、谷歌，但是我需要强

调的是，我们的大多数系统成员都是中小型企业，我们的

工作是使得它们能够更具竞争力，能够在商业竞争中获

得优势。”这正道出了GS1组织并非是专属服务大企业信

息化的技术组织，而是致力于统一全球商务行为的国际

标准化组织。

张成海在会议期间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谈到，中国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企业有越来越多的新需

求，但现有的国际标准制定的相关机制，并没能充分反映

中国的这些需求，这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相关领域经

济的发展。在未来的工作中，编码中心将支持和帮助我

国的更多企业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争取把我国企业的

更多需求写入标准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将会

使我国优势领域在全球范围内充分发挥标准引领作用。

本届GS1全会是18年来在我国的再次举办，是对我

国编码事业发展的充分肯定及对我国编码主管和组织机

构的信任。大会在我国的盛大举办，提升了我国在编码

领域的国际地位，增强了编码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刷新了

以商品条码为核心的GS1系统在我国各行业领域的关注

度。《杭州宣言》的签署，将使全球统一编码标识系统充分

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建设发展，促进国际间的贸

易互通与标准的对接，势必在我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各领域掀起应用全球统一编码标识系统的热潮，推动

全球数字经济迈向新的起点。

（赵建萍 郑 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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