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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事

“掌上阅读”（Palm Reading）新媒体主要

包括各类大屏智能手机、亚马逊 kindle阅读

器、掌阅（iReader Light）等自媒体终端。这类

移动式终端在文献检索和资料查阅研究等方

面以“便携性”“随时性”“大数据”“云计算”等

为其主要媒介传播特性，而且这类网络书籍阅

读系统及掌上终端的各类APP也一直关注用

户体验，以更好地为读者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觉

感官交互与研究信息交换，资讯搜集的快捷方

式、电子化文献资源库设计和人工智能UI系

统亦深度介入了高校图书馆掌上阅读的数字

化系统建构。

下期选题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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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观察

二维码作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桥

梁，打通媒介局限显得日益重要。对于传统媒

体电视节目而言，如何让受众信赖、爱看、想

看，从而为“我”所用，为“我”服务，二维码在其

中起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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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构建未来的必修课

《战略思维：盖茨、格鲁夫和乔布斯的5条长赢法则》一书中提到：向前

看，向回推理。向前看，指的是形成对未来的愿景，杰出的领导者会对未来

有所判断，形成愿景，它本身不是目的，必须将其转化成战略。没有局限现

有环境，相信可以制造并满足用户未来的需求。向回推理，指的是设定边

界和首要任务。

打造平台和生态系统，而不仅是产品。利用杠杆和权力，玩柔道和相

扑。战术性柔道，需要思维灵活，有妥协能力，能够放下企业骄傲，跟随竞

争者的带领。战术性相扑，需要更强硬，有能力引起对方的恐惧。

细品上述的两条法则，发现在各个领域做出成绩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围

绕这样的法则求得生存与发展。

正如最近阿里推出的“平头哥半导体有限公司”，就是阿里对未来人工

智能的判断，通过力攻人工芯片，设定首要任务，逐步实现人工智能从技术

到产业化应用的战略推新。

“以用户为中心，机会永远存在。”贝佐斯说过，要把资源all-in在未来

十年不变的东西上。不变的东西就是“客户至上”，正是亚马逊业绩不断攀

升的根本所在。

企业作为一个运行的系统，包括产品、技术、渠道、市场、团队等多方

面。只有充分了解了系统的每个部分，以及每个环节之间的相互联系，才

能做出优质的产品，提供全方面的服务，逐渐培养起企业对模式的探寻和

把握。

本刊编辑部

卷首语Introductory 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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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跟踪高价值药物

Asembia使用 Truecount公司

的 RFID系统管理其高价值药物的

库存。Truecount还与 Asembia合

作，让该系统与 Asembia的库存管

理工具无缝集成。标签提供商

Charming Trim&Packaging 提供了

药品包装上的UHF嵌体标签。与其

制造商、合作伙伴、处方者、药房成

员网络等相关方开始联合为特种药

房行业提供全套服务，包括针对特

定药物和医疗器械的定向分销。

航空行李跟踪出新政

“RP 1740C”的RP文件及 IATA

的“第753号决议”倡议机场和航空

公司使用UHF标签，便于自动跟踪

行李的状态和位置。国际航空运输

协会(IATA)发布了航空行李标签使

用RFID功能的推荐做法(RP)后，科

技公司们开始纷纷推出UHF RFID

产品。

达美航空公司已经部署了RFID

来跟踪所有乘客的行李。麦卡伦国

际机场、拉斯维加斯和香港国际机

场等机场也采用了RFID技术，以跟

踪通过该机场的行李。RFID芯片将

内置于纸质标签中，航空公司可以

在机场上识别行李。RFID标签拥有

唯一的 ID号码，可以绑定特定行李

的信息。

主动式RFID技术投入

使用

企业信息系统项目执行官

(PEO EIS)正与合作伙伴和运输司令

部合作收集对下一代在运可视化能

力的需求。主动式 RFID不是手工

扫描单个物品，而是使用一个固定

的扫描仪来监控整个批次的物资。

包括一个与电源和以太网相连的圆

顶形阅读器。每个阅读器的成本要

数千美元，加上将这些阅读器连接

起来的电线和通信线以及维护成

本，投资巨大。

家庭药物管理项目成功

试点

药房联锁企业US Bioservices

试点一个基于 RFID技术的家庭库

存管理项目，用于监控血友病患者

在家中使用药物的情况。该系统使

用了内置无源UHF RFID的冷藏箱

来实时跟踪存储及使用的药物，以

防止药物过量使用或过期，同时帮

助医疗保健提供者了解病人的病

情。该技术由US Bioservices的母

公 司 AmerisourceBergen 提 供 。

US Bioservices提供患者支持服务，

包括特殊药物和临床护理。血友病

患者是其客户之一。血友病患者通

常过着正常的生活，但他们需要药

物来进行预防或在可能导致出血的

伤病时进行治疗。

赛事 RFID数据管理系

统面世

英国赛事服务公司 Entry APP

日前在其赛事计时服务上部署一个

基于RFID的数据管理系统，以灵活

有效地补充每个参赛者的数据，而

无需购买其他提供商的完整托管解

决方案。Entry App的这一系统使

用了 PTS的 ClearStreamRFID中间

件，Entry App自己的管理软件，并

在每个赛事上安装了UHF RFID读

取器及标签。

Identiv加入RAIN RFID

联盟

近日，Identiv 加入 RAIN RFID

联盟。该联盟专注研究使用 RFID

技术将数十亿物品连接到物联网

上。该联盟成员将帮助企业和消费

者识别、定位、验证物品并与其进行

交互。

Identiv预测，未来几年中，时尚

与零售行业将是UHF RFID转发器

的主要市场。除传统的库存管理和

资产跟踪之外，自助结账也会推动

需求。基于 RFID的行李标签在内

业界信息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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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能物流应用将成为大趋势，自

动车辆识别以及其他电子文档应用

也将产生更大的需求。

使用RFID技术研究蝙蝠

行为

特拉维夫大学的神经生态蝙蝠

实验室使用RFID和GPS技术来了

解蝙蝠的行为，从而帮助人类思维

研究。这一跟踪蝙蝠进出洞穴的解

决方案是由初创公司Readbee提供

的，使用了 Sentiron的读卡器和多

路复用器。

读卡器安装在3英尺×3英尺大

小的入口上，在确定最有效的解决

方案之前，Readbee安装了多达8个

天线以及1或2个读取器。最后，入

口的顶部及底部安装了2个内置 Im⁃

pinj R2000读卡器模块的 Senitron

读卡器，每个读卡器都配有一个天

线。

Readbee还开发了基于云的软

件，使用标签读取数据来判断标签

移动方向，速度及停留时间。标签

ID还和蝙蝠身份及种类，年龄和体

重等信息进行了绑定。研究人员可

以简单地打开软件并查看特定蝙蝠

进出数据及其速度。

扑克锦标赛使用 RFID

技术

Alpha Logistics Europe 公司

使用 RFID技术确保每次扑克锦标

赛比赛时所需设备都在场，且有序

归还。

该方案使用了 RAM的基于云

的软件，通过RFID捕获物品移动数

据，并将数据分享给管理人员。

RAM公司提供的资产管理软件可与

条码或RFID技术配合使用。

该解决方案在物品上附着了粘

性UHF RFID标签，将存储每个标签

的唯一 ID号及其相关信息。借助

RAM解决方案，管理人员和现场人

员都可以查看实时物品位置数据。

巴西邮局预计使用4.61

亿个RFID标签

巴西邮局官方预测，该机构需

要4.61亿个各种形式、尺寸的RFID

标签。这个需求是一项通过 UHF

RFID标签跟踪信件的国际协议带来

的。这一系统所使用的标签将满足

GS1标准。巴西将是这个国际项目

的试点国家，该项目旨在通过使用

RFID技术来改善邮政流程并提供新

型邮政服务。万国邮政联盟（UPU）

正在全球范围内推广邮件和产品盒

上的智能标签的使用。同时，电子

商务的日益增长也推动了智能标签

的需求。

目前，全球监测系统（GMS）项

目旨在扩大 RFID技术在国际及国

内邮递上的应用。2019年15%的标

签将开始使用该技术。2020年，这

一数字将达到60%。而2021年，所

有信件将开始使用RFID标签。

葡萄酒RFID库存管控

系统投入使用

全球自动识别解决方案提供商

SATO日前为东京Baycourt俱乐部

酒店及水疗度假村提供了 RFID库

存管理解决方案。

该系统帮助酒店改善了库存盘

点过程，提高了库存管理的准确

性。这是日本酒店业使用的第一个

RFID系统。

使用RFID系统后，该酒店现在

可以同时扫描多个瓶子，并自动将

信息录入采购系统中。这一系统还

提升了库存实时性，从而最大限度

地降低物品丢失的风险，也提升了

库存的准确性。

通过在盘点过程中使用RFID，

将酒单数字化，确保了库存管理的

透明度。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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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新闻

iPhone的NFC功能提升

苹果公司近日举行秋季发布

会。关于苹果发布会的明星产品

iPhone Xs / Xs Max / Xr 机 型 在

NFC 功能上有所改进。支持在未调

用 App 的情况下，直接扫描 NFC 标

签 。 在 支 持 后 台 标 签 读 取 的

iPhone 上，系统可扫描并读取 NFC

数据，而无需用户调用 App 来扫

描。每次读取新标签时，系统都会

显示弹出式通知。用户点击后，系

统将标记数据传递到响应的程序。

Kyocera推陶瓷RFID标

签

日本电子公司 Kyocera日前推

出一款超小型陶瓷标签，用于跟踪

手术器械或飞机装配使用的小型工

具。标签尺寸仅为 5毫米×2毫米×

1.5毫米，为用户提供了极强的安装

灵活性。

Smartrac推三款新嵌体

Smartrac 日前推出新款 Mini⁃

Web和DogBone嵌体。这两款新

嵌体均采用NXP的UCODE 8 IC，旨

在用于小型或具有挑战性的零售产

品上。MiniWeb的尺寸为45毫米×

18毫米，是目前零售应用中最小的

UHF RFID嵌体。

这两款嵌体均内置UCODE 8

芯片，可以快速、自动响应全球所有

地区的 UHF RFID读取器的读取。

嵌体提供企业专有 ID功能，可用于

品牌鉴定。新嵌体采用Smartrac的

Smart Cosmos物联网 (IoT)云软件

平台，用于读取和管理数据。

RFID SMD封装研发

NedCard 推出 MicroSON- 3

SMD，采 用 NXP 的 兼 容 UHF

Gen2v2 的 UCODE 8 和 UCODE

8m RFID芯片。MicroSON-3是一

种小型无引线 (SON)SMD封装，可

通过PCB板嵌入到工业应用中。

MicroSON-3外形轻薄，可以

承受工业及高温环境。该无引线封

装通过将底面焊接到PCB来实现电

接触。MicroSON-3的小尺寸设计

使其成为 RFID标签芯片的合适封

装。工业应用中的 RFID跟踪可以

帮助企业实现物品识别和数据采集

的自动化，从而提高质量、效率和工

作流程。

新型桌面阅读器面世

iDTRONIC推出新款桌面阅读

器EVO Desktop Reader HF 2.0，适

合在工业及 IT环境下使用。这款设

备配备一个双接口USB 3.0，允许手

动配置，如人机接口设计(HID)。使

用HID模式，用户可以从应答器取

出数据作为键盘仿真，输出可以设

置为各种格式。阅读器可以HEX或

ASCII输出格式读出序列号以及来

自用户存储器的信息。同时，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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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配置工具完成配置。HID

模式适用于异构 IT云环境中的Web

应用程序。

Wed2B部署RFID系统

婚纱礼服零售商Wed2B部署

了一个基于RFID的系统，让消费者

轻松获取其喜欢的礼服，并确保所

寻找的尺寸、颜色及款式不缺货。

WED2B希望消费者可在无预约的

情况下访问门店，在几百件礼服中

选择，进行试穿后直接购买。这一

系统使用了 r-pac的UHF RFID标

签，内置 Impinj Monza芯片。

新款RFID阅读器研发

巴西工程公司Marchi Engen⁃

haria 推出新款 RFID 阅读器 M-

ID40。M-ID40是一款 UHF RFID

阅读器，运行频段为902-907 MHz

和 915.1-928 MHz。该设备配备

Wi-Fi、USB和 10 / 100Mbps以太

网通信功能，可实现更灵活的部

署。Via Onda阅读器旨在控制车辆

和人员的访问，库存管理，酒店和医

院布局，货车碰撞安全和货物库存

管理。M-ID40配备4个独立天线，

且可以识别出读取特定 RFID标签

的天线，该阅读器使用GS1的标准

EPC Gen2格式转发数据。

Harting推工业物联网入

门套件

Harting推出三款工业物联网

（IIoT）入门套件，包含基本应用所需

的硬件和软件，帮助企业部署工业

物 联 网 。 MICA CISS Complete

IIoT入门套件用于基本状态监测。

该套件配备了一个可以测量七个参

数的传感器，包括振动、声学、温度、

湿度等。传感器连接到Harting MI⁃

CA，这是一种边缘计算设备，可处

理、计算及呈现来自传感器的所有

数据。MICA附带预装软件，包括一

个显示所有传感器读数的仪表板。

Simbe推零售机器人

加州科技公司 Simbe Robot⁃

ics日前发布RFID版本的Tally机器

人。Tally是市场上少数具有计算机

视觉 RFID功能的机器人。这种技

术组合将帮助电子产品零售商、体

育用品或服装零售商获取准确的库

存数量以及门店监控图片。通过机

器学习，机器人可以根据店内位置

预测标签的位置，所附着的产品种

类以及数量。

在Tally内集成了一个使用 Imp⁃

inj技术的读卡器，以及一系列可根

据标签读取方向调整方向的天线。

徽章读取器投入使用

Telaeris推出XPID系列手持式

徽章阅读器，可读取安全徽章。

用户只需读取支持 RFID的感

应标志，便可获取访问权限。具有

GPS、蓝牙、Wi-Fi和 4G LTE功能。

XPID系列设备可读取一维及二维条

码，集成Crossmatch生物识别指纹

传感器和 NFC 传感技术。XPID /

XPressEntry产品组合已被用于各

种验证应用场景中。

这些场景包括石油和天然气、

采矿、制造、大型办公环境、远程停

车、场外活动、访客管理和培训合规

跟踪应用。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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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装物联生态联盟正式成立

8月26日，由中国服装协会、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以

下简称编码中心）、青岛海尔洗衣机有限公司联合发起的

中国服装物联生态联盟（以下简称联盟）成立大会，在上

海隆重举行。来自海澜之家、万事利、英式童装等大中型

服装企业以及物联网企业近300名代表参加了本次成立

大会。

本次大会以“衣联生态 缔造WE来”为主题，旨在通

过建立统一编码打造衣联网，构建智慧家庭。随着数字

化时代的到来，物品编码作为物品的身份证，是连接数字

世界和物理世界的重要桥梁，将对物联网和数字经济的

发展做出新的贡献。编码中心依托商品信息数据库和先

进的统一编码标识、数据采集以及数据交换等技术，将支

持联盟从智能制造到智慧家庭的建设。

联盟力图构建一个以服装产业为主导的物联生态平

台，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以服装物联网为抓手，在无线

射频识别等自动识别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的支撑下，通

过制定推广统一物联标准，推动跨产业模式创新，将服装

行业在设计、生产、仓储物流、用户等不同环节进行智能

互联，从而实现服装企业与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之间的交

互与连接，促进服装产业智能化发展，实现“科技物联、协

同创新、产业推动、合作共赢”。

（丁 一）

随着中国服装物联生态联盟的成立，相信通过多方进一步的深度合

作，联盟将共同推动智慧家庭生态加速落地，促进我国服装产业物联网

标准化水平加快提升，助力中国引领智慧生活新潮流。

Auto-ID

重点关注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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