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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观察

随着国家经济持续向好和对自动化立体

仓库需求较高的烟草、医药、机械等行业的持

续快速增长，以及重视与合理利用土地这一稀

缺资源的意识不断增强，自动化立体仓库的市

场需求不容小觑。立体仓库监控系统是实现

出入库的关键，该系统的设计需要满足实时

性、可靠性等要求。

下期选题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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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以消费者驱动为起点的数字化转型是当

下零售商正在积极探索并落实的重构性战

略。基于此战略，零售行业的转型和变革正在

走向深化——零售商越来越注重线上线下的

协同并进，致力于提升基于在线数据分析的实

时决策能力。

•物联网事

区块链技术是当今比较火热的新兴技

术，许多行业和领域都在尝试使用区块链技术

解决业务问题，追溯领域也不例外。GS1标准

虽然是全球追溯领域应用最广泛的标准，但

GS1标准结合区块链技术实施追溯的资料很

少，尤其是系统设计资料不多，通过探讨GS1

EPCIS标准和区块链技术的结合，设计追溯系

统原型并论证设计结果，为用户基于EPCIS标

准开发区块链追溯系统提供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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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途同归 布局天下

从2008年算起，到今年，正好一个十年。这个十年，尤为不同。

吴晓波的新书名字为《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之前在视频上看到有

关这本书起名的原委，之所以最后确认为“水大鱼大”，看似一个再平常不

过的词汇，实际上是真切地反应了这“十年”的大背景，所有的弄潮儿都在

翻越遨游，谁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锦鲤”。

“根据 IBM最新发布的《传统企业的逆袭——2017全球高管调研报

告》显示，在行业中深耕的企业正在苏醒，强势逆袭，捍卫自己的市场地位

和价值。超过72%的高管认为现在颠覆、改造他们行业的人，既不是新兴

企业也不是互联网企业，反而是锐意创新的传统行业的领导者。他们正通

过将隐藏在企业中的 80%的数据潜能释放，完全融入数字化重塑的旅

程。”

喧嚣的时代里，总有思考的人。IBM出品的这份报告，充分印证了那

句老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无论市场如何沸腾，各类技术纷至登场，大浪

淘沙能够存留下来的企业，都是储备能量，脚踏实地的实干家。

构建一个健康、良性的发展生态，目前不需要更多的弯道超车，需要

的是共同的价值观、持久的耐心，深谙合作的真谛，明白传统的专业能力才

是企业扬帆的灵魂。

下一个十年，更值得期待。

本刊编辑部

卷首语Introductory 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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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2city是一个荷兰非政府组织（NGO），一直致力于全欧洲高效和零排放的城市物流工作，现已成为欧洲第一个实

施GS1统一包裹标签的组织，这对未来最后一英里交付将会产生积极影响。

有效性及持续性

欧洲电子商务和GS1联合蓝皮书《统一包裹标签商业案例》里指出：电子商务正在从根本上改变邮政包裹市场。然

而目前的包裹行业状况并不适应这种发展趋势。在交付过程中，参与者之间的数据共享对于提高最后一英里交付效率

和可持续性至关重要。统一包裹标签和全球独特的包裹标识符，将有助于解决快递服务行业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未来需

求，包括客户、制造商、零售商、集成商、电子公司、运营商、包裹收集/返回点和政府。

可持续交付过程中的新参与者

传统意义上，配送是由一家在线零售商或制造商向接收方提供的送货服务。为了优化配送流程，链条已经扩大到

包括荷兰运营商Goederenhub和Binnenstadservice在内的城市物流运营商。这些运营商整合不同运营商的货物运送,以
满足当地市政当局的某些特殊需求，例如限制进入的某些领域(如由于某些地区通行的限制、规定特定时间交货、环保

法规、燃料种类)和有效接收过程的特殊需要 (白天要少配送)。
Eco2city的 Birgit Hendriks 和 Max Prudon说：“我们特别专注中心枢纽，因为很多运营商已经开始使用了。装卸位

置提供了优化链条两端的机会。从发货人到枢纽的运输得以有效进行，最后一英里合并的可能性也就得到显现。”对于

拥有狭窄街道、空气质量有问题或复杂交通状况的城市来说，外城区域枢纽的设置尤其具有吸引力。出于这个原因，

Hendriks和Prudon看到了在其他城市发展的机会。

GS1统一包裹标签

城市物流运营商需要了解并使用各种各样的系统，需要不同的承载商以及自己运送货物的运货商；另外，错误和不

必要的费用等风险使交付过程变得复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Eco2city在日常的商业物流过程中积极推广广泛适用的

GS1统一包裹标签。

Eco2city有一个系统用以支持城市物流运营商，该系统可以接入各种特定识别系统，包括欧洲统一包裹标签上的

GS1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以方便包裹运输到目的地。使用这个标签可以让城市物流运营商为其客户提供一个标准解

决方案的选择，帮助跟踪包裹的同时还能降低成本。

据Hendriks 和 Prudon所说，Eco2city的倡议以及GS1统一包裹标签将为链条中的每一个运输环节带来最佳解决方

案。选择Eco2city的零售商首先要为每个盒子、托盘或车载集装箱生成一个标签。“不管是手动还是使用EDI，他们会用

欧洲统一包裹标签助力最后一英里交付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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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的方式与我们分享数据。当包裹或者车载集装箱到达时，通过扫描包裹或者车载集装箱关联其相关信息。在中心

枢纽，车载集装箱被拆分成多个单独的运输，这些包裹可以被分配，并在不同的运输过程中分发。”

执行GS1统一包裹标签

Hendriks 和Prudon认为“我们所提出的概念是极其重要的”，并认为这仅仅是个开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四个中

心被连接起来：Den Bosch、Maastricht、Nijmegen和Enschede，至少有6家新的运输公司将使用这个新平台。Hendriks 和
Prudon欢迎当局采取进一步行动。通过呼吁使用GS1的统一包裹标签，“可以使运营更加持续化，并加强改变原有的物

流行为。”有许多可能性，包括鼓励合并发货，并对招标项目中的运输公司实施“互操作性要求”。

最后一英里交付的未来

Hendriks和Prudon表示，最后一英里交付的未来机会是“巨大的”。实施GS1的统一包裹标签“在可持续性方面将

有可能取得相当大的进展，特别是在电子商务领域。”因为它可以通过参与方之间共享数据来解决当前存在的包裹物

流问题，为当今快递服务行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尽可能多的支持。

（王玉娟/译）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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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par部署支付系统

巴西停车服务商 Estapar日前

签订了一份基于 RFID技术的自动

计费技术协议。该协议由 Fleetcor

公司执行并帮助Sem Parar扩大其

在城市中心的业务。该 RFID项目

和其他自动识别系统一样，每辆车

都附着一个特定标签，并将用于自

动支付。停车场出入口处安装了天

线，用于读取标签并将唯一标识符

发送到RFID读取器中。然后，数据

传输到后端系统内，确认付款并授

权车辆离开场地。未来，该公司将

在机场、购物中心、医院、体育场等

1000个场地提供停车服务。

巴西童装部署RFID系统

巴西童装生产商Anjos Baby日

前部署 RFID解决方案以改善其业

务流程。自部署以来，公司的订单

交付准确率达到了100%。目前，公

司已将 RFID 技术用于包装环节。

未来，公司还将使用该技术监控生

产过程的每个阶段，包括刺绣、印

花、缝纫等。

鞋类零售商使用新技术

科技公司 TAG推出一个基于

RFID 的鞋类销售库存管理系统

ShoRoom，它是基于一个欧洲奢侈

品门店使用的系统开发的。Sho⁃

Room可以跟踪门店内仓库及展示

柜上的鞋子，同时通过RFID技术将

门店展示柜的鞋子与库存信息进行

绑定，并具有更远的读取距离，这样

消费者便可从更宽的门走出门店。

ShoRoom 在门店大门处使用了

UHF读取器，在服装鞋类上附着了

PC UHF RFID硬标签，这些标签将

在收银台处移除。

塑料公司应用RFID系统

Aurora Plastics公司通过部署

TRG子公司Quest Integrated Solu⁃

tions的RFID方案，提高了树脂卸载

和码头管理效率，同时还防止了卸

载错误。该系统采用 Janam Tech⁃

nologies提供的RFID读取器。

RFID提升订单准确率

奥本大学的 RFID 实验室和

GS1美国发布了白皮书，描述了一

项EPC / RFID零售供应链数据交换

研究 Zipper项目。该项目跟踪了 8

个品牌所有者及 5个零售商之内的

标签标记物品的移动，这些物品从

制造端移动到品牌商及零售商的配

送中心，并移动到门店中。研究人

员发现，未使用 RFID技术时，整体

库存准确率仅为 63%。使用 RFID

技术后，库存准确性可达 95%。此

外，使用 RFID技术时，门店缺货率

减少了50%。

RAIN RFID发布通信接

口指南

RAIN RFID联盟发布了 RAIN

通信接口(RCI)指南，旨在通过简单

的 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JSON)命令控制RFID读取器。RCI

指南可以让技术提供商开发出可操

作任一读取器的系统，可以在同一

项目上使用多款读取器，并开发可

以在多个客户项目处的解决方案。

Maracay度假村使用门

禁控制系统

Maracay万豪酒店使用全新的

安全技术。通过升级其门禁系统，

该酒店为住客提供更多便利。该系

业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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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在每家客房内安装ASSA ABLOY

的 VingCard Signature RFID 门锁，

内置 13.56 MHz HF RFID读卡器。

该门锁可以使用智能手机进行NFC

读取。

酒店的每个房间内都安装了一

个支持 RFID的 Elsafe Zenith 保险

箱，内置HF RFID读取器，访客可以

使用与门锁统一的 RFID钥匙卡来

打开保险箱。

日本便利店用UHF标签

E Ink公司和富士通半导体公

司共同推出新解决方案，用于改善

便利店的物流。新款电子墨水智能

标签可显示通过UHF RFID信号更

新的数据。该标签无需电池，而是

使用 RFID 询问期间获取的能源。

该解决方案不仅可用于物流标签，

还可用于电子纸徽章、身份证和电

子货架标签。该技术将以开发板的

形式提供给解决方案提供商，由几

家日本零售商进行试用。

共享办公场所使用RFID

技术

ThinPrint的云服务部门发布了

一款名为ezeep的基于RFID的打印

解决方案。基于LF或HF RFID的系

统通过匹配人员及其试图打印的文

档，从而确保打印者在打印机处才

可进行打印。ezeep解决方案旨在

为用户提供更强的文档打印控制，

可应用在银行等公共场合处。

RFID跟踪建筑工具

Pike公司日前使用 RFID技术

来管理工具的使用，确保工具不丢

失。该RFID工具跟踪方案是由 Si⁃

lent Partner Technologies(SPT) 提

供的，由设备供应商Altec安装在车

上。固定式解决方案通过读取RFID

标签实时更新工具清单。车辆上安

装了一个带有32根天线的读取器以

确保所需精确度。

跨国租赁公司使用RFID

技术

跨国公司 Lowe Rental通过部

署RFID技术来追踪位于Marching⁃

ton及全球各地的 10000个冷藏资

产。自该系统使用以来，公司取得

了接近100%的库存准确率，同时库

存盘点的时间从 1周减少到了几个

小时。在过去两年中，公司扩展了

系统范围，以帮助管理苏格兰、德

国、北爱尔兰、迪拜、香港以及新加

坡的业务。

iTag 与 Printronix 助力

跨国服装制造

巴西 iTag RFID日前与中国台

湾Printronix公司达成合作，将为亚

洲制造巴西销售的服装提供 RFID

标签。服装厂可以跟踪从中国、越

南等地生产的服装。iTag旨在促进

整个亚洲智能标签的分销。

CONNECT&GO与 ASI

成战略合作伙伴

近日，CONNECT&GO与ASI两

家公司在迪拜娱乐休闲展览会上签

订了合作协议。Connect&GO为游

乐园和休闲娱乐行业提供 RFID访

问控制、无现金支付和体验互动解

决方案。该方案被部署在六旗游乐

园、Canobie Lake Park游乐园和丛

林岛游乐园落地应用。

RFID技术助力无创头痛

治疗

神经调节技术公司ElectroCore

日前推出一款无创迷走神经刺激器

gammaCore Sapphire，该设备配备

一个RFID读取器，可读取指定储值

卡内置的无源 RFID标签。这款设

备可帮助成人偏头痛或丛集性头痛

患者在家中治疗急性疼痛，无需服

用额外药物。该设备可以使用无源

HF RFID技术接收刺激治疗的参数，

自动对设备参数落地应用。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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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资产跟踪系统面世

Brady Worldwide和CDO技术

合作推出关键资产跟踪解决方案

CATS，旨在帮助中小企业跟踪物品

位置并降低基础设施成本。CenSys

读取器可在读取范围内检测到标签

并读取到标签唯一 ID号码，然后将

此信息提供给CATS并可连接到云

服务器上。CATS系统收集数据进

行资产移动跟踪，库存盘点及WIP

监控。这些数据可以和企业其他系

统进行集成，以进行财务分析，生产

效率计算等。

DAILY 推UHF 读取器

日前，DAILY RFID发布了新款

UHF高性能固定式读取器。读取器

可以连接四个天线以覆盖更广泛的

区域。每根天线的读取距离可达30

米，系统最多可以同时读取400个标

签。

设备配备一个开发者套件，支

持多种编程语言，包括VC ++、Del⁃

phi、C#、VB.net和 VB 6.0。读取器

支持EAS系统，可以扫描EAS标签，

还适用于资产跟踪解决方案，具备

较高的防冲突能力。

Zebra发布企业物联网

报告

Zebra日前发布其第二次年度

智能企业指数调查结果，调查发现

企业内的物联网技术投资逐渐增

长，部署范围也逐渐扩展，企业更加

依赖第三方供应商及合作伙伴提供

技术集成和管理。这项调查涵盖了

1000个企业决策者，参与企业遍布

全球，其中10%为美国企业。

Stora Enso推新方案

芬兰、瑞典合资，林业、纸浆、包

装和可再生材料公司Stora Enso推

出ECO RFID标签技术，旨在为零售

商和工业制造商提供完整、可持续

发展的 RFID解决方案。该标签不

含有塑料，去除了芯片附着制程中

的所有致癌物质，镍颗粒和其他有

毒物质，标签可以进行回收利用。

ECO RFID标签印制在

纸上

Stora Enso开发了专有技术，

可以解决纸质标签相关的可靠性问

题。标签是纸质的，内置金属天线，

但不使用银墨，并通过了温湿度循

环及弯曲测试。该标签提供基于云

的跟踪和追溯解决方案，可运行在

微软Azure平台上，还提供完整的读

取器系统。Stora Enso还开发了一

种标签集成解决方案，用于管理标

签编码数据，标签测试。零售商可

以使用该解决方案在配送中心标记

物品，而制造商可以使用该方案在

源头标记物品。该系统可兼容Sto⁃

ra Enso的ECO标签。

Space Rangers 读取器

面世

新产品Multi Ranger支持零售

商在收货、门店存储区域、收银处使

用单个读取器。该解决方案在门店

(150-200平方米时)天花板处使用

PervasID UHF RFID Space Ranger

读取器，并在接收区域、存储区域、

收银区域及门口处安装了天线。该

产品将通过提高更准确的库存数据

以减少库存需求，提升销售额，同时

减少手持读取器扫描标签的员工数

量，并可通过识别离店物品以进行

防损。

Schreiner ProTech推新

标签

德国工程行业标签制造商Sch⁃

reiner ProTech推出新款RFID标签

DistaFerr Global。标签集成一个双

企业新闻

31



2018年12月 第6期 总第75期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

频天线，能够读取欧洲电信标准协

会(ETSI)及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

频段。该产品旨在通过专用屏蔽材

料以提高金属环境的 RFID读取性

能 ；标 签 尺 寸 为 50mm*40mm*

1.7mm，读取距离可达 3米。长距

离版本标签读取距离可达6米。

Metalcraft 开 发 金 属

UHF RFID标签

工业铭牌和标签供应商Met⁃

alcraft 日 前 发 布 新 款 金 属 UHF

RFID标签Metal RFID Tag，用于重

型设备、车辆等恶劣环境中充当目

视及数字 ID板。

该标签使用阳极氧化铝制成，

可安装在金属上，并在15至20英尺

的距离内进行读取。该款标签可以

用在油气钻井现场设备、户外车辆

或可回收的金属容器上。

CYBRA 与 Sewio Net⁃

work建立合作关系

Edgefinity物联网跟踪软件开

发商 CYBRA 与 RTLS 硬件提供商

Sewio Networks建立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双方将共同开发安全及效

率领域的RTLS解决方案。

CYBRA的Edgefinity物联网软

件是一个可以快速构建集成应用程

序的平台，可使用RFID、RTLS与其

他传感器技术定位和保护个人、资

产和车辆。Sewio Networks是一

家基于超宽带 (UWB)RFID 技术的

RTLS硬件和软件制造商。Edgefin⁃

ity物联网平台旨在满足企业复杂的

安全需求。Edgefinity物联网是一

种可扩展的软件和硬件解决方案，

将有源和无源 RFID硬件和软件与

RTLS和多传感器相结合，可持续监

控员工的健康与安全。

ST推微控制器调试探针

意法半导体 (ST)推出新一代

STLINK-V3探针，适用于 STM8和

STM32微控制器的编程和调试，该

版本产品可进一步提高灵活性和效

率。STLINK-V3支持大容量存储，

配备多路桥功能的虚拟COM端口。

该工具可帮助设计工程师调试

或微调 RFID软件。除了提供典型

的 JTAG /串行线调试(SWD)和单线

接口模块(SWIM)连接外，STLINK-

V3配备虚拟COM端口(VCP)和多路

径连接器，允许设备通过微控制器

UART、I2C、SPI或 CAN或 GPIO口

进行通信。

开发者可以使用自定义控制命

令方便地自动执行测试，并在PC上

观 察 运 行 时 的 数 据 ，或 使 用

STLINK-V3引导加载程序对设备进

行编程，从而简化产品维护。

山姆会员店推智能商店

近日，沃尔玛旗下山姆会员店

将在达拉斯开设一家名为“Sam’s

Club Now”的测试店，购物者将在

智能手机上购买所有商品，还可使

用智能手机建立购物清单，并引导

自己找到想要购买的商品。

NFC Forum TAG 认证

完成

近日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FM13HF02N芯片正式通

过了 NFC Forum TAG(T5T)认证。

这是国内首颗通过 NFC Forum

TAG 认证的自主研发芯片。该

NFC Forum Type 5 TAG芯片由上

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

发，测试认证由上海集成电路技术

与产业促进中心(ICC)检测实验室与

上海同耀实验室合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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