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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时光匆匆，
转眼间《条码与信息系统》杂志又和您相伴走过一年。
2018 年正值改革开放 40 周年，我国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同时，也是中国
物品编码中心成立第 30 年。伴随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商品条码技术在我
国生根发芽，在诸多领域广泛应用，为零售自动化、产品追溯、市场监管等提
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为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条码与信息
系统》杂志自 1993 年创刊至今有幸见证记录了这一辉煌发展历程。
当下，
“数字经济引领未来”。这一年我们为广大读者从宏观到微观推
送了高质量的条码大数据文章，以管中窥豹之势描绘数字世界给人们带来
的深刻变化，让我们一起继续体验和感受
“数字化生存”所带来的魅力吧。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向广大亲爱的读者送上诚挚的问候！挥手告别
2018 年，在 2019 年的璀璨阳光中开启新征程之际，我们将一如既往为推动
时代的进步献出绵薄之力。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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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高校条码人才培养工作 15 周年成果展示
2003 年，随着我国条码自动识别产业的快速发展，原国

响力和知名度，创新举办了年度全国大学生条码自动识别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决定实施“中国条码推进工程”，

知识竞赛，以赛促学。这四年间，竞赛以“学习、实践、就业”

高校条码人才培养项目随之启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为主题，在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天津交通学院、北京交通大

为保持高校条码人才培养的连贯性，一直以来，由中国物品

学、南京晓庄学院等高校连续举办了四届全国大学生条码

编码中心（以下简称编码中心）主办、21 世纪中国电子商务

自动识别知识竞赛。竞赛从 2007 年仅举办个人赛，发展到

网校承办，中国条码技术与应用协会、中国自动识别技术协

2008 年个人赛与团体赛并重，再发展到 2009、2010 年个人赛

会及物品编码分支机构共同协办的高校条码人才培养工

与团体赛细分为高职高专组与本科组，竞赛模式不断完善，

作，建立了覆盖全国的条码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了一大批

进一步发掘了高校学生学习条码自动识别技术的兴趣。

“高素质、强实践、有专长”的物品编码与自动识别技术领域
标准化专业化人才，得到了广大高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等社会各界的广泛关心、支持与认可，在社会中获得了良
好的反响。

第三阶段：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讲促赛，以
讲促学
从 2011 年到 2014 年，为了进一步巩固高校条码人才培
养成果，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新增了高校条码自动识别知
识巡讲，以讲促赛，以讲促学。这四年间，在南京晓庄学院

高校条码人才培养工作的四个发展阶段
从 2003 年高校条码人才培养工作启动至今，经历了以
下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打造条码师资力量，为条码人才培养奠
定基础
从 2003 年到 2006 年，高校条码人才培养的主要工作是
开办条码师资培训班和编著条码技术与应用教程，解决条
码师资的问题。这四年间，从全国只有三名条码教师发展
到有三百多名具备授课资格的高校教师，解决了条码人才
培养的先决条件。2003 年，编码中心与有关高校合作，共同

等四十所高校开展了高校条码自动识别知识巡讲活动，主
题包括：
“条码技术的基础知识与应用”
“条码技术的创新应
用”
“条码知识普及与物联网与食品安全追溯”以及“条码知
识普及与汉信码在产品追溯中的应用”。每年的巡讲主题
都参考了编码中心的年度发展方向，通过巡讲，既扩大了全
国大学生条码自动识别知识竞赛的影响力，又为学生丰富
了专业的条码知识，促进学生积极参加竞赛及课程学习。

第四阶段：服务政府和社会，大力推进高校条码人
才培养
2015 年至今，紧跟市场监管、质量强国与标准化战略，

编写了《条码技术与应用》高校教材，为大规模培养高校学

先后围绕“条码技术在电子商务线上线下的应用、条码技术

生，为高校条码人才培养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的创新应用、条码知识普及与重要产品追溯、条码知识普及

基础。

与冷链供应链”等主题开展高校人才培养。同时，为响应国

第二阶段：重点培养高校学生，举办条码知识竞
赛，
以赛促学
从 2007 年到 2010 年，为了扩大高校条码人才工作的影

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高校条码人才培养工作的思路从
培养实践型、操作型人才调整为培养理论研究型与实践应
用型相结合。2018 年，北京交通大学与编码中心共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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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开启了双方联合培养高素质人才的

我国标准化人才战略，在广大高校开设条码自动识别标准

新历程。通过创新人才联合培养机制，可以改善有关专业

化课程，举办全国大学生条码自动识别知识竞赛，以赛促

学生在物品编码标准化领域的理论水平和科研能力，提高

学，培养学生对物品编码标准化学科的兴趣，积极引导学生

人才培养的深度。

从事标准化工作。从高校条码人才培养体系中走出来的优

高校条码人才培养工作结硕果

秀毕业生，已日渐成为国内各地区标准化工作的中坚力量。

提高行业和企业供应链效率，为社会提供专业化

多年来，高校条码人才培养工作通过开展条码课程推
广、条码知识竞赛和巡讲等活动，不断推进取得了一系列丰

人才
经过高校条码人才培养，众多走向工作岗位的优秀毕

硕的成果。

条码课程推广

业生通过所学知识，为其所在企业带来了物品编码标准化

从 2003-2017 年，全国共有 3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理念，企业通过应用 GS1 系统，有效提升了供应链各环节的

270 所高校的 189802 名高校学生参加了条码课程的学习。
同期举办了 26 期条码师资培训班，全国 32 个省份 630 所校

次的 895 名高校教师参加了条码课程的培训。2003 年，编码
中心与有关高校联合出版了《条码技术与应用》教材。2010
年，随着高校课程的发展，将教材改版为《条码技术与应用》

运行效率，对企业节能增效、提高信息化水平起到了重要作
用，不少毕业生目前已成为企业的技术骨干或管理人才。

加速编码工作机构与高校、企业的多方合作，创立
产学研一体化
多年来，参加高校条码人才培养工作的高校与编码工

本科分册与高职高专分册。 2018 年，根据条码技术的发展

作机构、企业建立了多领域多元化的合作关系，创立了产学

与高校教材的需求，对《条码技术与应用》本科分册与高职

研一体化体系。通过多方合作，有效推进了高校教育体系

高专分册再次进行了修订，以适应行业的发展和课程教学

专业学科与课程建设，提高了在校师生的质量和标准化意

的需要。

识，为社会提供“高精尖”专业技术人才；各级编码工作机构

条码知识竞赛

的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能力显著提高，科研成果有效转化，

从 2007-2017 年，全国大学生条码自动识别知识竞赛连

为企业带来了实际收益。

续举办了 11 届，全国共 32 个省份 581 所高校的 97038 名学

生参加了全国大学生条码自动识别知识竞赛。34 所高校荣
获“高校条码人才培养基地”荣誉称号，表彰了 342 名高校优
秀辅导教师，
3150 名学生荣获各种奖励。

扩大编码中心品牌影响力，获社会各界广泛认可
经过 15 年耕耘，高校条码人才培养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认可。全国大学生条码自动识别知识竞赛，已成为高
校物流、电商、信息等专业教师和学生的全国性赛事，受到

条码知识巡讲

全国高校的密切关注。编码中心主办的高校条码人才培养

从 2011-2017 年，围绕不同主题，在华中师范大学、南京

得到了有关政府部门、高校、企事业单位的广泛关注和肯

晓庄学院等高校举办了 79 场“条码自动识别技术知识普及”

定，大大提高了编码中心的品牌影响力和社会知名度。
总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高校条码人才培养工作，不

巡讲活动。

仅在高校为广大师生宣传推广了条码自动识别技术标准化

高校条码人才培养社会效益显著
15 年来，高校条码人才培养硕果累累，取得了巨大的社
会效益。

助力“标准化+”战略，为物品编码与条码自动识
别领域标准化工作提供智力保障
高校条码人才培养积极响应国家标准化委员会提出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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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也为我国物品编码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专业化标
准化人才储备。未来，我们将继续服务社会热点、服务市场
监管、服务质量和标准化人才急需，为我国各行各业培养越
来越多的“高素质、强实践、有专长”的物品编码与自动识别
技术领域专业人才，助力我国物品编码事业可持续发展。
（梁 栋）

物品编码发展大计 培育良才方为根本
——高校条码人才培养工作各方观点集锦
米盖尔·洛佩拉 国际物品编码组织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我非常高兴地获悉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经过 15 年不懈努力，在中国推进的
高校条码人才培养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我相信，该项工作将有利于获此专业
培养的学生为他们所服务的企业在提升运作效率，降低供应链运营成本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也有利于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保持可持续发展。这展现了中国物品
编码中心领导层实施标准化人才战略的坚定决心和卓越才能，其他国家编码组
织可以借鉴中国经验。
（未来）我将竭力提供 GS1 电子教学（e-learning）及国际专
家等资源以进一步支持中国开展高校条码人才培养工作。”
“I am very pleased to hear that GS1 China has achieved greatly through its 15

years effort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of“The Training of Barcode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I believe that the students who have received
th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rollout, will help the companies they work fo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reduce the costs of the operations in the supply chain.

Moreover, this will enabl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S1 China. It showed the

strong determination and outstanding leadership of the team at GS1 China to imple⁃
ment the strategy of standardization talents. GS1 China’s approach can be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other GS1 MOs and I would be more than happy to support this

work by providing GS1 resources like GS1 e-learning courses and international ex⁃
perts.”

Miguel A. LOPERA, GS1 President & CEO

陈震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副理事长

物品编码及其应用是计算机信息管理和数字经济的基
础。针对商品流通中条码自动识别的需求和电子商务智能
化发展趋势，高校条码人才培养不仅满足社会急需，而且为
供应链可视化及 O2O 精准营销提升服务水平，为实现绿色
低碳和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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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金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副秘书长

进入新时代，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蓬勃
发展，人工智能逐步走进人们的生活中，未来人们的生活方式
将发生革命性的改变，零售业也将随之发生巨大的改变，物品
编码技术作为采集、标识物品信息的基础，将发挥不可或缺的
作用。高校条码人才培养工作为我国供应链各环节，尤其是零
售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持，为我国顺利实
现
“中国制造 2025”提供了人才保障。

姜军武 烟台欣和企业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目前，大量的国内企业急需熟练掌握物品编码和条码自动
识别技术的专业人才，帮助企业实现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提高
运营管理与物流效率，满足政府监管要求。作为我国商品条码
系统成员企业，我们衷心希望中国物品编码中心能够培养出越
来越多的物品编码技术领域标准化人才。

彭东华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经济管理系物流管理教研室主任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举办的高校条码人才培养造福企业与高校，给学
生带来的不仅仅是技能掌握，更是一种前瞻性的眼界与创新视角。多年
来，条码人才培养壮大了高校物品编码师资队伍，支撑了众多的掌握条
码技能的专业人才；
“全国大学生条码自动识别知识竞赛”以赛促学，引
领了学生由课本知识向应用技能转化的强烈意识，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对应用型本科教学具有正确指引，同时促进了
我国企业对 GS1 标准的认知和规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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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汀·大卫 欧莱雅亚太区供应链副总裁

在信息化发展过程中,欧莱雅亚太运营中心对物品编码与国际标准化人才
有着迫切的需求。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举办的高校条码人才培养工作，为企业和
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懂专业、强实践”的物品编码与国际标准化人才。 编码中心
在高校开展 GS1 国际标准的教育培训，为企业提高信息化水平，优化供应链生态
系统，实现商品的有效标识、存储、识别等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我们希望在
与编码中心共同努力之下，
能为企业培养和输出更多优秀的编码人才。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ization，L’Oreal Division of Operation Asia-Pacific has

urgent demand for the talents from fields of“Article numbering”and“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GS1 China has developed a large number of professionals in the

practical fields for both enterprises and society, by organizing series of training aim⁃
ing at college talents. On top of this, GS1 China conducts the educational trainings to
enterprises, and establishes the solid foundation of intelligence for both codific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by upgrading the level of“digitalization”, optimizing the ecosystem of supply chain and realizing the function of SKUs’remarking, identification
and storage effectively. We, L’Oreal Division of Operation Asia Pacific, are looking
forward to making bigger contributions to build up excellent talents in the field, with
joint effort from GS1.
QUETIN David

Supply Chain Vice President of L’Oreal Asia Pacific

谭智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物流信息技术协会会长

进入大学，我接触了条码技术与应用课程的学习，并担任了条
码课代表，自此开启了学习条码知识的大门。我有幸参加了 2017
年全国大学生条码自动识别知识竞赛并获得个人赛三等奖。全国
大学生条码自动识别知识竞赛不但能给学生普及各种条码知识，
使同学们更好地了解条码，而且能锻炼个人技能和大脑思维能力，
团体赛能增进团队人员的实操技能及团结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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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家卉 西安外事学院 2011 级物流管理系毕业生

在校期间，我参加了“条码技术与应用”课程的学习，从此对条码与
标准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13 年全国大学生条码自动识别知识竞赛
获得个人赛银奖，更加坚定了我踏入条码与标准化事业的信心。毕业
后，凭借过硬的专业知识，我有幸进入贵州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工作，
并借调到贵州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感谢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举办的高校
条码人才培养工作改变了我的人生，使我有机会为贵州省的质量与标准
化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2013 年参加大学生条码自动识别知识竞赛并以 179 分荣获个人赛
银奖。2015 年 5 月在贵州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综合部实习；毕业后，
继续就职于贵州省质检院办公室。2016 年 3 月，被贵州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标准化处借调工作一年，在此期间，参与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四项；参
与团体标准制修订两项。此外，还参与贵州省大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成立工作。2017 年 3 月，被选去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协调处
跟班学习一年，
主要负责贵州省重大活动保障工作。
）

宋海波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物流管理专业 2012 届毕业生

大学期间，得益于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举办的高校条码人才培养，我
系统性地学习了“条码技术与应用”课程。如今，我所学的条码知识，能
够熟练地应用于日常工作业务中，包括货物的编码、条码标签的生成与
印制，物流标签的识读以及物流信息系统的操作，给我的工作带来了巨
大的帮助。
（先后任职中通速递客服、仓管员；恒路物流业务员、主管、经理，负
责客户开发和部门日常管理、ERP 系统推广；顺丰速运四川区大客户三
分部经理、四川供应链 BG 运力负责人，负责项目供应链体系整体搭建，
电商平台的运力供应及信息管理；广东鸿迪物流董事长助理兼合伙人、
总经办职能管理负责人，参与公司战略规划，负责经营与运作的数据驱
动管理和运力供应商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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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码人才培养任重道远
21 世纪中国电子商务网校 张 铎

2018 年，在总结回顾高校条码人才培养项目十五周年
之际，勾起我埋在心底的许多回忆，让我想起了走在条码人
才培养路上的点点滴滴。

培养师资、星火燎原
如何在高校推广《条码技术与应用》的课程，采用什么
方式能让学校开设一门在当时并不被大众所看好的课程

二十五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北方交通大学（现北京

呢？经过走访调研，我提出了通过对高校教师培训，指导参

交通大学）物流系的一位刚刚由国外归来的老师找到我，一

加培训的教师在各自的学校主动提出开设《条码技术与应

起申报一个与条码相关的科研项目，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条

用》课程的推广方案。

码”。为了申报项目，翻阅了当时的一些计算机报刊，
《计算

记得 2003 年国内只有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工商大学、上

机世界》
《中国计算机用户报》
《商场现代化》等，我也是《条

海大学三所高校的三位老师在学校讲授条码课程。为了吸

码与信息系统》杂志创刊以来的忠实读者。我学习了解的

引老师们能参加培训，2003 年第一期条码师资培训班不仅

越多，愈发感到条码知识在我国的普及不够，有了在高校开
设条码技术课程的想法。
1993 年，
《条码技术与应用》全校性选修课在北方交通

免费培训，而且报销老师们的往返差旅费用，为老师提供教
材、PPT、光盘以及考试题库等全套资料，特别是让参加培训
的老师知道，今天你主动开设了《条码技术与应用》课程，今

大学开出，这是我国高校第一门条码课程，我也有幸成为国

后必将获得社会的认可，这门新课的生命力是十分强大

内高校讲授条码课程的第一人。在交大连续讲授了两年

的。这一方法得到广大老师认可，并得到欢迎，顺利打开了

《条码技术与应用》课程后，1996 年我编写出版了高等院校
第一本条码教材——《条码技术与 EDI》。几年后，EDI 作为

电子商务的起源之一，我也有幸成为国内第一批从事电子
商务教学和研究的高校教师。1999 年，我创办的 21 世纪中

国电子商务网校（以下简称 21 网校）成为信息产业部办公厅
发文批准从事电子商务网络远程教育的指定培训机构，
2000 年成为国家信息化推进工作办公室授权的唯一一家通
过网络培训即可颁发国家证书的机构。
2003 年，原国家质检总局启动了“中国条码推进工程”，

局面。
经过 15 年的不懈努力，至 2018 年底，我们共举办了 27

期高校条码师资培训班，全国共有 32 个省份 642 所校次的

915 人次的教师参加了条码课程培训。条码师资培训人数
和院校统计如图 1 所示（见下页）。今天，有数百名老师站在
讲台上，为大学生们讲授条码知识。正是这些星星之火，点
燃了我国高等院校条码人才的燎原大火。
2004 年起，21 网校承办了多期由教育部高教司、人事司
主办的全国高校电子商务与物流专业骨干教师培训班和全

高校推广开设《条码技术与应用》课程成为推进工程的主要

国高职高专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骨干教师研修班。在课程

内容之一，21 网校承担起在高校推广《条码技术与应用》课

设计时，我们涵盖了《条码技术与应用》课程，教育部物流与

程的重担。

电子商务骨干教师培训之初就与条码课程相结合，成效显

弹指挥间，15 年过去了。在我国条码人才培养的道路
上我们付出了很多，
收获的更多。

著，这也是时至今日，高校条码课程大多开设在物流/电子商
务专业的渊源；结合各省市教育部门财经类（物流管理专
条码与信息系统 201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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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条码师资培训班合影

教材再版、知识更新
为了保证高校开设《条码技术与应用》课程内容的科学
性和先进性，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以下简称编码中心）组织
21 网校和高校任课教师联合编写《条码技术与应用》教材。

2003 年，伴随着第一期条码师资班落下帷幕，
《条码技

术与应用》高校教材应运而生。教材附带光盘，还可以直接
图 1 条码师资培训人数和院校统计

访问 21 网校网站进行远程网络学习，网校专门开辟了教师

业）企业顶岗培训项目，将条码内容作为一个单元模块置于

教材一年之中三次印刷，印数突破 2 万册，一举登上了清华

其中；21 网校还主动联合各地高校，合作举办条码师资培训
班。条码师资培训班第 1 期、第 2 期合影，见图 2。

高校条码师资培训班采取多种培训形式。依托 21 网校

条码师资团队，在全国高校授权教师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
开展《条码技术与应用》课程的教学，如：专业必修课、就业
指导课、院系选修课、全校公选课，或在专业课程中加大课
时为学生讲授条码技术与应用等内容。
21 网校建立了网络远程教育平台，专门为授课教师开

辟空间，提供授课所需的 PPT 及相关视频资料，可以在这里
互相交流、解惑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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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为授课教师提供一对一的辅导。
《条码技术与应用》
大学出版社 2004 年新书发行前 10 名光荣榜。2003 版《条码
技术与应用》教材，见图 3（a）
（见下页）。

2009 年，为了保证《条码技术与应用》教材的先进性，编

码中心组织对教材进行修订改版，对教材作了比较大的调
整和修改。首先，将《条码技术与应用》教材修订为系列教
材，分为本科分册和高职高专分册。其次，本科分册从供应
链管理与供应链协同应用入手，重点介绍条码技术在整个
供应链管理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应用。高职高专分册从岗
位培训入手，根据不同应用领域的实际情况，重点介绍条码
技术及其产品的基本原理和实际使用。2010 年 2 月，教材投

放使用后，受到师生们的喜爱和好评。2009 版《条码技术与
应用》教材，
见图 3（b）。

2017 年，组织编写《条码技术与应用》本科分册和高职

高专分册第二版。在本科分册第二版中围绕 GS1 标准体系，
扩充了许多条码技术在供应链协同、物联网、电子商务、工
业互联网、产品追溯、信息共享中的具体应用，强调了条码
技术的应用过程，就是标准化的推广过程。在高职高专分
册中，以工学结合为指导思想，对每一章节的实训内容重新
设计，提供了更多最新应用案例，增加了商品二维码等新知
识、新标准，以适应行业的发展和课程建设的需要。2017 版
《条码技术与应用》教材，见图 3（c）。

(a)

(b)

图 4 条码学生学习人数和院校分布

条码课程的推广，高校条码人才培养逐步走上可持续发展的
(c)

图 3 《条码技术与应用》教材

通过对教材的不断修订和再版，适应条码技术发展的市
场需要，这才是《条码技术与应用》课程得以生存的市场原动

通道，也使师生们在认识上实现了从“商品条码”到“物品编
码”的转变，
从单纯的条码技术向物流标准化高度提升。
市场对条码人才的需求量逐年增大，条码人才的流向形
成了高职高专院校开设条码课程的数量高于本科院校。条
码课程开课院校统计，见图 5（见下页）。
条码人才多元化的培训项目，既丰富了条码课程的内

力。

学生乐学人数攀升
自 2003 年开始，在全国高校推广《条码技术与应用》课

程。截至到 2018 年底，全国共有 32 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
的 270 所高校 21 万余人参加了条码课程的培训学习。条码
学生学习人数和院校分布，
见图 4。

《条码技术与应用》课程一般设置在高校物流工程、物
流管理、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市场营销等专业，通过 15 年

容，给同学们带来了更丰富的学习内容，同时也给学生们创
造了更多就业机会，为条码自动识别行业夯实了人才基础。

全国竞赛热火朝天
2007 年在编码中心的大力支持下，成功举办第一届“全

国大学生条码自动识别知识竞赛”。截至到 2018 年成功举
办了 12 届。全国共有 32 个省份，累计 2329 所校次的 11 万余
条码与信息系统 201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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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条码自动识别知识竞赛”已经成为高校物
流专业的全国性大型赛事，得到了高校各级领导和师生们的
重视。自举办竞赛以来，竞赛个人赛获奖 3450 名大学生，获

奖教师 396 名，建立 37 所“条码示范”基地。条码竞赛合影，
见图 7。

图 5 条码课程开课院校统计

学生参加了全国大学生条码自动识别知识竞赛。条码竞赛
参加人数和院校统计，
如图 6 所示。

图 7 条码竞赛总决赛合影

“全国大学生条码自动识别知识竞赛”也从单一的个人
赛增加为个人赛+团体赛，发展到今天的个人赛+团体赛（高
职高专组）+团体赛（本科组）；团体赛实操环节从物流仓储
软件模拟到物联网实验箱/体验版，发展到今天的畅想冷链
供应链系统，适应了行业发展的需要，引领了条码人才的培
养方向。竞赛实操环节现场，见图 8（见下页）。

高校巡讲众人拾柴
2011 年开始，为了推进条码课程的建设和条码竞赛的

宣传，21 网校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举办“条码知识普及”巡讲
活动。

截至到 2018 年举办了 88 场“条码知识普及”巡讲活动。
历年巡讲主题分别为：条码知识普及与冷链供应链、重要产
品追溯、条码技术创新应用、条码技术在电子商务线上线下
的应用、汉信码在产品追溯中的应用、物联网食品安全追溯、
物品标识与物联网、物品编码与物联网。
图 6 条码竞赛参加人数和院校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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