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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观察

基于互联网思维，从检验检测产业链各

环节出发，重点研究“互联网思维”检验检测服

务模式和支撑其发展的科学技术，构建一个完

整“互联网思维”检验检测支撑平台，打造用户

信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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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为了紧跟不断变化的零售市场趋势，零

售商必须不断调整门店外观和布局来吸引消

费者。无线mPOS终端便于零售商摆脱固定

式电源插座或布线的约束，可以自由地重新装

修店面，打造更为有利的购物环境，改善消费

者体验，进而促进销售。

•物联网事

山东省是我国农业大省，蔬菜、果品、肉

蛋奶、水产品的产量位居全国第一。为保障生

鲜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的质量，降低产品损耗

率，冷链物流规范化发展极其重要。山东省在

积极落实国家关于冷链物流相关政策的同时，

及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引导冷链物流企业规

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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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前行

从自我发掘开始

春天，除了惊蛰后大自然的万物复苏，更是人们春风拂面，摩拳擦掌，

乘风破浪的开端。

国家层面的“两会”，在政策方向上为经济发展指明通道；企业层面，在

2018年下半年不再有风口的大环境下，让选择重于天赋，发挥优势，把握

住万变不离其宗的成长链条。

在人口、流量、资本的无限风光已不是随手可得的当下，竞争的血腥味

则更加醒神。

物联网时代，尽管“高速率、大连接、低延时”的概念看上去很美，但与

真正落地应用之间还存在着骨感的巨大差距。互联网那种随处可成就先

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现在的市场更具迭代性，更需要企业用心、谨慎前

行。

行业风卷云涌，市场跌宕起伏，企业内功的锤炼成为规定动作。自身

实力的强大是实现价值观对外感召的必经之路。无论商业模式的万花筒

怎样光芒万照，都要聚焦优势业务，打造企业的供应链体系。

内功练就的同时还要沉淀自己，向业界强者学习，吸收包容，学会站在

全球的视角看待发生在企业周边的各种险境，闯关打怪，不断晋级。

本刊编辑部

卷首语Introductory 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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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建泛在电力物联网

近日，国家电网公司发布消息，

到2021年，国家电网拟初步建成泛

在电力物联网，基本实现业务协同

和数据贯通，初步实现统一物联管

理，支撑电网业务与新兴业务发展。

泛在电力物联网涉及到终端信

息收集器(传感器、RFID等)、边缘计

算、通信网、云平台、人工智能五个

层次，包含感知层、网络层、平台层、

应用层四层结构。泛在电力物联网

是 5G技术及物联网概念在电力工

业系统中的具体应用:首先，它是新

一代信息通信系统;其次它能够实时

链接能源生产、传输、消费各环节设

备、客服、数据;第三，它可以全面承

载电网运营、企业运营、客服服务、

新型业态等业务。

未来 3-5年零售业数字

化将达80%

阿里云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

数字化趋势报告》显示，当前数字化

的应用领域正从互联网行业向政

府、金融、零售、农业、工业、交通、物

流、医疗健康等行业深入。其中，政

府、零售业等将成为受云计算、人工

智能、IoT等新技术影响最深的行业

领域，在未来3-5年内，零售业数字

化程度有望达到70%~80%。

医院智慧服务评估标准

发布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

医院智慧服务分级评估标准体系(试

行)的通知》。通知指出，为指导医疗

机构科学、规范开展智慧医院建设，

逐步建立适合国情的医疗机构智慧

服务分级评估体系，卫健委组织制

定了《医院智慧服务分级评估标准

体系(试行)》。这标志着今后中国在

推进智慧医院建设、改善医疗服务

方面有了“国家标准”。

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示范

运行区启动

该运行区汇集了无人接驳、编

队行驶、分时租赁、无人快递、无人

清扫、无人配送、无人售卖、无人巡

检等 8种约 20多辆无人车，包括了

北汽、百度、美团等企业。目前已建

立了自动驾驶云控平台，可监测多

辆无人车的运行状态和园区内的路

况。未来3年内，首钢园将完成建筑

面积达182万平方米的园区建设，并

计划在冬奥会期间向外界展示。

首条智能化高铁将于今

年开通

首条时速350km的智能化高铁

——京张高铁预计上半年可完成铺

轨，下半年启动全线联调联试，年底

前正式开通运营。京张高铁的智能

化动车组首次采用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将在世界上首次实现时速350公

里的自动驾驶。另外，沿线高铁站

内将配备各种智能机器人运行李，

还能自助导航。

京东与乐天合作

近日，京东与日本乐天达成协

议，约定未来乐天在日本的无人交

付解决方案中将大量应用京东的无

人机和自动交付机器人。根据该协

议，京东将结合自身在无人机和自

动交付机器人开发方面的专业经

验，以及乐天在日本的无人机交付

运营服务方面的专业知识，为乐天

提供无人交付解决方案。两公司将

合作开发乐天无人送货服务矩阵以

适应顾客需求。

天猫精灵推智能美妆镜

天猫精灵近日推出一款名为

“天猫精灵Queen”的智能美妆镜。

业界信息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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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面直径8寸的化妆镜，底座是

一个智能音箱，能和人对话，讲故

事、听音乐、控制家中的电器。周边

的一圈LED灯能够在化妆时提供最

佳的光源，并根据天气条件，模拟不

同光照。该产品由阿里巴巴人工智

能实验室自主研发。

RFID 标签让行李可寻

近日，东航正式上线 RFID 技

术，旅客通过“中国东方航空”微信

小程序，可以便捷地查询到自己托

运行李的运输状态，精准锁定行李

运输位置，快速掌握行李动态信息，

犹如为行李安装了GPS定位，行李

去向一目了然。当旅客托运行李

时，工作人员会将行李信息写入行

李牌内嵌的芯片中，经过各个节点

时，数据信息就会被自动采集到后

台数据库，从而实现行李运输全流

程的准确追踪。

印度厂商推出智能吊扇

该吊扇外表与普遍吊扇相同，

可使用蓝牙5.0连接，通过移动应用

控制。吊扇采用配有数字温度传感

器和湿度传感器的Qualcomm BLE

5.0芯片组供电，在检测到房间温度

变化时能够自动提高或降低速度。

英国银行使用内置指纹

新NFC支付卡

英国Natwest银行正在使用内

置指纹扫描仪的新NFC支付卡。

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已经成为

NFC移动支付的一个标准组成部

分，这些卡通常要求用户在银行使

用，而不是随时随地。该公司希望

未来版本的指纹识别系统能让顾客

用自己的手机注册指纹。由于银行

卡是免费的，而且有一个合格的银

行账户，所以这项计划让买不起现

代智能手机的人也能使用。

NFC Forum发布新规范

近日，关于NFC的资金转移候

选规范提供了一种将二维码数据嵌

入标准NDEF记录的方法，这为NFC

手机读取嵌入在NFC贴纸中商家静

态二维码的NDEF版本提供了可能

性。通过这样一项规范，原本消费

者需要打开应用和摄像头扫描二维

码进行支付的操作，可以简单地通

过NFC的非接触方式来完成，而且

账户体系不发生变化。由于NMT

规范是基于NDEF标签形式，因此无

论是苹果手机还是安卓手机都将能

支持。

新RFID模块实现读卡器

安装自动化

科技公司JADAK发布了新的超

高频 RFID 读卡器模块，旨在实现

RFID解决方案的快速部署，而无需

系统集成商或用户的 RFID专业知

识。ThingMagic EL6e智能模块带

有一个内置天线或外置天线的天线

端口选项，以及一个可作为独立解

决方案进行编程和管理的内置处理

器，这样就减少了大多数RFID部署

所需的软件集成需求。

加特兰发布毫米波雷达

芯片

近日，加特兰微电子发布了

Alps系列毫米波雷达系统单芯片。

Alps系列芯片集成了高速ADC、完

整的雷达信号处理 baseband以及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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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的CPU核。

在射频部分，Alps芯片包含 4

个发射通道、4个接收通道，有高度

可配置的波形发生器，还集成了

50Msps采样率的模数转换器。同

时，还集成了信号处理系统等数字

电路。雷达信号处理基带实现雷达

信号处理算法的硬件固话，节省了

开发资源。

RFID封装的高速粘接系

统面世

Mühlbauer 已经通过了对其

TAL15000 系统用于 PragmatIC 柔

性集成电路（flexible integrated cir⁃

cuits，英文缩写 FlexICs）高速粘接

的认证。 PragmatIC 公司的 Flex⁃

ICs据称可以替代现在RFID封装使

用的昂贵的硅芯片，提供一种低成

本的替代品。TAL15000被称为行

业的用于倒装法 RFID封装生产方

面的标杆式系统，每小时可以加工

13000个芯片，在全球装机数量超过

了300台。

认证 TAL15000用于 FlexIC的

组装，制造商能够借助其现已安装

的设备，提供成本显著降低的RFID

封装产品。再加上 FlexIC轻薄、灵

活和结实的特性，这将开启RFID技

术扩展到应用更广泛的大众市场的

潜在机遇。

短版喷墨包装生产设备

研发

Sihl公司面向窄幅轮转印刷企

业和加工企业，推出了使用水性喷

墨印刷的Artysio包装生产系统。这

是将Sihl在数字印刷的打印材料方

面的经验，与数字印刷技术相结合，

创造出来的一款能够让窄幅轮转印

刷企业生产客户自己设计的小批量

产品的系统。来自Sihl公司的用于

印后加工和包装材料的设备附件，

让窄幅轮转印刷企业开展这种业务

变得可能。

根据设备的附件不同，窄幅轮

转印刷企业可以包装很多其他产

品，比如宾馆用的肥皂、茶、饼干、咖

啡豆和其他很多产品。Sihl为不同

的包装类型提供对应的材料。

TicWatch C2正式发布

TicWatch C2采用 360×360像

素分辨率的1.3英寸AMOLED显示

屏，TicWatch C2內置400毫安大容

量电池，支持 IP68游泳级的防水等

级，允许用户佩戴手表在游泳池或

海滩等较浅水域进行水上活动。

TicWatch C2 搭 载 Wear OS

by Google 2.0 智能手表操作系统，

同时兼容 iOS系统与 Android系统

手机，内置出门问问升级版小问助

手，以及出门问问提供的杀手级应

用生态，成为使用者腕上最贴心的

智能助手。

TicWatch C2新上线了天气提

醒、股票提醒、航班提醒、赛事提醒、

表盘推荐等多个主动推荐功能。

TicWatch C2内置NFC近场支付芯

片，可支持银联闪付、支付宝扫码离

线支付、微信支付、交通部“全国互

联互通”交通一卡通等多种支付方

式。

Visa成立中国创新中心

Visa宣布其中国总部北京新址

正式落成，同时启动 Visa中国创新

中心。

Visa的这一举措再次表明了该

公司对中国支付市场的长期承诺，

以及在推动数字创新、经济可持续

发展和社会包容式成长方面为北京

和中国创造价值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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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eywell推在线商店

Honeywell（霍尼韦尔）推出

Honeywell Marketplace，这是一个

为企业购买软件解决方案、技术和

服务以提高生产力和效率的在线中

心，是一个应用程序商店，在这里独

立软件供应商可以在一个集中的位

置管理应用程序和解决方案，使客

户和合作伙伴能够下载解决方案来

满足他们的需求。

一些来自第三方开发人员的软

件应用程序利用了从射频识别中获

取的数据，包括CDO技术的资产跟

踪软件。RFID是一个特定的子类

别，用户可通过搜索找到使用这种

特定技术的兼容软件或应用程序。

可用的应用程序包括针对配送中心

语音指导活动的指导性工作解决方

案，以及劳动管理系统，后者提供对

员工绩效的详细分析。

NFC-UHF双功能纺织

标签及打印机

瑞士公司Textrace目前正为那

些希望生产 RFID纺织标签的公司

提供可能性，其合作伙伴兼姊妹公

司 Jakob Muller AG正在制造两台

用于创建纺织标签的新机器。这两

台机器可以将文本连同集成的纺织

RFID天线一起编织到这些标签中，

还可以创建非 RFID标签。该系统

使公司能够从生产到产品销售后很

长一段时间内捕获RFID数据。

首款无电池蓝牙张贴传

感器吊牌开发成功

半导体公司Wiliot日前演示了

全球首个无电池蓝牙扬声器传感器

吊牌。这种蓝牙传感器标签包含一

个ARM处理器，其动力完全来自周

围无线电频率的能量。

一个Wiliot芯片粘在印刷在塑

料或纸的简单天线上，可以通过一

个邮票大小的设备发送加密的序列

号以及重量和温度数据，来验证产

品的接近性。

这些吊牌借助Wiliot公司在纳

瓦能耗计算方面实现的突破，可以

与任何带有蓝牙低能量的设备进行

通信（如智能手机、Wi-Fi接入点和

物联网(IoT)设备等），可以连接到数

字显示器、Wi- Fi 和 LTE 蜂窝网

络。

Wiliot吊牌的实际应用包括：嵌

入到消费品的生产阶段，允许在整

个制造过程、仓库和从商店到终端

的过程中进行实时跟踪，所有这些

关键信息都可以被感知到; 在零售

层面，Wiliot应答器可以克服标签或

包装上人类可读的产品信息的限

制，让消费者通过自己的手机或显

示器实现互动参与; 在家里，消费者

可以与其产品进行通讯，以获得指

示和提醒，包括何时和如何使用它

们，使用Wiliot的容器可以自动记录

是否已经空了; 追踪贵重物品，以防

它们丢失或被盗，而无需添加电线，

也不存在电池寿命有限问题。

Seapolly实现服饰智慧

化管理

澳大利亚泳衣品牌零售商Sea⁃

folly将在全球 71家门店推广RFID

技术。Seafolly采用了意大利Solos

公司提供的无源超高频RFID系统，

包括架空阅读器和魔镜。

该系统使用西班牙Keonn公司

的智能镜子，以及美国Riot Insight

公司提供的软件来管理收集到的读

取数据。Solos还提供基于云的So⁃

los传感器平台软件，与ERP（企业资

源规划）软件集成，用于管理读取数

据和提示补货订单。

企业新闻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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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e标签公司与惠普

合作

S-One标签包装公司被惠普任

命为HP Indigo打印材料解决方案

合作伙伴 (HP Indigo Media Solu⁃

tions Partner)。S-OneLP 的产品

线包括专门为HP Indigo数字印刷

机上进行数字标签和软包装而设计

的底油、涂料、安全墨水、罩印上光

油和软包装薄膜。S-OneLP为范

围广泛的应用提供全套和整合的选

项，简化了客户下订单的过程。

亚马逊推出智能背心

近期亚马逊设计的智能背心来

加大安全系数，通过各种数据联合

把仓储自动化和Kiva机器人联合在

一起。亚马逊的配送中心部署了超

过3万个的Kiva机器人，其工作效率

是传统物流作业的大约4倍，而且准

确率可以达到99.99%。Kiva机器人

工作流程是由控制系统运行资源分

配算法，派发指令给Kiva机器人，ki⁃

va机器人依据指令沿着规划路径找

到货架，货架可与Kiva感应和交流。

当Kiva识别到货架上的货物需

出库时，顶起货架并将货架运送到

拣选位置，依据算法在拣选位置以

优先顺序先后一字排开，排在第一

单元的机器人完成作业离开后，后

面的机器人将占据它的位置。

在Kiva机器人碰撞到检测系统

使用红外传感器和触摸式保险杠，

避免移动过程中的阻碍。

沃尔沃在新加坡试运自

动驾驶巴士

无人巴士已于近日亮相，可容

纳80名乘客，未来将先在新加坡南

洋理工大学校园运行，然后进入公

共道路。新加坡计划 2022年之前

在远离市中心的三个住宅区的非高

峰时段运营自动驾驶公交车。为测

试无人驾驶车辆，新加坡已经建造

了一个小型城镇，配有交叉路口，红

绿灯，巴士站和人行道等。

华为中国生态伙伴大会

举办

华为中国生态伙伴大会上部署

了超过 20个智慧园区场景解决方

案。其中无需扫描二维码，不需打

开App，只要把手机靠近NFC支付

标签，输入金额，就可以完成支付。

用NFC“手机闪付”标签替代了

原有的二维码标签，用户不再扫

码。另外，无论是乘公交还是地铁，

只要使用Huawei Pay交通卡，刷卡

时无需联网、无需解锁屏幕、无需打

开 App，只需将手机靠近刷卡闸机

即可秒刷通过，享受与实体交通卡

同等优惠。

华为钱包还支持门钥匙功能，

将钥匙模拟到手机后，可以实现刷

手机一触开门，解决了出门忘带钥

匙的困扰。如果手机丢失，还可以

通过电脑登录华为账号，移除已绑

定的钥匙。

加州大学利用RFID跟踪

蜂鸟活动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人

员通过安装在喂鸟器上的 RFID读

取器和嵌入动物背后的 134.2 kHz

LF RFID标签，采集有关蜂鸟对喂鸟

器的到访模式的数据。通过确定特

定鸟类接触指定的喂鸟器的时间，

以及与何种鸟类为伴，研究人员能

深入了解蜂鸟在饲养员处的活动网

络，以及它与疾病传播的关系。读

取器可以在大约 6英寸的距离处检

测到带LF标记的鸟。蜂鸟可以在不

影响飞行的情况下携带这种被称为

被动集成转发器(PITS)的小型动物

标签，这种标签通常用于跟踪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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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鸟智能柜刷脸取件

菜鸟网络国内所有带摄像头的

菜鸟驿站智能柜均已开通刷脸取件

功能，消费者可在柜子上自主选择、

授权，使用刷脸取件功能。如果用

户因为整容等原因导致容貌发生较

大变化，也可以便捷地通过智能柜

更新照片，使用刷脸取件。

京东在香港推出智能结

算台

该智能结算台基于京东AI的图

像识别技术实现自动商品识别，由

京东AI与香港冯氏零售集团合作，

首批已落地香港，分别应用于冯氏

零售集团旗下Circle K位于长沙湾

和铜锣湾的旗舰店，单次识别多个

商品耗时小于1秒，可使便利店平均

结账效率提升30%以上。

法国男装店用 RFID进

行商品跟踪

男装零售商塞利奥(Celio)已在

其 750 家门店部署了 RFID 技术。

RFID技术和电子物品监控(EAS)技

术在其55个销售点正式实施运用。

这项技术能够为其在线客户提供快

速、准确的电子商务服务，并防止缺

货和减少因需要了解商品的位置而

增加的文本记录工作。通过POS和

EAS系统，店铺可以实时了解哪些

商品在店内、哪些商品已经售出，哪

些商品因补货订单需要已经从网站

上删除。该系统包括Nedap用于捕

获和管理读取数据的DCloud软件，

以及斑马科技的手持阅读器。

UHF RFID可读取运动

中的洗衣标签

识别解决方案公司 Datamars

为其洗衣管理解决方案发布了两款

新的RFID读取器，旨在更快地读取

亚麻或工作服标签，并为大规模的

洗衣业务提供更准确的数据。在洗

衣完成需要进行分类并运送给客户

时，这两款读取器在清洁纺品管理

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Open Tun⁃

nel和UHF Portal Plus将延续 2017

年发布的名为FT401洗衣芯片的小

型UHF RFID标签。这项新技术正

在欧洲和美国的工业洗衣公司使

用，能更快、更准确地查看包装和交

付给酒店、医院及养老院客户的清

洁纺织品。

Crescendo Mobile研发

多家公司正在部署和试用新的

NFC以及HID Global基于蓝牙的凭

证管理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名为

Crescendo Mobile，可使员工通过

手机访问实体办公室以及个人笔记

本电脑。

Crescendo Mobile 包 括 HID

Global 基于 iOS和 Android 的应用

程序，以及后台凭证管理系统。加

载应用程序后，手机会在查询时为

Android设备的NFC连接生成唯一

的密钥，或者可以通过蓝牙低功耗

(BLE)连接，以便供与缺乏开放NFC

功能的Android和 iOS手机使用。

AIVI识别系统扫地机器

人面世

该机器人工作时能主动识别并

避开电线、拖鞋、袜子等障碍物；并

配备蓝鲸清洁系统 2.0，智能扫拖；

清扫时可不断优化导航路线，并提

供个性化定制路线。此外，科沃斯

还推出了地宝新品DEEBOT T5系

列，支持多层地图和拖地禁区。

挪威零售商RFID试点销

售额增长

挪威公司Voice Norge AS采用

了由Nedap提供的基于UHF RFID

来获取库存数据的 RFID系统。这

套系统不仅能提供网购服务，还能

让消费者在去附近商店之前查看哪

些商品可以购买，这为他们在自己

所住的社区购买商品提供了便利。

Voice Norge已在其所有门店部署

了RFID技术，并发现试点门店的销

售额有所上升。Voice总部位于奥

斯陆，在挪威各地经营着200余家门

店，包括了 Match、维克和欧洲男

孩。这家零售商曾寻求一种能更好

地提供产品可用性从而增加销售额

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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