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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观察

从 1990年至今，对智能垃圾分类技术的

研究整体呈增长趋势，这说明智能垃圾分类技

术早已受到关注，并且随着技术手段、方法及

理念的不断更新，对该领域的探究热度不断上

升。

下期选题预告▶▶▶

广告索引

·ADVERTISEMENT INDEX

零售

杂志征订广告

杂志广告合作

多米诺

商品信息服务平台

国家食品安全追溯平台

汉信码

编码中心公益广告

东莞市艾特姆射频科技

条码微站

条码协会

集保物流

路凯

鼎证物联

我查查

第二届中国国际绿色智慧城市展

中国国际物流节（上海）

国际商业支付系统及设备展

感受智慧生活（一）

感受智慧生活（二）

感受智慧生活（三）

感受智慧生活（四）

感受智慧生活（五）

杂志订阅单

封面

封二

封三

封底

P1
P3
P5
P7
P8
P9
P11
P12
P13
P14
P15
P16
P17
P18
P19
P20
P21
P22
P23
P24

•物联网事

由于互联设备生态系统不断增长的挑

战，导致追踪单个设备变得越来越困难。需要

人工智能系统的帮助才能确定设备在什么时

候被恶意软件感染。

•特别报道

通过一体化图书馆管理平台的建设，将

进一步提升数字图书馆各项信息服务功能，拓

展数字化服务新模式，为学校教师学生带来更

多数字时代的新体验、新享受。新建的数字图

书馆将是一个具备基本信息抓取功能的综合

信息服务平台，为学校提供多层次、多样化、专

业化的数字文化服务，打造基于新媒体的图书

馆服务的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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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内里 面向未来

时间又滑至年尾，在各种考核红线直击脑壳之前，我们都会如约与消

费狂欢或紧或松地拥抱一下。天猫双 11，96秒超过 100亿、16小时 31分

12秒超过 2135亿（2018年天猫双 11全天成交额），24小时 2684亿……

数字跳动的背后到底蕴含了什么，折射了什么，市场信心、消费升级还是想

要打破此刻生活，获得新意义的勇气。

几何级增长的数字，所指向的，“重点是整个技术的峰值，每秒钟支撑

多少笔订单”，一个没有边界的商业渠道里，不单是“李佳琦们”造梦的现

场，它更应该是有理想、破边界、做事情人们的主战场。

供应链、区块链、工业物联网、5G商用，2019年下半年真心不缺少“兴

奋剂”。

任何新技术的应用，任何商业模式的颠覆都不是平地拔起的，他们一

定是延续性拓展的。

商业神话对任何行业来说，都是其产业链上各个环节共同努力的结

果。企业前行的脚步从未放缓，由竞争逻辑转向共生逻辑，协同内外资源，

建立高效的系统构架，避免迟缓的层级内耗，提升自主效率，在不确定的环

境中赢得企业品牌认同，也就赢得了市场。

本刊编辑部

卷首语Introductory 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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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标签帮助农产品

“升级”

河北省平山镇利用环境监测系

统所采集的数据，对日常养殖、屠

宰、加工、冷藏、运输等全过程进行

管理。通过监测与采集图像、土壤、

气象、病虫害等信息，运用数据分

析，为科学种植、养殖、食品安全溯

源、农产品品牌提供数据服务，有效

提高农产品品质，降低生产成本。

该系统的应用，可减少用工 30%，水

资源利用率提高 30%，作物效益或

单产提高10%以上。

RFID标签在液体与金属

中的应用

RFID无线射频的信号会受到

金属、液体的干扰而不能应用在某

些领域。

近期有科研团队成功研发出新

型的 RFID电子标签，创新了 RFID

标签的贴标方式，使用旗帜标签可

避免液体对 RFID产生的影响。该

款标签可直接粘贴于液体非金属包

装瓶表面，成功突破了RFID技术在

液体商品中的使用限制。

RFID技术助力博物馆互

动展览

国际间谍博物馆在华盛顿

L'enfant广场设立了一座占地 14万

平方英尺的新设施，为了给游客提

供难忘的互动式体验，该博物馆使

用嵌入 RFID标签的设备跟踪游客

在博物馆中游览的轨迹。世界各地

有许多博物馆都会用 RFID技术来

实现互动展览，展览给游客留下比

稀有艺术品更深刻的印象。

RFID与 BLE结合应用

于医疗领域

物联网技术公司Quake Global

收购了蓝牙低功耗(BLE)医疗保健技

术公司 Skynet，为医疗和生活护理

市场提供有源蓝牙Mesh解决方案

和无源RFID系统。当无源RFID应

用于易耗品或寿命较长的设备等低

成本物品时，可以避免出现标签电

池更换不便的情况。

同时，BLE功能可以实时提供

移动资产和个人位置的信息，无需

部署进一步的阅读器基础设备。

澳大利亚零售商通过

RFID技术提高在线销售额

RAMP 是一家集开发与应用

RFID解决方案于一体的澳大利亚企

业，该公司为悉尼泳装零售商BAKU

提供了一个解决库存管理问题的系

统，实现了从制造到仓库再到零售

的完整库存可视化管理。全面的库

存可视性和准确的库存位置是全渠

道零售成功的关键。RFID技术帮助

BAKU实现全渠道战略。预计在未

来 18个月内，BAKU的在线销售额

将翻一番。

美国职业橄榄球队采用

RFID支付

球迷通常要在橄榄球比赛中场

休息的短短 15分钟内排队购买小

吃、饮料以及比赛周边产品后及时

回到原座位。蒙特利尔云雀队与

Connect&GO公司合作制作出Fast⁃

Pass卡片季票，持有者会收到一张

挂有挂绳的 FastPass RFID卡片，凭

RFID卡片可以走快捷通道用更短的

时间进入体育场，球迷们可将钱充

值到卡片上，从而实现无现金支付，

缩短购买物品的时间。

国外高校用 RFID技术

研究野生老鼠的行为

在布鲁克林的一个回收点，一

套带有 RFID功能的诱饵为研究人

员探究老鼠的野外行为提供了新方

式，包括老鼠会被什么气味吸引以

及会避开什么气味。纽约城市学院

福特汉姆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使

业界信息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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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RFID技术公司 UID识别解决方

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跟踪野外生

存的城市啮齿动物，了解到很多在

实验室里无法接触到的细节。

保健疫苗利用 RFID进

行安全运输

疫苗的运输和储存均有温度的

要求，而为保证疫苗从生产企业到

接种单位运转过程中的质量需要冷

链设备运输。传统冷链运输设备价

格昂贵、体积庞大、无法对单个箱体

进行测温及识别。RFID温度标签同

时具备数字标识和温度信息，也可

事后追溯，轻松完成物资身份识别

同时对冷链运输温度情况进行测量

和记录。

RFID技术助力血液库建

立信息化平台

血液在采集、存储、运输和使用

的过程中需要严格地管控，RFID技

术的应用使每份血液均具有唯一的

标识，通过在血液袋贴RFID电子标

签进行信息绑定，对血液的各种信

息进行记录，减少血液受污染机率，

进而提高对血液库存、计划、进度控

制进行信息精准度和品质的保障。

美国一商店配备 RFID

自助啤酒墙

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丹维尔市

的 Lynn Street Market使用自助啤

酒墙给顾客提供啤酒。自助啤酒水

龙头利用符合 ISO 15693标准的无

源 HF RFID技术，可以检测到特定

顾客，并将其与特定啤酒杯关联起

来。每个客户可用一张内置 RFID

标签的卡片支付饮品费用。

MIT开发识别车辆拐角

处障碍物探测系统

麻省理工学院 (MIT)的研究人

员开发了一种能感知地面倒影细微

变化，从而确定拐角处是否有移动

物体的新系统。

未来，自动驾驶汽车可以利用

这种系统避免在视线受阻的拐角处

与另一辆汽车或行人发生潜在的碰

撞。除了自动驾驶汽车应用，将来

在医院走廊内自主导航运行的药物

或物品运送机器人也可以利用该系

统来避免撞到行人。

RFID助力出租车管理

随着出租车数量的不断增加，

通过 RFID电子标签对出租车和司

机信息进行双重识别，进而构建出

租车电子运营管控平台。平台提供

车载稽查系统，该系统安装于交通

执法车内，将动态图像识别技术和

RFID射频识别技术融于一体，执法

人员可驾驶交通执法车辆在管辖范

围内任意地方进行车辆稽查。

RFID技术让车联网交通

更顺畅

RFID技术与车联网和物联网

的结合使用，可以提供更加安全的

驾车行驶方式。车联网使用有源

RFID传感器技术，根据网络提供的

路况信息，提前对道路上的其他车

辆进行主动感知与分析计算，提取

出与交通堵塞和行车安全有关的内

容，提高了道路的通行能力和使用

效率。

全国电子社保卡累计签

发4562万张

截至 9月底，全国社保卡持卡

人数达 12.99 亿人，已覆盖超过

93.1%人口。累计签发电子社保卡

4562万张。下一步工作将进一步完

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

台。推动建立以社保卡为载体的

“一卡通”服务管理模式，推行电子

社保卡应用。

青岛建成智慧档案系统

青岛李沧区档案馆新馆安装了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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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档案平台系统。

该系统涵盖六大子系统：实体

档案管理子系统，给每一份档案“定

制”专属电子标签;智能密集架管理

子系统，对查询的实体档案远程定

位并显示档案位置，快速查找所需

档案；温湿度控制及空气净化管理

子系统、环境监测子系统，确保库房

的环境符合国家对档案存放的要求;

监控防盗子系统可对库区24小时实

时监控，构筑了严密安全保管防线。

智能建筑成为安防市场

又一驱动力

安防技术在智能建筑中的应用

体现在安全与消防方面。智能建筑

设计施工中，消防安全工程、安防工

程建筑等已经成为常规建设内容。

智能建筑安防系统主要以视频监控

及防盗报警系统为主，利用红外、探

测、控制等技术，达到对安全事件事

先预警、事中控制与处理、事后分析

的目的，为人们提供安全的生活和

工作环境。

温哥华国际机场采用自

动识别技术实现快速过境

为满足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

SA)现代化 NEXUS计划的要求，温

哥华国际机场自助业务系列中的生

物识别服务站BorderXpress已配置

成功。BorderXpress NEXUS 采用

感应式RFID技术，使用最新的面部

识别软件来验证会员身份以取代旧

的虹膜识别技术。NEXUS成员可以

轻拍或扫描其NEXUS卡，采用面部

识别技术拍摄照片以验证其身份，

然后再向CBSA官员进行最终检查。

Uber推出Uber Pay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

Money20/20大会上，Uber公司宣

布将携手巴西独角兽创企 EBANX

在巴西推出 Uber Pay。未来，巴西

的 Uber司机可以通过 Uber Pay使

用支付、转账、存款等服务。目前，

巴西有超过 4500万人没有银行账

户，Uber计划深耕这一市场并为其

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

除巴西外，Uber还计划在未来

逐步将其支付服务推广到墨西哥和

印度市场。

青海西宁安装75套智慧

井盖

在青海西宁的南川东路，75个

带有智能传感器的智慧井盖开始正

式上岗。

智能井盖不仅可以对接到统一

的管理系统进行联网管理，还能像

家中的智能插座一样，通过手机

APP随时随地监控和控制。如果井

盖发生移位、偷盗、井内洪涝、排水

水位升高等情况时，智慧井盖系统

能及时向信息化数据平台发出紧急

报警，向相关负责人的智能手机上

报送预警信息，保障各类应急情况

得以及时处理，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韩国游客到澳门可用

Kakaopay

Kakaopay是韩国电子钱包，由

韩国社交平台 Kakao和支付宝联手

开发。Kakaopay现可以在中国澳门

线下扫码支付。这是首个海外电子

钱包为用户开通的来中国境内的跨

境移动支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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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携手中国移动

成功孵化云XR协作业务

中兴通讯联合中国移动开展基

于 5G+MEC 的云 XR 协作业务孵

化，共同探索 5G+XR工业设计的实

际应用。该应用基于中兴通讯自研

XR云平台实现远程协作，以汽车设

计为例展示了多方协作场景。身处

异地的设计师通过中兴通讯 5G云

XR协作应用，操作 3D模型，提供各

自方案和设计，设计变更结果异地

同步可视；总工程师和多方进行互

动讨论，最终跨越时空限制高效精

准地完成了一辆汽车的组装设计。

阿联酋航空用 RFID技

术跟踪机载应急设备

阿联酋航空每天利用 RFID扫

描识别空中应急设备。RFID帮助工

程团队以 100%的数据完整性和合

规性维护整个应急设备，并以更高

的效率提供准确的库存预测。现

在，应用 RFID技术，阿联酋航空公

司可以在11分钟内扫描一架A380，

节省 97%的时间，而扫描波音 777

只需6分钟，节省98%的时间。

国网利用 RFID等技术

监测井盖设备情况

天津滨海公司积极推进“两网

融合”落地先行先试，利用智能工井

与蘑菇造型的电缆警示桩、智能摄

像头共同协作，监测井盖、电缆等设

备情况。试点安装的智能工井具有

非授权开启报警功能，当井盖在未

授权情况下倾斜、振动超过此阈值

时就会产生报警，将异常信息反馈

至能源大数据中心。同时，井盖背

面集成环境监测终端，定时采集工

井内水位、气体、温湿度等环境参

数，便于运维人员准确掌握工井环

境，提高检修工作效率。

芬欧蓝泰推 Smart Cir⁃

cle冲洗标签

芬欧蓝泰标签针对欧洲市场推

出了一系列新型冲洗材料，以响应

对PET的可回收性和玻璃包装的再

利用日益增长的需求。新技术改善

了回收过程中的标签分离。纯 PET

薄片沉入底部，增加了优质再生原

材料的供应量，并减少了对纯塑料

的需求。

HID Global 收购 LUX-

IDent
可信身份解决方案供应商HID

Global收购位于捷克共和国的领先

射频识别 (RFID)组件供应商 luxo -

ident。为此，HID扩大了在RFID技

术领域的市场领导地位，并加强了

其在中欧和东欧的影响力。通过扩

展 RFID组件组合，HID能够更好地

扩展其智能标签产品，并通过RFID

组件设计和柔性制造的新功能来解

决大型物联网频谱。

是德科技与OPPO设立

5G测试联合实验室

是德科技与全球五大移动设备

制造商之一的 OPPO 在深圳设立

5G 测试联合实验室，进一步扩大两

家企业之间的合作。新实验室使用

是德科技的 5G 平台对新 5G 新空

口 (NR)设计进行性能验证，这一重

要举措将帮助OPPO扩大其全球市

场份额。

SmaSort用电子标签打

造医院智能垃圾处理系统

医院作为产生特殊垃圾的一个

敏感场所，实行垃圾分类的难度比

一般公共机构要大。随着国内城市

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各省市

纷纷出台制定实施方案，明确要求

在医疗机构率先推行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

国内医用物流传输系统厂商曼

彻彼斯已研发推出医院专用的智能

垃圾被服收集处理系统（SmaSort），

企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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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可在医院各楼层分类收集可

回 收 物 、易 腐 垃 圾 、其 它 垃 圾。

SmaSort配备了人脸识别摄像头、IC

卡权限管理模块，具备垃圾称重计

费功能，自动识别污衣被服上的电

子标签，智能计数与分类。

海底捞开智慧餐厅

海底捞新开智慧餐厅凭借一款

APP可实现排位、订位、点餐、外卖

等功能，甚至还可以现场调配私人

定制专属口味锅底，而从点菜下单

到直接通过智能菜品仓库配菜、机

器人传菜，到达餐桌仅需要三分钟。

早前，海底捞与第三方企业合作开

发了餐饮行业点餐买单系统、CRM

管理系统、机器人等项目。这些项

目可以针对客群进行精准营销投

放，更好地服务顾客，实现商品和营

销个性化以及服务智能化。

Google Pay新增两项生

物识别验证功能

谷歌公司移动与数字支付服务

Google Pay推出了最新的 2.100版

本。在这个版本中，谷歌新增了指

纹和面部识别两项生物识别验证功

能，速度比以往的PIN码更快。目前

这项功能只支持转账服务，不适用

于店内NFC支付。

NatWest首次推出生物

识别信用卡

英国银行发行的首张生物指纹

信用卡已经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全

国 试 用 。 NatWest 与 万 事 达 卡

(mastercard)和金马拓 (gemalto)合

作向 150名客户展示了高端的生物

指纹技术。除了保留非接触式功能

外，集成卡还可以在自动取款机和

在线购物中正常使用。接受生物识

别卡不需要硬件更改，因此持卡人

可以在现有的非接触式、芯片和PIN

终端上使用它们。该卡可通过卡终

端供电，当客户出示卡时，卡上的绿

灯指示指纹已成功匹配。

Venmo公司将推出首张

信用卡

PayPal 旗下移动支付子公司

Venmo宣布将与Synchrony银行合

作发行推出其首张信用卡。发行卡

片为 Venmo拓宽了收入来源，Ven⁃

mo除了能用客户在自家平台上的

余额进行投资外，还能从客户交易

费中获得收入。信用卡上线后，

Venmo借记卡持卡人就可以在Ven⁃

mo应用程序上申请信用卡，并做好

个人帐户的日常管理。他们还将收

到消费实时提醒，并能够使用信用

卡分期购买商品。

Paytm将推无动态密码

支付

印度版“支付宝”Paytm 是印度

移动支付的三巨头之一。Paytm最

新发布了一项支付新功能，将推行

无OTP(动态密码)支付，旨在简化交

易流程并提高成功率，将节约下来

的交易时间转化为更多的支付量。

这项举动也将解决传统 3DS支付流

中存在的如短信发送以及连接超时

等问题。

利用 RFID技术实现智

慧加油新场景

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与中

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

分公司联合推出的“加油简付”新业

务。车主可在指定工行网点或加油

站网点免费申领“加油简付”电子标

签，并贴在车辆油箱盖内侧，通过工

行手机银行、“加油广东”App等绑定

电子标签和工行卡，即可开通成功。

当车辆进入油站加油时，油枪安装

的识别器可自动扫描识别油箱盖上

粘贴的射频标签，并从绑定的银行

账户结算油款，加油员收到智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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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提示后即完成支付。

小米9 Pro将支持eID与

手机开车门

小米 9 Pro 将会拓展 NFC 能

力，支持eID电子身份证功能。这样

一来，国内四大手机厂商“华米OV”

都支持了该项功能，随着应用场景

的拓展，未来在线上线下的身份认

证方面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物联网和车联网领域，手机

NFC也是未来一大发展方向，此次

小米与小鹏电动车合作可用小米 9

Pro刷手机开车门。

微软推出云量子计算服

务Azure Quantum
在微软 Ignite会议上，公司正

式发布开放云量子计算服务的计

划。微软云计算平台将很快对大众

提供对量子计算机的访问。

新服务名为 Azure Quantum，

它将公司先前发布的量子编程工具

与其云服务相集成。编码人员可以

在模拟量子硬件、Honeywell、IonQ

或QCI的真实量子硬件上运行量子

代码。

AstroNova推出 Trojan⁃

Label T5
AstroNova公司推出了 Trojan⁃

Label T5，这款设备是其 TrojanLa⁃

bel T4数字标签印刷和后加工系统

的加大版。TrojanLabel T5融入了

智能、紧凑型的后加工单元，配备了

UV柔印上光、复合、圆刀模切、分切

和清废。T5增加了一些附加的强化

功能，比如局部上光和超亮上光、复

合、分切和复卷，和用于银色、金色

和金属色装饰效果的冷烫金应用。

阿里体育升级人脸识别

技术

在今年的杭马上，阿里体育联

动阿里云、飞猪、饿了么、天猫、支付

宝、蚂蚁森林等多个板块，用一整套

数字化解决方案来服务赛事和跑

者。此次杭马所升级迭代的人脸识

别技术，提高了跑者在报名、赛前领

物以及比赛日入场等环节的效率。

比赛期间，通过智能杭马数字

大屏可以观测到赛事现场的情况，

包括参赛者的人数及跑量，特邀选

手的实时成绩和心率，普通跑者分

段配速和跑进情况，以及赛事救护

车和医护人员的实时定位。

Herma推出由草纸制成

的环保标签

造纸专家 Herma 日前推出了

HERMAnature fieno(340)，这是一

种基于草纸的无过敏原标签材料。

这款产品是一家德国公司研发并申

请专利的特殊草球制成的。在此过

程中，草纤维被机械加工，不需要化

学药品。这种新的标签材料包含

30%的草，可以像传统纸张一样进

行加工，在胶版印刷和柔版印刷中

都具有良好的可印刷性。

Brother公司研发新热转

印标签打印机

Brother移动解决方案公司推

出了新型TD-4台式热转印打印机，

可用于应对存储难题、识别和跟踪

仓库以及整个制造过程中的物品。

热转印标签通常用于标记到达工厂

车间的货源，以及必须标记的货架、

垃圾箱和工具架的部件区域。新打

印机具有更快的速度，可更轻松地

集成，与流行的WMS、MRP / ERP

和标签设计软件应用程序 (包括

Brother P-touch Editor)相兼容，也

与各种色带和介质类型组合兼容。

Cosmo推出高抗撕裂合

成纸和数字印刷合成纸

印度特种薄膜制造商 Cosmo

薄膜公司增加了两款新产品——高

抗撕裂合成纸和数字印刷合成纸。

高抗撕裂合成纸一般用于吊牌应

用，两面均可采用UV胶印、水性和

UV柔印，以及热转印印刷工艺进行

印刷。数字印刷合成纸是针对商业

数字印刷。它可以使用碳粉激光打

印机以及液体墨粉打印机，也可以

采用传统和 UV胶印印刷、UV和水

性柔版印刷、丝网和凸版印刷、UV

喷墨印刷以及其他方式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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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苑琳，2014 年毕业于波士

顿大学传播学院；2017年加入SML

集团，担任 RFID 科技高级副总

裁。怀着对科技行业的热忱，致力

加快公司以科技(RFID）为主导的

业务转型。

SML集团RFID科技及企业传讯高级副总裁孙苑琳

SML:以RFID技术传递新价值
本刊记者 郑昱

特别报道S PECIAL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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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L集团于 1985年成立，至今已有约 35年发展历

史。截至目前，SML集团是全球第二大传统标签以及

RFID标签供应商，足迹遍布 30多个国家。目前，在所有

已部署RFID库存管理软件的欧美零售门店中，SML的占

有率达到30%。

前不久，SML集团在上海设立了全球第二家零售思

维空间（Retail Ideation Space，以下简称“零维空间”）。

旨在帮助零售企业了解一站式RFID技术在零售供应链

的应用和其所能带来的潜在价值。SML集团RFID科技

及企业传讯高级副总裁孙苑琳认为，在“零维空间”里，能

充分模拟从零售门店、到分拣中心及后仓的整个供应链

流程。通过还原真实的零售场景，让客户体验RFID在不

同零售场景的应用，进一步提高零售商在供应链管理上

的水平。

“基于SML过去十年在RFID领域的经验，我们深刻

明白零售商要实现和部署RFID需要的不仅仅是单方面

的技术，而是一个全方位的解决方案。上海的‘零维空

间’将不定期举办零售工作坊，展示最新RFID 技术在零

售领域的应用，为潜在客户提供一个体验、学习、测试和

定制RFID解决方案的沉浸式空间。”

上海“零维空间”是 SML布局中国市场的重要一

步，通过“零维空间”，SML希望能接入更多优质的合作伙

伴资源，将软硬件和标签产品的结合，为零售商提供更好

的解决方案和服务。

记者：基于您对目前中国零售业整体业态的了解，

SML将在哪些业务据点上发力？

孙苑琳：RFID在中国零售市场的应用比较零散，还

没有一套成熟完整的解决方案，因此，SML推出了RFID

TotalCare™，它是结合了RFID标签设计与制造、库存管

理软件、编码和 SML专业服务为一体的全套解决方案，

能帮助零售商标准化RFID部署，快速实现企业数字化升

级。

中国是欧美零售品牌的主要供应链集中地之一，

SML 将针对目前零售商在供应链管理上的痛点，不断升

级和开发Clarity™软件在本土零售环境下的应用场景，拓

展供应链模块，帮助本土零售商解决供应链管理的挑战。

Clarity™系统是为零售商量身打造的单品级库存管理软

件系统。

目前，全球已有超过 3200家门店使用了 SML的

Clarity™软件提升库存管理效率。每年通过Clarity™处理

的操作超过200多亿次。其应用场景贯穿整个零售供应

链，从仓库发货到集散中心，再到零售门店，满足所有应

用场景需求。通过Clarity™，零售商能够对分布在各个场

景的商品库存信息进行统一管理，有效提高供应链管理

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

记者：当零售业由从前期的前端——渠道，走向后期

的后端——“供应链”比拼上，SML如何解读？

孙苑琳：随着新零售时代的到来，很多零售企业意识

到，提升消费者体验不仅要依靠前端的渠道布局，更要从

产品的生产端发力，优化整个供应链系统。

使用RFID技术来进行库存优化能有效帮助零售商

提高供应链效率。SML的单品级RFID技术通过赋予每

一件商品独一无二的身份，追踪产品从生产端到消费端

的整个流程，提升商品在整个供应链上的能见度、从而降

低成本，提高库存准确率和销售额。

记者：您作为高级副总裁，您向往怎样的企业文化？

这种企业文化对公司业务提升有何影响？

孙苑琳：“以科技为核心，不断创新，以人为本”是我

们希望打造的企业文化愿景。SML 在过去近35年里，经

历了从一个传统的标签供应商，转型为科技驱动的RFID

解决方案品牌商的过程。我们深刻明白一家企业的成功

转型离不开对人才的培养与引进。

2012年，在我们收购了一家位于美国的库存软件公

司后，引入了一批崭新的科技型人才，其中包括从欧美和

亚洲地区吸纳的行业顶尖软件工程师和RFID嵌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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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引领SML走在RFID行业前端。

除了RFID业务外，我们对传统业务的同事（包括标

签和包装），也不断进行创新产品的相关培训，启发他们

的开创性思维，与我们科技创新的速度并行。

记者：未来，在中国零售市场上的布局有哪些具体举

措？

孙苑琳：2017 年，SML在深圳南山区设立了 RFID

标签产品和Clarity™软件开发团队，与欧洲和美国达拉斯

总部的RFID产品开发及软件团队密切配合，分享和交换

各个地区的 RFID 创新应用案例，并打造“One team,

global reach”的概念，以一个整体的团队，为 SML全球

零售客户提供跨时区不间断的服务。

随着中国市场的零售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我们看到

中国本土品牌在不断崛起，其服装产量甚至可以比拟甚

至超越欧美品牌。在看到RFID技术在中国市场的潜力

后，我们将多年服务欧美客户的经验与中国本土市场的

需求相结合，开始为中国零售企业提供RFID解决方案。

目前，我们在中国市场已经有了退货打假的成功案例。

未来，supply chain efficiency using RFID 在中国市场的

重点之一就是进一步拓展RFID在品牌保护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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