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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观察

近年来，我国医疗机构改革不断深

化，高值物资的多元化日趋明显，为提高

物资的整体管理水平，降低损耗，医院必

须通过优化物资管理的方式来应对激烈

的医疗市场竞争。

下期选题预告▶▶▶

广告索引

·ADVERTISEMENT INDEX

公益

杂志征订广告

杂志广告合作

商品信息服务平台

东方捷码

Ecode标识平台

中国条码技术与应用协会

编码中心公益广告

东莞市艾特姆射频科技

条码微站

国家食品安全追溯平台

汉信码

路凯

宝洁

中国西部国际物流博览会

汽车视觉前瞻技术交流会

中国国际绿色智慧城市博览会

国际商业支付系统及设备博览会

2020亚洲物流双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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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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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格局正在形成，科技巨头引领人

工智能发展。在产业界，科技巨头在 AI

产业环节积极卡位布局。

•特别报道

闭环药物管理（CLMA）是一套实时

执行和资源管理系统，其使用移动智能终

端和RFID技术来传输工作需要的患者数

据。该系统与医院的信息系统配合运行，

可将临床工作人员处理的任务数据实时

发送至电子病例（EMR）。

25



2020年2月 第1期 总第82期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

卷首语Introductory remark

在舒适区
打通经脉

二十一世纪迈入二零年代，如何在纷杂的现实环境中保持

清晰的思路，稳健前行势必是行业翘楚优先考虑的问题。

当阳历年跨入 2020年，频频听到一个词语，“打标签”，不

管企业，还是个人，不管是网红，还是流量扛把子，大家纷纷被

某种标签标示，使出浑身解数，生怕自己深陷舒适区，止步不

前。

稍安勿躁，静心琢磨一番，打不打标签其实不重要，呆在舒

适区，只要你能树立坚定的信念，胆大心细，一样有所作为。

在舒适区里，需要做好几件事：看清复杂事物的简单要素，

哪些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看透人心的法宝，如何根据现在的

所有现象预测未来发生的事情；如何做到终身练习，在正确的

时间里做出正确的选择。

当企业在舒适区里做好选择，意味着战略既定，激发潜能

和善意，在组织形态上也将脱胎换骨，架构的平台化、管理的扁

平化、业务的模块化都将通过品牌认证、技术优化、实现体系的

正常运作，那么前进中的问题和痛点都会迎刃而解。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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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智能终端助力交警规范

机动车查验

肇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

队车辆管理所试运行 PDA机动

车查验智能终端，旨在落实公安

交管部门放管服改革 20项便民

措施，规范机动车查验工作。使

用该系统对机动车查验过程与

机动车查验关键部位现场拍照，

实现了将采集车辆识别代号、照

片等数据向监管平台时时上传，

PDA采集的信息经过审核后打

印查验记录表。启用机动车

PDA智能查验系统，进一步规范

了查验场地，优化了查验流程，

提升了交通管理服务便利化水

平，提高了机动车查验精准性。

RFID在仓储物流托盘管

理扮演重要角色

仓储自动化的快速发展，使

传统人工仓储管理单据等方式

已无法跟上现代仓储管理的步

伐。有识别距离远、快速，不易

损坏、容量大等诸多优势的RFID

技术被广泛使用在仓库管理中，

让仓储管理的各个环节变得透

明。提高商业企业分拣领用出

库的效率。

美国航空通过NFC移动

应用程序扫描护照

美 国 航 空 公 司 (American

Airlines，AA)在其移动应用程序

中添加了护照扫描功能，从而成

为首家提供护照芯片扫描功能

的航空公司。有了这项功能，旅

客可以直接通过护照中嵌入的

近场通信(NFC)芯片安全地传输

信息。这使旅客可以直接前往

国际航班的登机口，而无需在机

场柜台的客户服务代理处检查

文件。这一方式加快办理登机

手续的过程。

深圳警企合作解决停车

难题

深圳市机动车停车位数量

仅有汽车保有量的一半，“停车

难”问题已成为城市交通发展的

短板和民生出行难题。为此，深

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与捷顺

科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发挥

各自在城市交通和智慧停车领

域的资源与创新优势，在“共建

智慧停车现代化管理平台”“共

建智慧便民停车服务”“深化互

通交通管理相关服务”等方面开

展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合作。

未来，深圳将实现全市医院预约

停车全覆盖、小区写字楼错峰停

车、地铁沿线智能共享停车等，

以解决市民烦恼的“停车难”问

题。

2019年智能 POS仍处

高位

2019年全年，虽然整体通过

银联卡受理终端安全认证的产

品数量有所下降，但智能POS(智

能销售点终端)通过银联卡受理

终端安全认证的产品数量仍处

高位。未来，当刷脸支付逐渐走

向完善，与已发展多年、产业链

整体完善成熟的轻量级机具代

表智能POS产业相结合，或可以

迎来新的机遇。

无感支付超市落户包头

机场

包头机场智慧无人超市的

正式营业标志着自治区内首家

智慧无人无感支付超市正式落

户包头机场，这是全国第二家机

业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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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无人便利店。智慧无人超市

采用人工智能+重力感应技术，

集安全和便捷于一体，可以减少

自助结算排队，提升用户的购物

效率和购物体验。

36个国家驻外使领馆已

开通银联支付

银联国际近日宣布，中国驻

尼泊尔大使馆开通支持“云闪

付”，中国公民可扫码支付护照

申请、旅行证办理、公证认证等

领事服务费用。截至目前，已有

36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驻外使

领馆开通银联支付服务。

东航实现 RFID行李全

程跟踪

东航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启用射频识别行李全程跟踪系

统。东航在行李运输中，使用电

子行李牌取代传统的不干胶纸

质行李牌。电子牌能够长期反

复使用减少一次性耗材。当旅

客托运行李时，工作人员会用电

子墨水技术，将电子行李牌号

码、航班号、出发港、到达港、起

落时间等信息写入行李牌内嵌

芯片中，当带有芯片信息的行李

经过分拣、装机、到达、提取等各

个节点时，行李数据信息会被自

动采集到后台数据库，进而实现

行李运输全流程的准确追踪。

二维码与 RFID技术合

力实现城市智慧管理

武汉市洪山城管推出城市

智慧管理之二维码&RFID，根据

不同用户群体，扫码后进行不同

界面、不同的操作内容。扫描之

后，市民可对城市管理热点问题

进行上报、投诉、建议等。执法、

清扫等部门通过扫码及时掌握

准确信息，能减少员工操作，提

高工作效率。

城管执法局通过二维码方

案能提升城市管理工作的效率，

能更精准、便捷地处理日常城市

案件。管理人员、巡查人员等扫

码准确定位，获取精准信息，进

行巡查管理，提升城市管理案件

精准上报、优化流程、降低工作

量等。

海西州“茶卡羊”建立可

追溯系统

对于市场上假冒海西州特

产“茶卡羊”的日益增多，海西州

开发了“互联网+智慧农业”。管

理平台该牦牛藏羊追溯管理平

台，旨在生产环节建立牦牛藏羊

可追溯系统通过编码识别，一只

羊从出生到餐桌所有的信息均

可通过网络查询。

冬季铁人三项赛采用

RFID管理参赛者数据

2020中国伊春全国冬季铁

人三项赛是目前国内最高级别

的冬季铁人三项赛事。比赛使

用奥运会自行车项目指定品牌

MYLAPS芯片计时和HV-CMRS

影像采集系统采集成绩，参赛选

手数据全部使用RFID高频智能

芯片进行管理。通过全国首辆

体育赛事移动指挥车，真正实现

全程直播、实时监控、GPS定位、

定点计时、卫星通讯、影像收集、

运动员信息采集的智能化运营

管理。

洗衣店可利用 RFID纺

织识别技术

洗衣店工作人员现在可以

使用Datamars的新解决方案快

速地自行部署RFID纺织品识别

技术，该技术与他们现有的管理

或会计软件无缝集成。Cloud⁃

burst 是一款可以直接在 Data⁃

mars的RFID阅读器上运行的定

制软件，因此洗衣业务可以利用

RFID技术改进相关的服务和效

率，而无需复杂的接口要求或隐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28



2020年2月 第1期 总第82期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

藏的开发成本。

区块链加NFC联合保护

西西里血橙

为打击假冒西西里血橙行

为，西西里岛 IGP保护联盟和Al⁃

maviva科技公司发起利用区块

链技术的胭脂(红橙升级绿色经

济)项目。该项目将NFC(近场通

信)贴纸连接到区块链系统，然后

连接到成箱的西西里血橙。这

款应用程序允许用户通过公共

地图的地理定位系统监控生产

现场，收获的日期以及使用的储

存和分发方法。

RFID用于铁路冷链物流

我国铁路冷藏运输运量较

小，没有充分发挥出铁路在长距

离运输中的优势。铁路冷链物

流中心建成后，在铁路冷链物流

领域中利用基于RFID技术的托

盘应用可以将其引入冷链物流

领域 (即在托盘上内置电子标

签)。实现托盘电子信息化对于

提高物流管理水平、降低物流成

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深圳电商利用RFID、大数

据等打造新业态

深圳是全国首个国家电子

商务示范城市以及第二批跨境

电商综合试验区，跨境电商交易

额已经连续多年稳居全国前列。

为满足大规模交易，不少企业已

经利用 RFID、大数据等技术，积

极构建智能门店数字化运营平

台，打造“线上交易、线下体验、

到店提货”新业态。

利用 RFID无人机完成

仓库盘点

新加坡无人机公司 Aero⁃

Lion Technologies 与自动识别

解决方案公司 SATO合作，为无

人机提供无源UHF RFID库存跟

踪解决方案。这套系统由一个

高性能的RFID阅读器和安装在

小型无人机上的天线组成，无人

机可以飞过仓库，采集库存数

据。将UHF RFID标签应用到装

有电子设备的包装箱上。箱子

被堆放在托盘上，每个位置两

个，每个托盘上都有专属的UHF

RFID标签，当无人机飞过时可准

确读取。

RFID应用于古树名木

管理

为实现古树名木管理的科

学化、信息化和现代化，越来越

多的城市采用 RFID技术，利用

独特的RFID钉子标签把树木的

年龄、科目、生活条件的保护和

其他信息编码到芯片中，配合

GPS 定位系统，更全面保护古

树。一旦古树生病，管理者就会

阅读旧树的信息，通过手持设备

存储在芯片中，过去的数据将一

目了然。

RFID技术开启集装箱堆

场“自动化”运行

大连港集装箱自动化堆场

改造项目，堆场内全封闭且无人

机交互，可满足集装箱堆场的全

天候自动化作业需求。堆场投

入运行的自动化轨道吊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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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S目标扫描、SDS吊具监测、

LCPS防打保龄、CPS集卡车引

导、ALS自动着箱、OCR视频流、

RFID无源射频等技术，具备自动

翻箱、自动归并转等功能，提高

了集装箱堆场的综合作业效率。

整机配备的ATL集卡防吊起、大

车激光防撞等，确保了作业的安

全性、可靠性，且设备作业受外

部天气影响显著减少，可实现24

小时全天候作业。

北斗宽带射频芯片可进

行大规模应用推广

支持北斗三号新信号的 22

纳米工艺射频基带一体化导航

定位芯片，体积更小、功耗更低、

精度更高，已实现规模化应用。

新一代北斗高精度天线、板卡、

宽带射频芯片等系列产品完成

研发，性能指标持续提升，已具

备大规模应用推广条件。国外

主流厂商也纷纷推出北斗三号

新信号的基础产品。

RFID技术追踪病例

医疗改革日益深化，具备高

技术水平的医院管理模式日渐

形成。病案数字化管理时代，基

于RFID技术的病案全过程跟踪

管理具备存储量大、读取速度

快、安全性高、病案示踪精确等

优点，将 RFID技术应用于病案

回收、编目、质控、反馈、借阅等

工作内容，达到节省人力资源，

提高工作积极性，实现病案精细

化管理的目的。未来RFID技术

终将成为病案管理模式中的主

要内容，促进病案管理走向智能

化、科学化。

刚果共和国推新电子税

收身份证

基于刚果国家身份证和电

子护照项目，刚果共和国和

MühlbauerID Services GmbH

（纽豹）合作开发生物识别税收

身份证。该合作项目旨在支持

刚果的居民身份注册，识别刚果

所有纳税人以及所有居民相关

数据的生命周期。在全国十个

招生办公室中，个人和法人可以

通过基于网络的专用招生系统

来注册税务 ID卡。

生物识别税收身份证将用

于验证可视化数据存储的设备。

电子税收身份证可使刚果更便

捷地采取政府行动，也使民众享

受到便利。

苏宁物流启动无人车无

接触配送服务

苏宁物流5G卧龙无人车在

苏州送出第一单。苏宁物流与

苏宁小店协同，围绕 3公里即时

配送业务组建无人配送保障小

组，启动无人车末端“无接触”配

送服务在全国部署落地。同时，

苏宁科技还重磅推出苏宁无人

配送小 biu机器人，当快递员将

菜品放入其货仓中、输入发货指

令后，它就会带上货物出发，可

以自主规划路线、避开障碍物、

返回充电。

陶瓷公司利用 RFID技

术提高效率

巴西陶瓷公司 (Porto Fer⁃

reira，SP)库存商品超过98万件，

在部署 iTag 智能标签提供的

RFID系统三个月后使库存控制

更加科学。该公司已经将货盘

的盘点时间从 40分钟缩短至 3

分钟。部署该系统可以证明产

品运输和交付是正确的，当被要

求向客户交付额外产品时，该技

术可以避免漏发产品的事故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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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新闻

中海油利用 RFID实现

海上产油目标

中海油及其子公司中海油

田服务(中海油服)选择Xerafy全

球首个经ATEX认证专为井下钻

探作业而设计的UHF RFID标签

Xplorer。10万个Xerafy Xplorer

标签的部署将与中国海油瞄准

的石油产量同比增长 10%目标

一致。Xplorer标签将提高公司

追踪每件设备的身份完整性和

生命周期的能力，通过自动跟踪

整个资产生命周期，中海油可以

预测部件何时需要在发生故障

之前进行更换，显著提高深海和

陆上钻井平台的安全性。

Visa收购互联网金融公

司Plaid
全球信用卡公司 Visa将收

购硅谷互联网金融初创企业普

莱德公司(Plaid)。产品包括Ven⁃

mo、Coinbase 和 Acorns Grow

等。这为初创企业在应用和网

站中提供银行数据的管道，可以

让初创企业连接到用户的商业

银行账户。

海尔再当选“灯塔工厂”

首批入选灯塔工厂的海尔

在时隔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以“海

尔沈阳冰箱互联工厂”再次获评

灯塔工厂，这也让海尔成为唯一

一个在全球同一个国家拥有两

座灯塔工厂的企业。“灯塔工厂”

是指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尖端技

术应用整合工作方面卓有成效

的领先企业。“灯塔工厂”评选

的目的是在全球工业升级受阻

的背景下，帮助发达经济体和新

兴经济体的相关行业解决投资

先进技术方面遇到的难题。

EM推出全新双频 IC
EM Microelectronic是瑞士

腕表企业 Swatch集团的超低功

耗半导体公司，EM Microelec⁃

tronic推出增强型产品认证双频

RAINFC技术em|echo-V。

em|echo-V能够帮助品牌

和零售商为消费者提供整体功

能性的全渠道体验，让消费者不

仅可以随时随地购买产品，还以

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与之

互动，并不会损害消费者隐私。

泰国SCB银行携手Rip⁃

ple推即时跨境支付APP
全球领先的可信身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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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收购扩大了HI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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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e Cine公司与富林特

集团合作

马 来 西 亚 吉 隆 坡 的 Tye

Cine彩色分色公司通过使用富

林特集团的 nyloflex印版，提高

了企业的生产力，降低了生产成

本。Tye Cine决定与富林特集

团合作的关键是富林特集团不

仅有强大的技术更有可靠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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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团队和全球性的技术经验。

目前，该公司使用富林特集团产

品线中的 Ace Digital、FTF Digi⁃

tal和FAC Digital等印刷版材。

通过 RFID优化商品库

存提升全渠道订单效率

Checkpoint Systems(保点

公司)推出了物联网软件平台

HALO的主要版本，附带全方位

渠道和任务管理功能。HALO通

过从商店和配送中心的RFID阅

读器收集数据来跟踪零售商供

应链中所有带有标签的商品与

企业资源计划(ERP)和仓库管理

系统(WMS)软件进行同步，提高

库存准确率和销售效率。使用

RFID收集准确的库存数据，HA⁃

LO可以根据库存可用性帮助商

店之间分配订单。

食用代码帮助减少食品

包装

Label Says开发出一种可食

用的印刷油墨代码，可以直接添

加到比如鱼、水果、蔬菜、烘焙食

品、饮料和肉类等食物上。当应

用程序扫描每个产品时，信息是

可访问的，提供了一个完全增强

现实(AR)体验，让客户了解更多

关于产品的信息，并减少了食品

包装。

衡阳南岳机场无感支付

智慧停车项目启用

建行搭建的衡阳南岳机场

无感支付智慧停车项目正式启

用。“无感支付”是建行新推出的

结算产品，实现将车牌识别技术

与银行卡快捷支付技术相结合。

衡阳南岳机场无感支付停车场

的上线，解决了传统停车场的人

工收费慢、收费时间长等问题，

同时也满足了民航安保设施标

准关于“机场停车场车辆号牌黑

名单管理”的要求。“无感支付”

办理便捷，客户只要去建行开通

手机银行，选择无感支付功能，

绑定车牌号即可。

Anlac标签公司添置

Vetaphone电晕技术

Anlac标签公司日前接收了

4台Vetaphone窄幅轮转电晕处

理单元，用于改进其不同形式的

柔版和数字印刷机加工性能的

一致性。Anlac拥有生产从撕开

密封，到热敏、多层、刮开和模内

等一系列标签的能力，可以为包

括医药、健康、美容以及工业部

门的润滑油和农用化学品，还有

快速消费品类产品，如食品、饮

料和服装等领域供应产品。除

了纸基材料，Anlac还使用 PP、

PET和PVC材料。

SaaS平台+硬件成为智

能售货机的核心引擎

映翰通推出由 SaaS平台+

硬件两大部分组成的独到解决

方案。在硬件层面，售货机分为

安卓工控机和安卓一体机。对

于安卓工控机，其软件内部已经

实现 AI视觉识别、微信/支付宝

刷脸支付，使用时只需额外加装

摄像头即可完成刷脸支付改装；

对于安卓一体机，其内部本身就

集成包括微信及支付宝刷脸支

付的摄像头。映翰通通过基于

阿里云的 InVending 云管理平

台，为智能售货机行业提供SaaS

服务。这可以在云端实现更多

管理配置与应用，让散落各处的

智能售货机能够有效实现远程

管理与可视化。

采用 RFID技术的奢侈

品认证平台问世

Temera(时尚领域 IT 服务

供应商)、普华永道 PwC、Luxo⁃

chain(供应链解决方案供应商)

和 Var Group四家国际企业联合

推出了新平台“Virgo”，该平台

旨在追踪奢侈品供应链并对从

原材料采购到二手市场所有权

转移的整个奢侈品生命周期进

行认证，确保其透明度和真实

性。Virgo 平台使用了 RFID(射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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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识别)、UHF(超高频) 和 NFC

(近场通讯) 以及区块链认证等技

术，让终端消费者能够了解所购

商品的来源、所用原材料以及对

环境和社会的影响等相关信息。

海澜之家利用 RFID技

术化解库存

海澜之家运用 RFID芯片管

理技术，利用科技打造仓储物流

大数据中心，优化供应链体系。

海澜之家中的每一件衣服都安

装了 RFID芯片，可完全控制商

品的实时销售数据，从而及时调

度，管理优势明显。从长远角度

来看，对库存解压有着良好的预

见性。

莫斯科城摩天大楼部署

UHF安全门禁系统

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商务中

心(MIBC，通常被称为莫斯科城)

的安全停车场部署了超高频射

频识别系统，这为授权车辆提供

比近距离技术更有效的远距离

安全访问。这套解决方案由技

术公司 ISBC提供，使用了 FEIG

Electronic 公 司 的 LRU 1002

RFID阅读器和一个内置的NXP

UCODE DNA芯片，它的远距离

读取功能可以让固定式阅读器

在车辆完全停下来之前对司机

进行身份验证。超高频系统自

带的安全功能能够防止数据遭

到黑客攻击，这可提高其自动接

入系统效率以及保持严密的安

全性。

采用电子标签布局酒包

装业务

美盈森发布公告称公司与

习水县人民政府签订美盈森习

水精品包装智能制造项目投资

协议书，计划与习水县人民政府

共同总投资 3亿元，引进全球领

先的智能化设备。这将为习水

及周边白酒提供较强的配套能

力，有利于形成白酒配套产业发

展的习水样本。

RyPax创建智能可持续

包装生态系统

RyPax与 E Ink公司合作推

出的 TecPax环保可持续创新解

决方案，彻底改变了可持续包装

的可能性。该方案将提高包装

效率和优化消费者参与体验。

TecPax利用E Ink的电子纸技术

减少了印刷手册的需要。电子

纸在可重复使用和可重新填充

的 RyPax模压纤维包装上的集

成便于可持续发展，同时提供方

便的产品信息。

锋翔和Cyngient合力开

发 UV LED技术

锋翔技术公司和 Cyngient

公司均是柔版和混合印刷机上

使用LED UC固化系统标签的加

工企业，两家企业将合力开发优

化粘合剂技术。Cyngient的HY⁃

PERcure LED和UV粘合剂结合

锋翔公司的 LED固化技术，为客

户带来冷烫金和复合产品的交

钥匙工程，提供了更强的粘合力

和更好的冷烫金转移效果。

东丽新技术让电子标签

成本降至1/5
IC标签对于物联网来说是

重要零部件，日本材料厂商东丽

开发出低成本生产 IC标签的技

术，把单枚标签成本降至 2日元

左右，为原来的 1/5。 IC标签用

于服装产品的库存管理。东丽

使用特殊材料直接印刷记录信

息集成电路可减少生产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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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reiner推出低成本制

药智能标签

制药行业标签专业生产商

Schreiner MediPharm与开发低

成本柔性电子产品的AIPIA成员

PragmatIC已结成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

此次合作是为制药产品和

医疗设备制造商提供低成本

RFID 智能标签产品组合以及

ConnectIC系列芯片。它是一种

嵌入Schreiner MediPharm功能

标签的柔性电子芯片，这种芯片

薄且灵活，可嵌入各种衬底。

苹果推出AR购物

苹 果 公 司 推 出 其“Quick

Look”增强现实工具的新升级，

能够让 iPhone和 iPad用户在增

强现实(AR)中查看商品然后直接

购买。零售商上传平面贴纸或

3D产品模型，从而对消费者提供

产品的增强现实预览，这样购物

者就可以看到某一件商品在现

实世界中更加真实的样子。

加油站利用 RFID标签

支付汽油费用

ShellMalaysia公司与Touch '

nGo签署一份协议备忘录，使马

来西亚人能够使用车辆的 RFID

标签支付汽油费用。Touch ' n

Go在指定的加油站为使用 TNG

电子钱包的消费者提供免费的

RFID标签。使用RFID标签的付

款可以隔空完成，无需与其智能

手机或销售点系统进行任何交

互。用户可以通过Touch ' n Go

电子钱包应用查看自己的支付

详情。该公司还计划在 2021年

第一季度引入通过RFID的零售

支付。

中兴通讯助力实现江西

省首个远程会诊

中兴通讯携手九江移动搭

建九江市修水人民医院 5G 网

络，助力江西省首个“5G+移动诊

疗车”方案落地，实现了省城专

家与县医院病床上的患者面对

面交流问诊。

中兴通讯接到需求后第一

时间派遣专家团队，完成了从站

点勘察、参数规划、设备安装、网

络调试、后台开通到入网测试优

化等一系列工作。“5G远程会诊”

为江西省医疗救治专家组与省

内106家医疗救治定点医院搭起

了迅捷而又稳定的沟通桥梁。

面向物联网的企业级

RFID阅读器

RFID解决方案提供商 Imp⁃

inj推出了专为企业级RFID部署

而设计的R700阅读器。这款阅

读器为物联网解决方案提供了

高接收灵敏度、快速的网络连接

和边缘处理功能。该设备还包

括一个安全的、可升级的 Linux

操作系统、加密软件和一个安全

的软件引导 (带有信任链)，以防

止未经授权的软件执行。

空中云汇与 VISA合作

推出“无界”虚拟卡

Airwallex空中云汇成为 VI⁃

SA在亚太地区首个Fintech全球

合作伙伴及主会员机构，并将与

VISA合作推出Airwallex空中云

汇“无界”虚拟卡。

作为 VISA的全球主会员机

构表明Airwallex将与VISA直接

清算，并在商业合作方面紧密对

接。用户可在 Airwallex空中云

汇平台实时生成虚拟卡，在数秒

内即可完成多币种支付，并支持

查询各项交易记录，动态管理额

度、设定账户的开支和对账。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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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受到党中

央和全社会的高度关注，牵动着全国亿万群众的

心。中国自动识别技术协会理事长、中国物品编码

中心主任张成海立即指示协会秘书处要坚决贯彻

习总书记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

落实民政部发布的《关于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进一

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

秘书处第一时间向全体会员发出倡议，作出部署，

制定了严密的防控措施；并号召会员通过采购、捐

赠物资等行动奉献爱心。倡议得到会员企业的积

极响应，协会秘书处及时在协会理事群、QQ群、官

网通报情况，并编发中国自动识别技术协会会员企

业在行动通报，褒扬爱心企业，展示了自动识别行

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奉献的精神。

面对这次疫情，自动识别技术协会会员勇于担

当，在协会理事长单位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号召下，

协会副理事长企业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

挥中国先进整合 IT服务提供商的优势，积极开展科

技援助。1月 30日，向湖北省有关医院和防疫单位

免费提供了 4000台“和对讲”终端和 1500台移动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协会抗肺疫纪实

紧急部署 抗击疫情 贡献“智慧”之力
唐成/文

重点关注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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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眼”卡片机，全力支援一线防疫救援工作。相

关产品具备语音对讲和实时定位功能，适用于病房

多、通话密度大的场景，及时为疫情防控一线英雄装

上“千里眼、顺风耳”。 2月 4日，最后一批设备发

出，驰援武汉雷神山医院。

2月5日，协会秘书处通过联系农工民主党北京

市委会、湖北省委会、孝感市委会及有关部门，将会

员企业广州爱格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江河总经理自

愿捐献疫区急需的智能条码扫描设备 500台/套捐

献支援给孝感市第一人民医院、孝感市中医院、孝南

区妇幼保健院等孝感市疫病重点地区的医疗机构，

为其提供“智慧”支撑。

2月6日，协会副理事长单位深圳市远望谷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徐玉锁先生，向昆山

市慈善基金会捐款20万元；2月7日，深圳市远望谷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又分别向深圳市南山区慈善

会和光明区慈善会捐款40万元，用于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

协会专家会员企业同方股份及其旗下同方威

视、方鸿智能、同方洁净、同方计算机等多家企业的

13 项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入选了首批抗击疫情的

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清单。入选的新技术新产品包

神州数码集团发到雷神山医院的

最后一批物资包装完毕

疫区医院接受捐赠物资证明

重点关注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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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ID

括：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全预混室温保存核

酸检测试剂盒、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快速检

测仪、工业辐照灭菌装置、小型文件辐照灭菌装置、

自屏蔽辐照灭菌装置、广谱型空气净化装置、正压

防护/负压隔离双功能帐篷、VHP 灭菌机、智能急救

及健康管理平台、设备智能精细化管理系统对医用

设备（如移动呼吸机、心电图仪等）、数学加在线网

校、云桌面系统、超融合云数据中心。这些前沿技

术将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疫区医院及群众，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作出巨大贡献。

防疫物资大多来自社会各地爱心人士的捐赠，

这些捐赠的物资是否被安全、快速、准确的送达到

需要救助的人员手中，不仅仅是监管部门关心的问

题，同时也是捐赠人员和社会大众所同样关注的。

当了解到一些地方捐赠物资积压，不能及时进

行科学分配时，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与协会秘书处立

即组织有关专家深入研究和探讨利用GS1统一编

码标识系统和自动识别新技术，设计了智慧化解决

方案，以科技助力疫情防控。协会将《关于对防控

疫情物资等智慧化管理的建议》和方案报送相关单

位，现被农工党中央采用，并报送了中央统战部、全

国政协，以GS1编码技术为抗“疫”服务。

协会部分领导、常务理事、理事、会员个人也积

极参与到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向慈善机构汇款捐钱

出力。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中国自动识别

技术协会会员众志成城，共抗疫情，与祖国同呼吸，

与武汉共命运，他们的爱心行动还在进行中。武汉

加油！中国加油!

（作者单位：中国自动识别技术协会秘书处）

紧急联系邮政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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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tech公司LoRa市场战略总监甘泉

Semtech：释放LoRa的应用价值
本刊记者 郑昱

LoRa网络目前已经在全球 140多个国家和地

区得到部署，2020年 1月，全球基于 LoRa的终端节

点数量将超过 1.35亿台，而全球部署的 LoRa网关

数量已超过55万台，可支持超过20亿个终端节点。

“针对当前物联网技术和应用的发展趋势，

Semtech公司提出了推动物联网发展的新愿景，它

们由‘聚焦、简化和支撑’三个部分组成。这样的战

略正在促使LoRa与其他低功耗广域网（LPWAN）技

术之间形成差异化，并进一步通过提升LoRa技术在

应用领域中的灵活性和易用性，扩大LoRa技术应用

特别报道S PECIAL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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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甘泉，Semtech公司LoRa市场战略总监，

一年后再次采访他时，省去寒暄，直入主题。正如

甘泉所言，对于 LoRa技术而言，“创新驱动发展”是

过去一年里 LoRa技术的核心，也是 Semtech公司

乘风破浪的法宝。

记者：您提到的“创新驱动发展”是否可以较全

面地概括Semtech LoRa技术在中国目前发展的现

状？

甘泉：毋庸置疑，“创新驱动发展”能够比较全

面地概括Semtech公司LoRa技术目前在中国的发

展状况。

首先，Semtech在 2019年推出了 LoRa技术创

新发展愿景、战略和路线图，并按计划推出了一系

列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它们不仅使 LoRa在技

术性能上更佳和功耗更低，更重要的是使 LoRa变

得更加灵活和易于使用。

其次，基于 LoRa技术的创新和新产品的推出，

越来越多垂直市场中的客户看到了 LoRa技术的价

值并加快了采用速度，包括中国市场在内的全球市

场上，LoRa技术的应用已成功扩展到智能公用事

业、智能供应链和物流、智能家居和智慧社区/楼宇、

智慧农业、智慧健康和医疗、智能工业控制和智能

环境等领域。

第三，阿里巴巴、腾讯等国内领先互联网企业

在 LoRa联盟（LoRa Alliance）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中国企业提出的技术提案开始进入 Lo⁃

RaWAN协议和国际标准，LoRa技术和标准体系中

中国企业的创新越来越多、贡献越来越大，从而使

LoRa技术变得更加朝气蓬勃。

第四，LoRa开始超越物联网连接技术方案的范

畴，在许多应用领域内成为新的商业模式和管理模

式的核心组成部分。Semtech和 LoRa联盟等合作

伙伴为中国企业和用户开展世界级创新提供支持，

服务中国市场的同时，为全球物联网发展提供支

撑。

第五，LoRa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必将酝酿出新的

产业生态，产业下游的模块、传感器和网关制造商

得到快速发展，各类行业用户和网络运营商也从中

获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 LoRa技术进入智

能家居领域，将会有更多的个人用户亲身体会物联

网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便利和快乐。

记者：请您具体谈一下Semtech“聚焦、简化和

支撑”的新愿景？

甘泉：正如前面提到的，“聚焦、简化和支撑”是

Semtech推进物联网发展所设定的新愿景，更是

Semtech业务拓展的策略。

聚焦是指专注 LoRa技术的发展，

通过快速投资回报进一步推动需求，

是一种基于全生态价值挖掘与再现的

创新驱动模式。

Semtech的“聚焦”策略包括：以成功部署的实

证为例，让更多的客户了解 LoRa所能带来的投资

回报；全面掌握客户在构建物联网框架中所遇到的

痛点，进一步完善技术手段，推陈出新，解决存在的

问题；继续扩展 LoRa 生态系统，为方案提供商

（ISV）、应用和系统集成商提供数据信息和技术支

撑，以在客户的实际购买决策中起到关键作用；作

为LoRa联盟的一份子，Semtech要确保LoRa的可

靠性、兼容性和可选性，互联互通，为建立世界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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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计划和标准体系贡献力量。

“简化”则意味着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快

速、高效地构建、部署和管理客户所需要的解决方

案。

Semtech不单只是提供 LoRa所需的连接芯片

和模组，还会帮助客户进行更大范围的投资、开发

和整合，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简化物联网应用。

记者：LoRa技术左边的创新是什么？右边的

应用落脚在哪里？

甘泉：所有的创新都是为了给应用创造更大的

价值，让用户获得显著的投资回报。

如何更好、更快和更高效地满足多样化的、甚

至是碎片化的物联网应用场景对 LoRa技术的需

求，是Semtech作为物联网行业领导者必须面对的

重要挑战。

挑战意味着最大限度地激发开拓精神。“支撑”

作为Semtech新愿景的第三部分，其实质是一个基

于创新的服务体系，LoRa技术的硬件、软件及服务

组合是这个体系的核心，包括四个部分：LoRa®芯片

产品组合，包括不断创新演进的、可满足更多应用

需求的、高性能的 LoRa 技术芯片系列；LoRa

Source™硬件加速器，一系列即刻可投入生产的硬

件加速器，缩短开发时间和降低抽象复杂性，提供

工具简化软件开发过程，从而为常规应用案例减少

前期硬件设计需求；LoRa Basics™组件和开发人员

资源，通过提供培训和资源，让更多的开发人员接

触到 LoRa，方便开发人员更好入手，实现开发人员

在构建基于 LoRa技术的物联网解决方案中的成

长；LoRa Cloud™云服务，简便易用的云服务，它采

用复杂的解决方案组件并将其转换为API调用。

这种创新的、多维度的协同性应用支撑体系在

2019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全新的 LoRa智能家居

器件LLCC68，将LoRa的市场应用范围从行业类低

功耗广域网扩展到智能家居、社区和消费性应用；

Semtech发布的智能建筑参考套件，是基于 LoRa

器件和 LoRaWAN协议的智能建筑解决方案，由一

整套专门打造的智能建筑开发工具组成，可以支持

用户去监控门窗、桌面和房间的状况、环境条件，以

及检测水浸等；Semtech推出的 LoRa Corecell室

内网关应用参考设计，专为兼容 LoRaWAN协议而

开发，适用于家居、楼宇和工厂自动化等应用，并且

该参考设计的射频器件除了适用于美国和欧洲的

物联网专用频段，也针对中国的470-510MHz频段

和相关要求进行了优化。

记者：您作为资深专家，LoRa技术现实应用的

关键在哪里？

甘泉：对Semtech来说，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推

出更多新的产品、参考设计和解决方案，都是提升

LoRa技术的应用功能和挖掘潜在价值，这本身就是

LoRa技术现实应用的关键。

与此同时，Semtech将提供更加多元化的硬

件、软件和支持服务，将会为各类物联网应用场景

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包括智能公用事业、智能供应

链和物流、智能家居和楼宇、智慧农业、智慧城市、

智慧社区、智能环境、智能工业控制、智慧医疗等

等，不断为LoRa技术创造更大的应用空间。

此外，Semtech的 LoRa芯片生产合作伙伴意

法半导体（ST Micro）和翱捷科技（ASR）都将在

2020 年推出其基于 LoRa 的无线系统级芯片

（SoC），这将极大地丰富 LoRa器件的来源，确保中

国厂商获得持续稳定的支持。

中国的物联网技术将会迎来更加繁荣和丰富

的未来，各类无线连接技术会不断强化其特性及扩

展能力，以期支持更多的物联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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