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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事

当前，各国正在大力发展工业制造，

我国也在新基建发展方面推出了一系列

的政策，数字化经济融入编码体系建设已

成趋势。若我国拥有前缀码的 Ecode编

码体系掌握了解析权，将占据该市场的制

高点，为我国物联网事业做出贡献。

下期选题预告▶▶▶

广告索引

·ADVERTISEMENT INDEX

国聚

杂志征订广告

杂志广告合作

编码中心APP
东方捷码

Ecode标识平台

TSC
条码微站

医疗

编码中心公益广告

汉信码

条码协会

商品信息服务平台

鼎证物联

我查查

西部（重庆）国际物流展

亚洲智慧创新物流展

证卡票签安全技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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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
P4
P6
P8
P10
P12
P13
P14
P15
P16
P17
P18
P19
P20
P21
P22
P23
P24

•产业观察

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为员工配备具

有 RFID技术的设备。RFID作为一种强

大的工具，能够将物理材料转换为数字化

资产，帮助企业实时便捷地管理资产。

•特别报道

在大数据和数据分析领域，技术的发

展可谓日新月异。随着企业加大数据驱

动业务转型的步伐，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

到掌握最新技术发展趋势对于确保企业

实现数据分析战略至关重要。

25



2020年10月 第5期 总第86期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

卷首语Introductory remark

数据构建新秩序

当时间指针转向 2020年的下半年，以往人们会感叹

岁月匆匆，然而今年非同一般，被新冠席卷过的前半程岁

月，是过往，更是序曲，疫情催化大数据产业的发展。

上半年的“过往”注定不会被轻易忘记，企业在江湖中

使用各种武艺，降龙十八掌、九阳神功、易筋经……抽丝剥

茧，力求判断力和行动力合二为一；“序曲”奏响，焦灼仍环

绕四周。向内寻求活力，专注与极致并续，不刻意迎合，但

深知数字化转型的刻不容缓。

“没有伟大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数字孪生已经

不是一个什么新奇概念，它是构建新秩序的基础。技术的

堆砌无法从根本上迸发出企业长久发展的源泉。依靠技

术驱动，通过数字孪生，将海量的、抽象的参数、行为实实

在在记录下来，信息流和数据分析开启新的蓝海航程。

后疫情时代，中国大规模“新基建”计划开启，数字化

进程加速下的新机会是挑战与勇气的一次碰撞。回归经

济的本质，在大数据洪流中，通过新的视角，有效的途径，

实战现场，直达目标。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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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信息

廊坊全面推行二维码标

准地址

河北省廊坊市内小区以及

小区外临街商户更新了门牌。

新门牌右下角均有一个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就可进入到二维码

标准地址服务平台。平台有地

址的详细信息和位置地图，同时

显示办居住证、报警、开锁等多

项服务内容。每个地址都拥有

唯一的二维码门牌编码，严格按

照地名地址规范编制，解决了一

地多名、重名等问题。

南昌农产品电子追溯系

统上线

南昌市食用农产品电子追

溯系统已于近日全面上线运行。

该项目主要在南昌深圳农产品

中心批发市场（以下简称批发市

场）试点运行。食用农产品电子

追溯系统。提升快速检测，批发

市场内的所有食用农产品经营

户均已发放了 PDA(移动手持终

端)，并实现所有进入批发市场的

食用农产品均可以通过微信小

程序报备来货信息。车辆到达

门禁，通过关联市场开办方管理

系统自动识别车牌即可提取来

货车辆报备信息。

大数据助力重庆“数字

夜市”

重庆市南岸区政府携手国

内新批发平台阿里 1688合作建

成“数字夜市”。夜市每个摊位

正前方悬挂“经营码”，消费者扫

码后便能看到店主的姓名、经营

范围等信息。同时“经营码”还

可通过大数据分析街区周围居

民的消费习惯，为商家提供经营

建议，并根据店铺经营情况及信

用评价，为个人提供最高 200万

元额度的贷款。

电缆管线数字化采用

RFID技术

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启动

电缆管线数字化普查工作。此

次普查首次采用 RFID技术，电

缆井内每根电缆安装高频标签，

每个电缆井安装低频标签。这

将形成一整套电缆管线地理数

据图，地理数据图上将标注每个

电缆井位置坐标以及所有电缆

走向和中间接头位置，每个电缆

井内均可以查看完整井内信息，

包括电缆井孔数详情。

RFID助力零售行业供

应链革命

Avery Denison 发布的“物

联网和即将到来的供应链数字

化转型”研究发现，COVID-19加

快了供应链数据数字化进程，那

些已经将供应链数字化并能自

动跟踪供应链中单个商品的公

司更有能力应对未来的各种不

确定性。随着消费者要求高透

明度和多功能性，供应链必须变

得更加可视化，数据将跨行业共

享，确保灵活性和可持续性。

邵阳液化气“一瓶一码”

邵阳市市场监管局配置气

钢瓶充装智能传感识别控制系

统，每个气钢瓶上放置电子标

签。这将液化气钢瓶的经营、换

气、储存、运输、使用等全过程纳

入信息化动态管理，建立气瓶充

装，实现气瓶检验数据与气瓶登

记数据库的自动更新及钢瓶流

转全生命周期质量和安全的可

追溯。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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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无桩 RFID电子

围栏上线

浙江南浔中心城区公共自

行车无桩电子围栏正式上线。

电子围栏利用先进的地感线圈

RFID技术，圈出多个虚拟区域，

形成较精准的可控电磁波范围，

设立电子围栏停泊点。

骑行人只需将公共自行车

停放在站点划线区域内方可落

锁还车，否则无法结束行程。无

桩电子围栏站点安装了驿站牌，

市民通过道路两旁的设施识别

停车区域。

GSA发布全球 5G终端

最新报告

根据 GSA的最新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今年 7月底，已有 364

款5G终端设备发布，其中162款

已经上市商用。这些终端设备

包括多种外观和形式，例如手

机、头戴显示器、热点、室内

CPE、室外 CPE、笔记本电脑等。

GSA确定所有发布的 5G终端设

备中有75.5%支持sub-6GHz频

段，22.3% 支持毫米波频谱，

16.8%的设备同时支持毫米波和

6GHz以下的频段。

天津发布消防设施物联

网监控标准

天津市发布消防设施物联

网监控标准，该标准规定了本市

消防设施物联网监控系统的基

本要求、体系架构、感知识别层、

网络构建层、管理服务层和综合

应用层功能和性能以及安装、调

试、验收、运维方面的要求。同

时在标准中特别指出在消防巡

查部位应设置电子标签进行物

联巡查。

中德工业互联网白皮书

发布

2020工业互联网大会期间，

发布了中德工业互联网白皮书

中文版《工业 4.0Χ工业互联网：

实践与启示》。白皮书全面阐述

了工业互联网作为制造业数字

化转型的关键赋能者的内涵和

实践。

白皮书的发布对推动中德

双方在工业互联网领域技术、标

准、产业等各层面的进一步交流

合作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韩国宣布采用 5G量子

通信

韩国电信运营商 SK电讯将

其 5G量子加密通信技术应用于

DGB大邱银行的移动银行应用

“IM Bank”。 个人信息泄漏已

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量子加

密通信技术把密钥分发和密文

传输双信道结构改变为仅有一

条量子直通信道的单信道结构，

减少了泄露环节，从而大幅提高

安全性。DGB大邱银行认为，采

用 5G量子加密通信技术的用户

能够从移动银行交易的全新安

全级别中受益。

RFID助力湖北首个地

市级土壤“档案馆”

在中央土壤污染防治专项

资金的支持下，湖北省生态环境

土壤样品制备流转中心智能土

壤样品库已于日前建成并投入

使用。该中心旨在归档保存环

境监测过程中采集到的土壤样

品。为长期存放，所有入库的土

壤样品瓶都粘贴包含样品信息

的内外双标签和带有RFID芯片

的电子标签。为了防止标签脱

落，采用激光刻字机在瓶身刻制

样品编码，使得一个样品具有多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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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式的身份保障。

深圳电子标签查验助力

旅客入境

深圳湾口岸通过科技化、智

能化的手段提升边检效率。深

圳湾边检站在所有的车检通道

都安装了“快捷通”系统，实现验

放车辆全自动化。货车或小汽

车只需在通道里“手指按一下”

“对着镜头看一下”，“快捷通”系

统便会自动比对人像、验证指

纹，几秒钟后便能顺利过关。

江北机场利用 RFID提

升行李识别正确率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T3A行

李处理系统是国内首个使用“开

环式(芯片不回收)”RFID射频识

别技术的行李处理系统。乘客

值机后，行李箱的标签内嵌有薄

如纸张的芯片，通过行李处理系

统将其归入对应的航班。使用

RFID系统行李自动识别正确率

提高到 99%，进一步提升了工作

效率。若需要人工分拣，人工转

盘处的RFID识别系统能够跟踪

显示出行李信息，为工作人员提

供指示，方便工作人员分拣。

青海安装巡查电子标签

青海省路政总队充分利用

科技信息化手段，完成路产巡查

电子标签信息系统安装调试，并

进入试运行阶段。

在该项目实施的大桥、隧道

外场设置电子标签，路政执法人

员在巡查路产时，通过执法终端

贴近路产巡查电子标签查看、登

记信息，实现巡查“打卡”。该系

统将在起止点安装接触式“打

卡”电子标签与巡查日志形成关

联，强化路政巡查频次及巡查时

间监督管理。

福建计划将建成 8万个

5G基站

《福建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年)》

(以下简称《计划》)正式发布。《计

划》明确了全省未来三年的建设

总目标，包括建成5G基站8万个

以上，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达到

40Tbps，打造千万级社会治理神

经元感知节点，物联网终端用户

数突破 5000万，新增工业互联

网标识注册量 1亿以上，提升 10

个以上省级工业互联网示范平

台，形成 3个以上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等。

沈阳仪表院攻克芯片制

造中多项关键技术

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联合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

沈阳工业大学承担的“全固封高

温硅压力传感器研究及产业化”

项目取得关键性进展。该项目

攻克高温压力芯片优化设计、传

感器封装结构设计、无引线封接

工艺等关键技术，研发出多规格

新型高温压力芯片和传感器芯

体样品。项目采用高温传导熔

融与高温匹配烧结相结合方式，

为传感器整机研制打通节点。

工业级 5G终端基带芯

片正式亮相

中科晶上科技有限公司研

发的工业级 5G终端基带芯片正

式亮相。该芯片面向工业制造、

工农生产、交通物流、生活服务、

远洋矿山等领域提供工业级 5G

解决方案。工业级 5G“动芯

DX-T501”具有大带宽、低时延、

高可靠等特点，可根据工业应用

进行个性化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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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新闻

服装应用 RFID实现自

动化

服装生产公司 Rafik 集团

(Rafik Group)平均每月生产 6万

件衣服，选择 iTag智能标签公司

的RFID解决方案来消除人工操

作中固有的错误。公司部署的

这套解决方案采用带有条码的

标签和嵌入式RFID芯片。这些

标签不会重复使用，所有物品都

在商店之间分配。只需使用

RFID芯片阅读器即可识别商店

中的产品，包括产品推荐、尺寸

和颜色等信息。这使平衡库存

变得快速且可靠。

I. D. Images收购 Kier⁃

an标签公司

I.D. Images不干胶标签加

工企业收购了美国加州圣迭戈

的Kieran标签公司。Kieran标签

公司是一家垂直集成和获得 ISO

认证的标签制造商。Kieran专业

从事不干胶标签材料的加工和

印刷，服务的领域包括农业、食

品和饮料、健康、医疗设备、化妆

品和物流。

福州 RFID冷链仓库试

运行

福州港江阴港区冷链仓库

管理系统和温湿度监控系统投

入试运行。冷链仓库管理系统

使每个托盘上固定 RFID标签，

通过无线网与服务器通讯，业务

员在手持机上便可查看并确认

该托盘的货物信息，配合电脑端

管理系统的各项功能，实现作业

流程的无纸化。温湿度监控系

统采用先进的温湿度传感器，可

采集每个库房的温湿度实时数

据，通过电脑端、手机端随时随

地查看当前温湿度及历史温湿

度曲线等。

智慧税务大数据平台已

完成

国家税务总局依托阿里云

打造的智慧税务大数据平台已

建设完成。该平台应用阿里政

务云和“飞天”技术，采用分布式

海量计算技术，计算速度提高了

2000倍。国家税务总局税务系

统借助新平台可实现 30多个省

级机关核心税务数据的当日汇

总、计算。以大数据平台为基

础，国家税务总局还实现了基于

数据的风控分析，达到减税降费

等实际效果。

数字化助力智能制造

上汽宁德基地总装车间具

有国内最大跨度机运系统和质

量采集追溯系统。结合新能源

汽车电池特点，制定适应传统燃

油车、混合动力车、纯电动新能

源车共线制造新策略。总装车

间采用动力电池自动拧紧机器

人、玻璃自动涂胶机器人及轮胎

自动拧紧机等高自动化设备进

行车辆的装配或辅助装配，提升

了生产效率。同时采用RFID自

动识别、扭矩大数据分析、先进

的质量监控等技术为高质量生

产提供强大支撑。

四家服务商通过云服务

IPv6支持能力测评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和下

一代互联网国家工程中心正式

发布了云服务 IPv6支持能力测

评项目，并为腾讯云、阿里云、华

为云以及移动云颁发了云服务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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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支持能力测评证书。获得

测评证书标志着厂商切实完成

了相关云服务的 IPv6改造任务，

其云服务在 IPv6网络下的各方

面指标已得到了权威机构的认

可，能够满足政企客户和个人的

使用需求。

中国石化智慧管控油田

云平台

西北油田雅克拉采气厂“智

慧化场站运行异常全息管控云

平台（SAIM云平台）”试运行上

线。该平台充分利用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

打造异常管理的实时在线工程，

实现对异常自动感应、自动推

送、及时处置。“SAIM云平台”包

含基础平台搭建、数据采集与整

合、数据处理中心、分析中心、数

据可视化及移动端的建设。通

过数字孪生技术，实现全数据的

三维可视化，包括生产工艺参

数、设备设施属性以及辅助分析

输出等，使得海量抽象的生产数

据变得直观可视，分析更加便捷

高效。

比亚迪首款智能锁主控

芯片研制成功

比亚迪半导体宣布国内首

款集成触摸、RFID智能锁主控芯

片研制成功。这款智能锁主控

MCU(单片微型计算机)芯片具有

低功耗、长时间使用、无线通信

等特点。该芯片把 CPU的频率

与规格做适当缩减，并将内存、

计数器、USB等周边接口都整合

在单一芯片上，形成芯片级的计

算机，在性价比、低静态功耗等

方面拥有市场优势。作为物联

网的核心零组件，该款芯片在医

疗电子用品、个人健康监测产品

等需求广泛。

中国联通明确 5G毫米

波规划

中国联通研究院无线技术

研究部表示毫米波全球产业链

已具备商用能力。毫米波是 5G

重要组成部分，5G是国家新基建

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毫米波厂

家设备以宏站为主，频段以北美

和日韩频段为主，可以基本功能

验证和外场试验，但是规格和具

体指标有待统一要求，部分功能

如波束管理、移动性等有待进一

步完善。联通毫米波的部署将

跟随国家频谱政策，通过试点试

验带动产业链加速进展。

IBM推云端制药实验室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建

立了一个名为RoboRXN的云端

制药实验室。该实验室运用人

工智能模型、云计算平台和机器

人技术，使科学家足不出户就能

设计并合成出新分子。科学家

只需自行在浏览器上登录线上

平台便可进入实验室，在画出想

要制造的分子结构后，机器学习

预测其中需要的成分及其混合

的顺序，实验室里的机器人执行

这个过程。实验完成之后，平台

将结果报告发送给科学家。

头盔感应RFID标签

达达和叮咚买菜试用头盔

感应标签。该标签利用RFID新

型感应装置可以灵活安装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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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头盔上，实时检测骑手在骑行

过程中头盔佩戴情况。当骑手

驶过前期布设的路面基站，体感

模块能准确判断骑手是否佩戴

头盔，并将数据上传到管理平

台，若骑手未佩戴或未正确佩戴

头盔，后台将直接反馈给公安交

警部门和快递外卖企业。

NFC对收藏品进行 ID

认证和管理

collectID公司推出关于收

藏的 NFC解决方案。收藏家通

过智能手机对其收藏品进行 ID

认证、转售并进行管理。方案在

奢侈品、保修卡以及鞋子、箱包、

艺术品、自行车和酒瓶上使用了

安全标识公司 Identiv的防篡改

标签。试图将芯片取出并放入

其他产品中会破环芯片。

All4Labels集团再添新

成员

标签加工家族企业 All4La⁃

bels集团扩大其国际联盟规模，

意大利收缩膜套标加工企业Ro⁃

tomet和卷筒材料领域企业GPS

集团，成为 All4Labels集团的最

新成员。重新命名为 GPS-Ro⁃

tomet成为 All4Labels旗下的全

资子公司，创建这两家企业并为

之奋斗几十年的Daniele Grotto

和Andrea Cerisara，成为All4La⁃

bels集团的股东和管理团队的一

部分。

北海炼化精准监测打造

无泄漏工厂

北海炼化利用 LDAR (泄漏

检测与修复)仪器检测PSA、火炬

设施、连续重整、气体分馏等区

域，发现严重泄漏1个，超标泄漏

1个。这些漏点自动传入检测系

统，各属地单位确认后消除，再

进行跟踪检测，形成闭环管理。

该系统采用检测设备、电脑系统

数据自动导入上传，整个过程无

纸化操作。密封点检测和维修

均实现了可视化，相关人员通过

电脑可第一时间掌握密封点泄

漏修复情况。

仓储机器人 Exotec获

9000万美元融资

近期，法国仓库机器人解决

方案提供商 Exotec 宣布完成

9000万美元的新一轮融资，由

83North 领投、戴尔科技资本、

Iris Capital和Breega跟投。

这笔新资金将进一步推动

Exotec在国际的发展，尤其是他

们最近组建的亚特兰大和东京

团队，并帮助他们满足美国和亚

洲对仓库自动化技术不断增长

的需求。可以预测，到 2021年，

Exotec公司每年将研发生产多

达4,000个机器人。Exotec致力

于成为物流机器人解决方案的

领导者。Exotec方面表示，Exo⁃

tec的 Skypod 3D仓库机器人使

零售商和电子商户的仓库生产

率提高了三倍，存储容提高了

五倍。

腾讯云5G产品矩阵

腾讯云公布5G新基建最新

进展，成为国内首家全面构筑起

覆盖 "云-边-网-端 "完整 5G产

品矩阵的云厂商。目前腾讯云

5G产品矩阵主要包括边缘接入

和加速平台（TSEC）、边缘计算机

器（ECM）、物联网边缘计算平台

(IECP)、AIoT物联网关、5G行业

专网、物联网开发平台（IoT Ex⁃

plorer）、5G 物联 SDK、5G 行业

DTU、5G SDWAN等产品。

今年底，腾讯云将完成 300

个边缘计算节点的建设，全面支

撑腾讯智慧工业、园区、能源、教

育、车联、以及云游戏、4/8k直播

业务和机器人等5G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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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傲机器人助推食品行业智能升级

食品行业面临诸多挑战，比如季节性需求、消

费者口味不断变化和储存环境等。现在，生产智能

化已经成为食品生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随

着机器人技术的兴起和应用，食品生产过程也将进

一步自动化。协作机器人可以帮助食品行业提高

产品质量和精度，同时迅速扩大生产量。

人机协作在食品行业中的重要性

协作机器人可优化食品行业生产、加工和经销

链中的各种流程，如食品行业的温度趋于极端，极

高或者极低。因此，食品行业的工作环境可能会对

人体健康造成威胁，但这不会对协作机器人造成困

扰。协作机器人能够满足严格的洁净室和卫生要

求，适合各种自动化流程：拾取和放置。在自动化

的拾取和放置工序中，协作机器人提高工艺精度，

减少浪费，并在熄灯环境下继续操作。例如，机械

臂采用轻量级设计，占地面积小，适合于在狭窄的

空间中进行各种工艺的操作和再加工。包装和码

垛。交货周期较短的小批量生产对任何包装生产

线来说都是一大挑战。协作机器人则可提高灵活

性和效率。

保有竞争力提供新鲜食品

Atria Scandinavia是一家供应素食和美食产品

的北欧制造商，专为需要全天候服务的日用杂货市

场和零售连锁店提供服务。

广告

特别报道S PECIAL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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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ria Scandinavia每天对橄榄、

朝鲜蓟心、番茄干、大蒜和其它特色

食品进行包装、贴标和码垛，因此需

要尽可能缩短停机时间，以具有竞

争力的价格供应新鲜产品。

如今，Atria Scandinavia部署了

2台UR5和 1台UR10协作机器人，

通过优傲机器人实现流程优化，每

条生产线平均每小时可包装 228 箱

产品以供交付。包装部减少了材料

使用量，浪费降低了25%。

由于协作机器人编程简单、易

于操作，还为Atria Scandinavia节省

了大量的转换（例如由虾类包装转

换为橄榄包装）时间。正如 Atria

Scandinavia技术经理 Johnny Jans⁃

son所说：“我们的目标是保持生产

线的稳定运转，实现高效生产。此

前，我们对协作机器人了解甚少，没

想到竟然这么轻松就安装成功了。优傲机器人与

其它品牌大为不同，逻辑性强，而且十分直观。之

前，完成不同产品之间的转换需要6个小时，使用优

傲机器人后，只需20分钟便可转换完毕。”

提高洁净室环境中

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COVAP是西班牙产能较高的农业合作社之

一，供应和分销各种乳制品、肉类和动物饲料产品，

年销售额逾 4.41亿欧元。随着业务不断扩展，CO⁃

VAP需要对工厂进行改造，主要集中在改善工作环

境和提高工作质量，首先是为员工营造舒适的工作

环境；其次是提升最终产品和加工操作的质量。

为此，COVAP成立了一个创新委员会，其重点

工作之一就是改进产品的感官体验，以满足消费者

需求。为实现这一目标，创新委员会和研发部门决

定将真空包装机放置在洁净室的切片机旁边，以缩

短火腿切片和密封包装的间隔时间。COVAP部署

优傲机器人后，保持原有产能的情况下，每分钟可

完成的生产周期从5个提高到8个。

UR10协作机器人内置了一个用于在真空包装

线上放置塑料托盘的拾取和放置应用，可以轻松集

成到生产线中，并与员工一起工作，加快包装过程。

安全性高是COVAP引入优傲机器人解决方案

的重要原因。COVAP的自动化技术员Rafael Can⁃

广告

特别报道S PECIAL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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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ero表示：“采购机器人之前，已经进行了全面的

风险分析，由于机器人会占掉一部分空间，所以我

们决定不安装防护栏。我们将UR10协作机器人的

最高移动速度设置为2,000毫米/秒，最大力度设置

为 120牛，创建一个‘虚拟安全屏障’，即便空间狭

小，员工们也能安心与机器人并肩工作。”

选择优傲机器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UR10

能在洁净室中运行。COVAP质量协调员 Purifica⁃

ción Prats Bejarano指出：“为了保证食品安全，工

厂内有一间洁净室，所有的切片作业都在洁净室内

完成，在那里以正压工作，可确保环境安全，产品不

会受到污染，原材料也能满足质量要求。”

优傲机器人解决方案提高了灵活性并改善了

工作条件，COVAP仅用 16 个月便收回了投资成

本，并计划在其制造工厂中配置更多的机器人。

食品行业前景光明，但变数较多，包括品类多、

大小、形状不一等情况，导致无法部署传统的机器

人进行加工。协作机器人小巧，安全性优于传统工

业机器人，能逐渐改变食品产业生产模式。协作机

器人解决了传统自动化产线二次/多次部署的难题，

帮助食品行业适应日新月异的市场变化。

（供稿单位：优傲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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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包装自动化

自动化生产因工业4.0时代的来临成为目前的

发展趋势之一。传统的人工包装与生产制造手法

已无法满足现在市场越发多变的需求。在此情况

下，自动化与智能化的应用方式逐步走向各企业。

随着市场环境的演变，未来市场的走向，已不再是

大量单一的产品，而会以小型、快速、客制化的产品

为主。因此产品生产的需求是多变的，通过实现

“智能制造”，降低成本、提高产品价值。例如，在生

产流水线或是物流包装段导入自动化设备，除了可

降低人工操作时发生的错误外，还能提高生产灵活

度，提高生产效率和利润及企业的附加价值。

当前，智能自动化转型逐渐步入正轨，尽早跨

入布局自动化生产，让企业与时俱进，维持市场竞

争力。

Meukow是知名的法国干邑白兰地酒厂。该

酒厂每小时能生产近 6,000 瓶酒。生产现场包括6

条装瓶产线，总容量达 1,500 万瓶与近 18,000 百

升的干邑白兰地、白兰地和其他烈酒。酒瓶完成包

装与贴标后，产品运送至法国与全球各地的零售商

店及量贩店。

为提高生产率，Meukow寻求能整合到装瓶产

线中，并具备完整自动化贴标流程的高效能解决方

案。由 LRI开发，并由 TSC 与 Meukow 合作超过

15 年的 ARCOCEAN 执行，此解决方案让 Meu⁃

kow 能以全自动方式将贴标流程整合至装瓶产线。

解决方案整合了全新的 TSC PEX-1000打印

引擎，并安装于装瓶和包装产线末端。性能优异的

打印引擎可快速打印卷标，大幅缩短完成包装贴目

标作业时间。完整兼容的结构设计和业界泛用的

GPIO 接口，能轻易整合至任何打印与贴标系统。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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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X-1000打印标签后，自动手臂将标签黏贴

至包装盒上，再配送到 Meukow 在法国及全球各

地的量贩店里。该系统已完成部分改良，包括经过

调整可完美搭配各种包装盒尺寸的延伸贴标臂，以

及可调节标签输出时间的缓冲区，使其与输送带的

速度达成一致；并且相较于之前半自动化生产线

150个/小时包装盒（上限），现在可完成 2,000个/小

时包装盒的准备和贴标工作，很显然生产效能明显

提升，如图1、2所示。

效益

•高效能打印及贴标解决方案；

•轻易整合 PEX-1000 打印引擎；

•高速自动化贴标系统；

•装瓶与包装产线的产能提升 13 倍。

PEX-1000打印引擎特点

• 600 DPI 高分辨率适用于高精准度的内

容；

• 完整的GPIO(DB15F)应

用接口，可轻易对接现有打印

贴标设备；

• 绝佳效率：最高每秒达

18 IPS，打印速度位居同类产

品之冠；

• 精准标签定位可支持小

至5毫米高的标签；

• 后端抽拉式且模块化设

计，方便简易维护；

• 铝合金铸造机构结构，

轻量稳定；

• 超 大 容 量 ：512 MB

Flash 与 512 MB SDRAM 内

存；

• 支持选配无线连接方

式：选配蓝芽与WiFi连接，支

持各种项目或各种变化的需

求。

（供稿单位：TSC（中国）天津国

聚科技有限公司）

图1 自动手臂贴标

广告

图2 PEX-1000打印标签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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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创医惠打造智慧园区

深化智慧城市物联网应用

近年来，中国智慧城市加速发展，智慧园区作

为智慧城市的重要表现形态，对产业集群以及经济

增长具有带动作用，国家以及地方政府相继出台多

项政策以推动智慧园区的发展。

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创医

惠）一直致力于物联网技术在智慧城市领域的应

用，并不断深化，研发智慧园区（社区）解决方案，通

过物联网等技术手段，进行园区（社区）的智能化统

一高效管理，建立健全安防系统和环境监测系统

等，提升管理效率，加强安全属性，节约管理成本，

搭建数字化园区（社区），如图1所示（见下页）。

智能管理

智慧园区融合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

建立起统一的园区管理智能门户，实现高效的园区

内信息感知、整合、传递、处理，从而进行园区能源

应用情况的智能化管理，打造绿色园区，同时对于

园区内重要设备以及进出人员建立有效的管理机

制，提升园区管理的精度和效率。

用电监测系统

安装智能电表，结合物联网信息传输，实时监

控能耗（用电）情况，为园区节能减排改造及优化提

供数字依据；同时减少人工抄表等繁重的工作，节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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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人力成本。

用水监测系统

安装智能水表，对大楼内用水进行自动抄表，

进行实时监控，为节能减排工作提供依据。

门磁检测系统

园区内重要设备，例如电力机柜，经常面临被

盗、损坏的风险，智慧园区（社区）解决方案可对其

进行实时远程的状态监测，一旦有人打开机柜，系

统会实时报警，将数据上传至监控中心，通过手机

短信、声光报警器等方式第一时间通知相关维护人

员，确保设备出现异常能够及时发现、处理。

进出人员统计系统

在园区、办公大楼等场所自动进行客流量统

计，实时检测进出人员数据，为管理者提供有效的

运行管理机制以及为实现智能化办公提供支持。

平安园区

保障园区的安全生产生活，降低风险故障发生

几率，对园区各运行节点进行实时监管，将各个设

备设施运行效率和异常情况自动传输到后台，实现

智能化的故障报警和运行效能监测，提高处理故障

的反应速度。

电气火灾监测系统

通过核心探测技术检测电路中存在的电器火

灾隐患，启动应急措施，减少和杜绝因线路老化、破

损、漏电、紧固松动、空气潮湿等引起的各种安全隐

患。

消防水压监测系统

以物联网水压传感器实时监控消防水系统的

末端水压，当水压异常时立即报警，排除消防水系

统故障，一旦火警遇险可及时扑救。

消防通道监测系统

消防通道乱停车是延缓消防灭火的因素，通过

安装贴地式车辆感应传感器，实时监控消防通道车

辆乱停放现象，如检测到有车辆长时间停放，立即

报警通知保安处理。

设备间溢水监测系统

园区设备间一般设置在底楼或地下室，溢水将

图1 数字化园区方案构架图

智能电表 地磁终端

智能水表 客流计数器

气象传感

水浸传感
门磁

电气火灾电气火灾

运营商基站

GPRS

感知终端

云服务器

手机端

NB-IoT

本地服务器 监控终端

职能部门

职能部门

3G/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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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设备故障等经济损失以及存在设备漏电、人员

伤亡等重大安全隐患，通过溢水报警器实时监测，

一旦发生溢水立即安排工程人员排除安全隐患。

环境监测

智慧园区通过智能设备实时监测园区内的环

境情况，打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通过安装小型气象监测系统，实时监控园区内

风向、风力、温湿度、气压、光照、噪音、PM2.5等信

息，为打造舒适宜人的办公居住环境提供数据支

持。

大数据链条

智慧园区统一的智能管理门户，离不开信息的

快速传递，数据链条的打造是智慧园区的核心内容

之一。

物联网无线通信网关，是物联网架构传输层中

的重要内容，其利用公网无线网络+小无线网络，实

现无线长距离数据传输功能，将各终端的信息数据

实时汇总传输，为智慧园区各项功能的开展提供最

底层的数据支持。

思创医惠以“基于NB-IoT技术的井盖安全监

测解决方案”为切入点，扩展到城市资产管理系统，

通过智慧园区（社区）解决方案，不断深耕城市智慧

化进程，助力城市管理更加便捷、城市生活更加舒

适。

（供稿单位：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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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时代：寻求突破 加快数字转型
张礼立/文

疫情发展到现阶段，对新增长动能的讨论至关

重要。中长期看，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是弥补疫情

所造成的经济缺口的核心力量。普通市民在这次

抗击疫情以及复工复产中，对新科技的作用有了新

的认知，互联网+医疗、大数据疫情分析、视频会议、

线上教学等，特别是线上线下的生活基础物流应用

与平台在这次抗疫中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实质

的便利。以 5G、互联网数字化科技为跳线的“新基

建”也随之成为了一个被关注的热点。

5G数字化的信心指数是“因人而异”的

从整个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5G数字化还需要

时间。大多数决策者都认识到 5G将更快并且实时

工作。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喜欢狭义的 5G，也就是

只把 5G的覆盖面限定在通讯领域。多数企业管理

者认为，随着云计算与物联网技术应用的普及将获

得5G的实时数据，但对5G的信心指数是不同的。

现在的网络技术已经基本满足了人与人之间

的互联互通，但其传输速率还无法满足机器与机器

的互联互通。以 5G为代表的新一代网络技术，在

垂直领域将会有一些深度应用与突出的表现，例

如，以无人车为代表的智能终端和以虚拟现实等为

代表的创新应用浪潮纷至沓来。

所处行业不同，每个企业情况也不相同，因此

对 5G的理解水平千差万别。其中，在零售等基础

公共服务性行业，企业的信息化管理水平和决策者

的理解水平略高于面对市场与销售的职能部门。

高科技和金融拥有最丰富的 5G和数字化能力与知

识。而工业、通信和媒体、化学品以及政府则相对

不太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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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疫情后的经济推动，5G与数字化科技在不

同行业和企业有着不同的情况，要实现大规模的利

好，有些产业和行业需要持续投入和努力才会见

效。因此，每个行业和企业需要充分了解 5G+数字

化对企业和行业的作用，构建自身的 5G信心指数，

寻找与实践属于企业自身的发展路径。

以推动数字经济向智能经济发展

为企业长期经济发展目标

事实上，围绕着 5G+数字化技术能否带来经济

增长，甚至是带动经济增长越过所谓的“经济奇

点”，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广泛的讨论。

智能化正在为企业带来颠覆性改变，从推动边

际效益，到转变底层的业务逻辑，企业经营发展的

重心已经悄然转变。这些转变包含企业的业务模

式、外部的市场环境，乃至竞争的核心规则。

这一浪潮给企业带来的变化由表及里，逐步递

进。一方面，这些重大的转变为企业带来前所未有

的发展机遇，企业能够付出更低的成本、获得更高

的收益、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交互与体验；另一方

面，企业又必须面对人才、技术、数据等方面的挑

战。应变是企业的唯一选择。

智能经济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将以

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在大量依赖于对数据的获

取和处理的同时，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会是

“人工+智能”的发展模式，“5G+数字化”将会积极

推动人机协同为主要生产和服务方式的变革。

智能化技术是目前人类试图突破知识增长瓶

颈的最主要的方向。疫情过后将会在很多产业和

行业中展现出高效率、低成本、普惠化，特别是在公

共服务、卫生、公共安全等领域里大放异彩。

“5G数字化”转型要具象在垂直应用

随着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拉动了

商业系统的需求、提高了生产流程、业务逻辑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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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性，以及对信息系统的响应要求。基于传统 IT架

构解决方案的基本思路是：在原有业务系统升级的

基础上不断开发新的业务系统，也就是“系统+系

统”模式，面对商业和制造系统复杂性的持续增加，

这种模式将面临业务系统“烟囱林立”、迭代缓慢、

交付低效等挑战。此外，业务系统响应能力呈线性

增长，越来越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制造系统。

在这样的背景下，“5G+数字科技”的架构和核

心平台将促进技术的颠覆性创新以及现有趋势的

演变。为了充分发挥 5G生态系统的潜力，运营商

将创建一个横向平台，向合作伙伴和客户展示 5G

功能。5G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过渡到新技术。

目前，5G技术的垂直应用主要关注在娱乐、物

联网、触觉互联网等行业。这次新冠疫情后，对受

众创建内容、推荐内容、社会化营销等大数据应用，

特别是构建或融入生态圈的趋势与新管理模式将

有很大发展。其中，5G让触觉互联网的应用成为可

能，实现触感通信，超越现有的音频和视频，通过远

程传递身体感觉的触觉，用触摸进行交流。触觉互

联网的首批用途之一无疑是游戏方面，此外医学、

健康也是最重要的应用之一。

持续运营与创新能力的构建是核心

不论是商业系统，还是制造系统都变得越来越

复杂，这种复杂性来自于产品本身、客户需求、全球

化、供应链、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

讨论工业互联网、工业云、边缘计算、时间敏感

网络等概念其实都在描述一件事情：正在构造一个

新的架构体系。这是一场基于复杂经济系统需求

牵引的技术架构大迁移，5G实现的技术创新同样也

增加了复杂性，这一点不可忽视。运营的复杂性是

多元化的，是全方位的，不仅是运营商的整合能力，

安全控制向终端设备及消费端延伸、身份识别、鉴

权管理、服务的创新与设计等。

5G时代的来临不仅是网速和容量的提升，它还

带来了一系列技术、生态、商业模式的创新，也对管

理提出了新的要求。5G将掀起一场颠覆式的产业

变革，消费者数字生活大爆炸，为所有的 5G生态参

与者，乃至每一个垂直行业企业带来全新的变局。

（撰稿人：上海市海外经济技术促进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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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防伪物流数据关联技术方案的探讨
巩坤 牟晓辉 赵俊江/文

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人

们越来越多地关注与衣食住行有关的产品信息。

产品的包装上除了产品品牌、产地等信息外，还增

加了很多数字化的内容，例如产品条码、防伪物流

标签等。这些数字化信息的使用，为厂家提供管理

抓手，为流通环节提供管理依据，为消费者查询比

对提供方法和渠道。产品包装从大到小在客观上

存在着不同层级，在数字化的今天，不同层级的包

装数据信息，只有建立关联关系，才能变得有意义，

从而实现对产品的追溯与管理。

现有的标签数据关联形式

企业采用防伪物流标签来实现产品的防伪和

物流管理，是目前市场上一个常态化应用形式，如

图1（见下页）所示。企业一方面通过产品防伪加大

对自身品牌的保护力度；另一方面又注重产品在市

场上的流向，强化对市场营销的监管，维护市场秩

序，取得营销佳绩。

专业开发的防伪查询系统通过加密算法随机

为每一件产品生成一个无重复的信息码，并通过标

签或喷码的方式将信息码加载在产品上，成为产品

唯一的数字"身份证"，同时将所有信息存储在中央

数据库中，最终形成“产品—信息码”的一一对应。

加载了数字“身份证”的产品进入市场后，消费者通

过标签上提示的方式进行查询验证真伪，厂家和渠

道商通过数据关联信息查询监控产品物流情况，维

护共同利益。

企业获得防伪物流数码之后，将数码提供给防

伪标签印刷商，做出防伪物流标签，并将标签粘贴

在产品的包装上，让消费者根据防伪物流标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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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真伪后，放心购买；市场监管人员和渠道商通

过物流数据信息监管产品的物流状态，防止窜货扰

乱市场秩序。

数据关联方法

在实际应用中，通常是根据包装的等级，按照

由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数据关联，如图 2所示，1个托

盘标签数码关联6个箱标数码，1个箱标数码关联1

个盒标数码（或者更多），完成多层级或多等级的数

据关联对应关系。

前关联

根据不同的产线包装要求，有的企业要求在标

签生产阶段完成数据关联，这种方式叫前关联。前

关联对标签使用企业来说操作上比较简单，每组标

签的关联数据早已存入系统数据库，但是贴标时要

求严格按照标签分组粘贴，不能拆组贴标。该关联

方式也称为软关联。

后关联

有些企业产品在包

装贴标环节操作存在随

机性，为了方便操作，需

要对贴标后的产品进行

分级采集数据进行关联，

这种方式叫后关联。后

关联的方式在贴标环节

操作没有分组贴标要求，

但需要搭建数据采集关

联包装生产线，对贴标后

的产品采集数据，完成数

据关联，并将关联数据上

传至系统数据库。该关

联方式也称为硬关联。

基于RFID电子标签

的数据关联方案

现有数据关联应用

方式多数是以后关联为

主。盒标的数据和箱标

的数据是分别单独生成

的，在流水线上采集之后

图1 两级数据关联方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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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多层级数据关联对应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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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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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关联数据产生方式示意图

将两者关联起来，存入后台数据库。后序的产品追

溯与防伪验证需要访问厂商或第三方服务商的数

据库才能查询。

数据软关联方案则是以RFID电子标签芯片的

数据作为源数据，按照一定的加密算法生成每一组

数据，进而建立多层数据关联关系。箱标设置RFID

标签的特点是有一个全球唯一的 TID/UID号，通过

RFID读写器读取唯一号，运用加密算法和私钥可以

生成多个盒标的唯一数据信息。加密算法和公钥

公开（手机APP），通过手机APP软件就可以读取该

盒标数据，并能够解析出该箱标的唯一码和该箱内

其他盒标的数据信息，可以核对该数据信息与盒

标、箱标的标签表面的数据信息是否一致，如果一

致表示该箱内产品符合厂家的出厂要求，间接表示

产品为真品，整个过程无需访问厂家或第三方的后

台服务数据库。

具体的生产方式为标签在生产时需要成套生

产（1个箱标对应 6个盒标），生产后通过RFID读写

器读取TID/UID唯一序列号，软件加密算法和私钥，

打印或者喷印在标签表面，通过贴标设备贴在产品

表面，如图3所示。

软件开发

该应用软件包括数码印刷机集成的读写器接

口，RFID电子标签芯片 TID/UID号采集功能，加密

算法（私钥）部分，生成数据的格式以及数量等。

标签设计与制作

标签需要结合数据关联等级和数量进行总体

设计排版、印刷 LOGO等，再通过RFID电子标签复

合设备将电子标签嵌入到设定的标签位置，经过模

切加工，完成防伪物流母子套标签的初步制作。

关联数据生成与印刷

在集成读写器的数码印刷设备上，安装数据采

集关联软件，将模切好的防伪物流母子标签安装到

数码印刷设备上，由读写器读取电子标签芯片的

TID/UID号，经过软件数据生成功能，产生关联数

据，并印刷到防伪物流母子标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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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与应用

数据应用环节，产品出入库时，可

以通过通道上设置的读写器读取托盘

或者包装箱上的RFID电子标签进行入

库和出库操作；在流通环节，通过读写

器读取托盘或者包装箱上RFID电子标

签，核对大型包装的物流信息，也可借

助手机专用 APP读取单品包装上的条

码信息，核对物流信息；在消费环节，消

费者使用手机上的专用 APP查询产品

物流信息，辨认信息真伪。

基于RFID电子标签的全球唯一的

TID/UID号，运用加密算法和私钥生成

母子标签的数据关联的应用方式，给防

伪物流管理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

该方案与现有的数据关联方式相比，其优势体现

为：ID号为全球唯一号，经过加密运算后，按照一定

格式生产的一组数据，与芯片唯一的 ID有着血缘关

系，ID号码不可复制，意味着其他子标签的关联数

据也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现场读取 ID号后，通过

专门开发的加密运算软件才能生成关联数据，数据

的安全性和实时性更可靠，防伪物流等级更高；使

用专用读写器或者手机APP（公钥公开）方式，在离

线状态下照样可以采集和读取标签信息作出产品

真假和物流信息的判断；RFID电子标签相比普通条

码标签成本要高，但是在产品的出入库方面，具有

快速识别，多目标识别和

移动识别的技术优势。

将 RFID电子标签应用在

托盘级或箱级包装上，与

在单品上使用条码标签

相结合，既可以降低数据

关联标签的应用成本，又

能够提高数据关联使用

效率，更好地为企业防伪

物流提供服务。

（作者单位：山东泰宝信

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

应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

式，移动互联、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的应用，标志

着数字化应用的新时代已

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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