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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观察

消费者在实体店和在线的消费满意

度均有显著下降。零售商意识到，成功的

关键在于提高消费者的体验，在数据分

析、移动端下单和智能结帐等方面的投资

将有助于打造更加无缝且满足消费者的

全渠道体验。

下期选题预告▶▶▶

广告索引

·ADVERTISEMENT INDEX

公益

编码中心

杂志征订广告

编码中心APP
Ecode标识平台

食品安全平台

中国商品信息服务平台

条码微站

医疗

条码协会

郑州国际物流展

国际物联网RFID展
亚洲电子生产设备暨微电子展

pcim ASIA
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

鼎证物联

我查查

编码中心30周年（一）

编码中心30周年（二）

编码中心30周年（三）

编码中心30周年（四）

编码中心30周年（五）

杂志广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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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联网事

创建特色鲜明、优势集聚、市场竞争

力强的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支持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加工基

地、仓储物流基地，完善科技支撑体系、品

牌与市场营销体系、质量控制体系，建立

利益联结紧密的建设运行机制，形成特色

农业产业集群。

•特别报道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市场需要，防伪技

术不断迭代创新，由过去传统的特征性防

伪、电话电码防伪等识别技术逐步朝着网

络化、数字化、电子化、信息加密、区块链

等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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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Introductory remark

剑指智造
“制造业始终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基

所在。国民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长效驱

动作用上，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制造业必须以创新驱动发

展为根本路径，努力实现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转变。”

我国正处于制造业升级的重要窗口期，智能制造持续升

温，“新基建”开创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

“新基建”也是数字基建。随着“新基建”的迅速落地，

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态势日益明朗。依托信息技术是行

业共识，把握技术走势，让技术为我所用是方向，最终将技

术和应用融入具体业务是目标。

新征程已经开启，对标制造业数字同步和可视化，自

动识别企业要将内部团队所具有的优势借助产品和技术

同步给客户，让客户认知你的优势，并选择你。只有这样，

自动识别企业才能在更精准的供需对接里展示产品服务；

在更专业的平台上凸显解决方案；在更开放的领域交流

中，扩宽市场份额。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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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信息

我国 5G发展取得领先

优势

工信部召开的 5G/6G专题

会议表示，在产业界的共同努力

下，我国 5G发展取得领先优势，

已累计建成 5G 基站超 81.9 万

个，占全球比例约为 70%；5G手

机终端用户连接数达 2.8亿，占

全球比例超过80%；5G标准必要

专利声明数量占比超过 38%，去

年上半年以来上升近 5个百分

点，位列全球首位。

“天问一号”精挑着陆区

在“天问一号”两器分离前，

火星环绕器首先在停泊轨道上

运行3个月探测预选着陆区。为

了保证探测效果，每圈轨道的近

火点均位于首选着陆区的正上

方，这种轨道设计使探测器每次

运行到近火点时均可对着陆区

进行详查。环绕器主要对预选

着陆区的地貌、天气进行探测。

通过高分辨率相机、中分辨率相

机、光谱仪等载荷的探测数据，

火星环绕器生成火表遥感图像，

并以遥感图像为基础绘制得到

火星表面高程图。

中国首次实现远距离量

子纠缠纯化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南京

邮电大学合作，利用高品质的超

纠缠源，首次实现了11公里的远

距离量子纠缠纯化，纯化效率比

此前国际最好水平提升了 6000

多倍。量子纠缠纯化是量子中

继中的关键操作，而量子中继是

在噪声信道中实现长距离量子

通信的重要途径。

阿里达摩院发布古籍数

字化平台

借助阿里达摩院的技术，首

批20万页古籍已完成数字化，沉

淀为3万多字的古籍字典。公众

可通过汉典重光平台翻阅、检索

古籍。达摩院AI对 20万页古籍

的识别准确率达到97.5%。达摩

院技术团队与四川大学专家联

手研发了一套全新的古籍识别

系统，利用单字检测、无监督单

字聚类、小样本学习、主动学习

等机器学习方法，构造一套边识

别古籍、边训练模型的系统。

哈工大开发出小型发电

腕带

哈尔滨工业大学团队成功

开发出一种微小的柔性“腕带”。

该装置通过能量转化能把来自

人体皮肤的热量转化为电能，只

要环境温度低于体温，便可为电

子设备实时供电。

团队负责人表示，希望探索

更多可靠的发电机，利用小型温

差发电器能够取代健身跟踪器、

智能手表和生物传感器这些设

备中的传统电池。

中国具有北斗定位功能

终端保有量超10亿
国产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

块销量已超过 1.5亿片，季度出

货量突破 1000万片；具有北斗

定位功能的终端产品社会总保

有量超过 10亿台/套（含智能手

机）。主要应用场景包括智能网

联汽车、无人机、农机、工程机

械、测绘仪器、机器人和物联网

终端等，高精度应用明显呈现出

泛在化和规模化趋势。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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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传感技术监控格陵

兰冰盖温度

由英国剑桥大学领导的国

际研究小组利用光纤传感技术，

对格陵兰岛冰川的温度进行了

迄今最详细测量。研究小组让

激光脉冲通过光纤光缆传输，获

得了从冰川表面直到冰面下

1000多米底部的详细温度测量

结果。最新研究将有助科学家

对世界第二大冰川的未来变动

情况进行更精准建模，从而更好

地应对气候变暖。

京东云恒星数据库完成

中国信通院稳定性测试

京东云测试小组协同中国

信通院技术专家完成了京东云

StarDB数据库的全部稳定性测

试项目。京东云 StarDB恒星数

据库成为国内首个完成稳定性

专项测试的国产数据库。经过

专业评测，京东云StarDB在生产

环境常见故障场景下核心业务

的分布式事务性能、数据一致

性、高可用能力等方面，全部满

足分布式事务性数据库稳定性

测试要求。StarDB在基础能力、

性能、稳定性、服务能力和其他

定制化产品能力有着明显的优

势，满足分布式事务数据库性能

测试要求。

半导体量子芯片比特获

得高灵敏测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本源

量子计算有限公司合作，利用微

波超导谐振腔实现了对半导体

双量子点的激发能谱测量。该

成果利用微波谐振腔对量子比

特能级谱和自旋态进行高灵敏

测量，为将来实现半导体量子比

特的高保真读出提供了一种有

效方法。

OLED电视将加速普及

我国OLED电视销量一路走

高，成为高端电视市场的主要增

长点。OLED电视 RGB色彩信

号直接由OLED有机发光二极管

显示，几乎不存在液晶电视的可

视角度问题。同时，OLED电视

机身更加轻薄，独特的显示功能

也使得OLED电视的色彩饱和度

提升。随着OLED面板产能的提

升，OLED价格也会进一步下降，

OLED电视将进一步普及。

湖南大学展示纳米尺寸

垂直晶体管

湖南大学使用范德华金属

集成法，成功展示了超短沟道垂

直场效应晶体管，其有效沟道长

度最短可小于 1纳米。这项“微

观世界”的创新，为“后摩尔时

代”半导体器件性能提升增添了

希望。

黑洞多波段“指纹”被成

功捕获

来自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

近200个科研机构的760名科学

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团队，协调了

全球 19台望远镜阵对人类首次

“看见”的黑洞及其喷流同步观

测，成功捕获到多波段“指纹”。

这个黑洞位于室女座M87巨椭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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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星系中心，距离地球 5500万

光年，质量约为太阳的 65亿倍。

科学家利用视界望远镜对这个

黑洞进行观测的同时，还开展了

迄今频率覆盖最广的多波段同

步观测，成功收集到2017年3月

底至5月中旬的观测数据。

机器学习新算法更好描

述量子系统模型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量子工

程技术实验室解释了一种通过

充当自主代理，使用机器学习对

哈密顿模型进行逆向工程的算

法。该算法可以帮助自动描述

量子传感器等新设备的特征并

对量子系统基本物理原理提出

见解，有望带来量子计算和传感

领域的重大进步。

遥感图像细粒度目标识

别数据集发布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

研究所和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

协会合作构建了一套全球领先

的遥感图像细粒度目标识别数

据集（FAIR1M），并面向全球公

开发布。该数据集有助于推进

高分辨率遥感图像解译算法由

目标检测向细粒度识别发展，可

作为遥感智能解译领域的基准

数据集，可供从事地理信息、图

像处理、遥感测绘、人工智能等

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研究使用。

“数字制茶”来了

在浙江移动 5G、云、物联网

等技术的支持下，浙江省金华市

武义县 3000平方米茶叶数字化

生产线和200亩种植基地初步完

成了调测和数字化改造，打造了

浙江省首个5G+智慧茶园。

自此，茶叶生产向规模化、

标准化、数字化发展。无论是茶

叶产量、质量，还是茶园工作效

率都比以往的手工作业得到了

显著提升。

“量子U盘”就要来了

中科大研究团队将光存储

时间提升至 1小时，光的相位存

储保真度高达 96.4±2.5%，刷新

了 2013年德国团队所创造的光

存储1分钟的世界纪录。光子的

长时间保存使把光子保存在量

子U盘中成为可能。通过运输U

盘来传输量子信息，这将有望催

生一系列创新应用。

南昌市打造智慧城市

南通市政府新公布了一揽

子智慧城市解决方案。在这套

系统中，南通市每天都会有4095

类数据资源时时产生并更新，日

交换数据达到4亿条。为了获取

这些数据，整座城市被装上了各

类“天眼”、传感器，并被划分为

10143个网格，每个网格都配备

了 1名网格长，6名兼职网格员，

出现问题时，10分钟内网格员即

可赶到现场并上传实时情况。

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研

制成功

中国科大中科院量子信息

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成功研

制了 62比特可编程超导量子计

算原型机“祖冲之号”，并在此基

础上实现了可编程的二维量子

行走。该量子计算机具有超快

的并行计算能力，相比经典计算

机，有望通过特定算法在如密码

破译、大数据优化、材料设计、药

物分析等一些具有重大社会和

经济价值的问题方面实现指数

级别的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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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新闻

为盲人设计的“导盲鞋”

奥地利初创公司 Tec-Inno⁃

vation与奥地利格拉茨科技大学

合作设计了一款名为 InnoMake

的“导盲鞋”。 每只鞋都有一个

安装在脚趾上的距离感应模块，

用户通过触觉及声音得知前方 4

米以内的潜在障碍物。 Inno⁃

Make还配备摄像头，当检测到

障碍时，作为距离感应模块的补

充，摄像头可以判断障碍的种

类，帮助用户判断应该如何绕过

该障碍。此外，与应用程序连接

的新传感器单元通过互联网分

享数据，创建不同城市的“障碍

地图”，为盲人在接近已知危险

的位置时提供预先警告。

华为新款智能手表可测

量血压

华为与国内知名医疗机构

联合进行高血压管理研究，研发

的可穿戴式血压测量设备以家

用医疗级血压测量为核心，开启

腕上血压检测新时代。该可穿

戴式血压测量设备，不仅可以精

准测量血压，还能够配合权威医

疗机构提供专业血压管理服务，

帮助用户进行主动健康管理。

华为可穿戴式血压测量设备已

经通过医疗器械注册检验，下一

步将联合专业医疗机构开启注

册临床试验。

Reface 开发上传照片

换脸功能

换脸视频应用Reface通过

Faceswap技术上线了面部交换

动画的新功能。这项技术将用

户上传图像或视频中的人脸部

分替换成其他人，并通过调整更

精准的面部表情和面部运动，让

交换后的人脸更加逼真。

联想自动驾驶相关专利

获授权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获得

“自动驾驶的保护方法以及自动

驾驶的交通工具”专利授权。该

专利提供了一种自动驾驶的保

护方法：通过感应自动驾驶交通

工具的内部空间是否载有乘客。

如果表征的感应信息显示自动

驾驶的交通工具的内部空间载

有乘客，交通工具启动通用保护

模式。

易咖智车计划投放超万

台无人配送车

易咖智车完成数千万元

Pre-A轮融资，将主要用于技术

团队扩建、核心零部件开发、自

研标准化产线建设。易咖智车

已有两款相对成熟的 IDV平台

——X80和X100，分别适用于不

同的应用场景，正在建设的全新

产线将是国内首条专门为 L4级

无人配送车定制的标准化产线。

滴滴将与广汽埃安合作

开发无人驾驶新能源汽车

广汽集团旗下埃安新能源

与滴滴旗下自动驾驶公司达成

战略合作。广汽埃安利用自身

的自动驾驶整车平台及整车设

计、制造能力，与滴滴自动驾驶

软、硬件技术研发优势相结合，

从线控底盘、自动驾驶传感器、

系统集成等基础维度，定义并开

发一款可规模化应用的无人驾

驶新能源车型，并推进量产。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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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成立腾讯云音视频

品牌

腾讯成立腾讯云音视频品

牌，同时发布三合一的RT-ONE

网络。RT-ONE网络通过整合

腾讯云实时通信网络（TRTC）、即

时通信网络（IM）以及流媒体分

发网络（CDN）三张网络，为音视

频通信 PaaS平台构建基座。这

将一站式满足教育、零售、泛娱

乐等行业的底层需求。

三星美国芯片厂于三季

度开建

三星电子将在今年第三季

度于德州首府奥斯汀建设其投

资170亿美元的美国芯片厂。三

星在向德克萨斯州当局提交的

文件中表示，计划在新工厂为外

部客户生产“先进逻辑设备”，这

意味着该公司将致力于在新厂

生产体积最小、速度最快的计算

芯片。该厂将创造 1800个工作

岗位，并于2024年投入运营。

比亚迪公布“多功能鼠

标”专利

比亚迪公布“多功能鼠标”

专利。“多功能鼠标”包括鼠标本

体、控制主板、左键、右键、滚轮

和切换开关。打开切换开关后，

左键和右键被赋予新的键值。

当用户不安装专用驱动时，可为

4个侧边键赋予特殊的键值，分

别对外输出“↑”“↓”“←”“→”，

可以令鼠标相当于一个微型模

拟键盘。这种鼠标亦普遍适用

于用户主板缺少USB口的情况。

Cat推出首款内置抗菌

保护的智能手机

Cat 公司与 Addmaster 公

司合作，在制造过程中将后者专

有的Biomaster抗菌银离子技术

融入手机机身，开发出首款完全

抗菌的手机S42 H+。

这款手机按照 ISO22196

标准进行测试，评估经过抗菌处

理的塑料和其他无孔产品表面

的抗菌活性。评估显示这项技

术可以在 15分钟内防止细菌细

胞复制80%，并在24小时内消灭

99.9%的细菌。

Mobis推出新一代都市

共享型概念车

Mobis技术研究所推出新

一代都市共享型移动出行概念

车M.Vision X和M.Vision POP。

M.Vision X位于车内中央位置的

四角柱子形的立式驾驶舱(Verti⁃

cal Cockpit) 是该车的核心技术

亮点。

该驾驶室四个面全部采用

28寸屏幕，驾驶者通过肢体语

言，控制无人驾驶、AI扬声器、车

载信息娱乐等功能。该车具备

紫外线杀菌功能，当乘客下车后

可自动进行消毒。

索尼实现无人机虚拟环

境降噪

索尼实现无人机虚拟环境

降噪，有效解决了 Airpeak项目

中展示的首款商用无人机的噪

音问题。无人机在起飞时发出

巨大的噪音从而影响无人机的

拍摄视频质量。

这项新技术可以在特定区

域捕捉到声音，利用无人机自带

的扬声器产生音频信号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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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噪音。

新设备可检测心脏猝死

早期征兆

俄罗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学

开发出一种能够更准确地研究

心脏电活动及其组织状态的设

备，更准确地测量心脏的电活

动，检测心肌细胞的早期病理变

化，从而检测出导致心脏猝死的

心肌病的早期征兆。该设备使

用纳米级的氯化银电极，可记录

有些心肌细胞发出的纳伏级和

微伏级电信号的能量，实时提供

超高分辨率心电图。新设备为

预防心脏猝死，无需通过手术干

预心脏疾病提供了新的工具。

毕节市利用电信技术服

务乡村振兴

毕节市织金智慧农业生态

谷利用温室大棚数控技术通过

智慧农业体系的构建，使得前端

可以用手机远程控制温室，后台

能够快速接收信息并作出指令。

该地以“投资商＋运营商＋家庭

农场”的运营模式，实现全产业

链标准化生产园区，推动了农业

提质增效，带动了 200多人脱贫

致富。

电信普遍服务逐步缩小了

城乡“数字鸿沟”，村民在接收外

界消息，共享教育、医疗等资源

的同时助力农产品走出乡村。

AMD 第四代 EPYC 霄

龙处理器路线图曝光

AMD第四代 EPYC霄龙处

理器路线图曝光。路线图规划

的 EPYC3 K处理器将具有 32核

或 64核两种核心数，TDP（散热

设计功耗）为 65W-120W。第

四代霄龙处理器将采用全新外

形以及接口，最多可以容纳13颗

芯片。

保时捷发布 eBike系列

电动助力自行车

由 F. A. Porsche 工作室设

计，保时捷与德国电动汽车制造

商 Rotwild 合作开发了两款电动

助力自行车，主打街头骑行体验

的 eBike Sport 和 山地款 eBike

Cross。两款电动助力自行车采

用Shimano Steps EP-8 电机可

提供 85 Nm 的扭矩，但为符合

欧盟的法规要求，保时捷将极速

限制到了 25 公里 / 小时。

台积电1nm以下制程取

得重大突破

台积电宣布在 1nm以下制

程芯片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该

研究发现，利用半金属铋作为二

维材料的接触电极，大幅降低电

阻并提高电流，实现接近量子极

限的能效，从而使制造1nm 以下

制程的芯片成为可能。

宝丽来开发袖珍型即时

胶片相机

宝丽来推出袖珍型胶片即

时相机——宝丽来Go。该相机

长4.1英寸，宽3.3英寸，高2.4英

寸，为宝丽来正常胶片相机的一

半，有 f/12和 f/52光圈可供选择，

焦距为 32mm，同时还内置自动

闪光灯。通过USB充电，宝丽来

Go可以一次性拍完 15包胶片。

在功能上，有一个定时器和一个

内置的镜子来帮助用户取景自

拍，双重曝光设置允许用户在冲

洗前在一张胶片上曝光2次。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32



2021年6月 第3期 总第90期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

优傲机器人助力物流业提速

虽然目前电子商务仅占零售市场份额的 15%，但这个

数字仍在持续上升，DCL客户需要的是一个仍有提升空间

且精确的订单履行合作伙伴。DCL总裁Dave Tu说：“在未

来的五至十年间，协作机器人技术作为DCL Logistics运作

的一部分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DCL集成更多系统，

将从一个协作机器人系统发展到多个协作机器人系统，并

能拥有10到20台协作机器人。”

特别报道S PECIAL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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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DCL Logistics（以下简称DCL）是一家全

渠道的物流公司，主要通过其在塔基州、洛杉矶和

硅谷中心的订单履行中心，为新兴和高速增长的电

子产品、本土数字品牌和医疗技术设备提供服务。

对于一家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而言，在劳

动力短缺的背景下实现这些目标并非易事。随着

每小时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这些增加的成本必须

从其他方面节省资金来抵消。季节性的需求激增

也带来额外的挑战。DCL的客户中有近一半在节

假日期间物流需求激增，其中每年 11月和 12月的

销售额占40%。

电子商务需求呈爆炸式增长，第三方物流订单

履行中心的任务也愈加繁重。DCL首席营收官Bri⁃

an Tu指出：“在过去的五年里，DCL直面消费者的

订单履行解决方案每年增长 20%。我们需要提供

更快、更规模化和更低价的订单履行解决方案。”

DCL团队研究了现有的机器人拣选和订单履

行系统，发现公司需要可定制、灵活的系统，以满足

客户的需求，但最终却没有找到符合需求的理想系

统。DCL总裁Dave Tu表示：“这些系统要么太贵、

投资回报率低，要么不适合我们所服务的客户，也

不具备我们所需的灵活性。显然，DCL搭建一个属

于自己的系统更为可行。”

经过一系列的考察，DCL最终选择了优傲机器

人所提供的解决方案：优傲机器人是模块化的，可

以慢慢对其扩展，进一步掌握真正的需求；优傲机

器人的编程方式十分灵活，可以轻松将其部署并集

成到DCL的系统中；优傲机器人可与现有员工一起

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全天候运行 为员工减负

优傲机器人解决方案在应用中内置一个传送

特别报道S PECIAL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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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传送带负责堆积箱子，并将这些箱子对齐排列，

移动到装载位置。优傲机器人每 6秒拾取一件产

品，将其置于扫描装置前，然后再把产品放入箱子。

若产品不符合规范，则会被放入废品箱，无需暂停

生产即可继续拣选下一件产品。该应用的设计旨

在每周 7天、每天 24小时不间断运行，无需任何人

工干预。

DCL自动化工程师 Isaac Toscano解释：“在我

们的工作流程中，订单通常会在晚上不断堆积。员

工早上起来启动机器，会看到大量的不同订单。但

协作机器人能为他们减轻很大的负担。在季节性

的需求飙升期间情况尤为如此，比如感恩节后的

‘黑色星期五’。前年‘黑色星期五’当天，优傲机器

人在一天内就处理了 4,400份订单，只需少数几位

员工来确保零件得到补充，协作机器人就可以持续

不停地工作。”

提高500%产能 节省50%的劳动力

过去传统的手工拣选流程需要五个人工来处

理：一个人负责在仓库取货，一个人负责把货送到

生产线上，一个人负责验货，一个人负责打包，最后

一个人负责包装和发货。而“协作机器人系统可以

在两小时内完成五人小组一整天的工作。事实上，

协作机器人系统可以节省超过 50%的劳动力成

本。”通过这种方式，协作机器人解决了随时需要对

人工进行管理的这一重要难题，这一点对DCL的业

务增长来说至关重要。“当协作机器人解放人工并

完成先前的任务时，公司就可以将人工重新分配到

其他工作，或培训员工来管理和维护协作机器人。

在旺季，优傲机器人帮助公司在不增加员工数量的

情况下就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节省下来的费用

也为DCL的客户带来益处，Brian Tu解释道：“通过

采用机器人系统，我们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力，优傲

机器人为我们提高了500%的产能。这些协作机器

人的投资回报周期只需三个月。这不仅让我们能

够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服务，也让DCL能够将节省的

成本回馈给客户。”

作为技术先进的第三方物流企业，DCL拥有输

出量大、效率高和精度高的竞争优势。大约在20年

前，DCL就已经通过了 ISO-9001认证，该认证要求

公司满足特定的操作流程标准，这意味着机器人必

须拥有同样的精确度，起码要保证同样的准确率和

输出量。得益于优傲协作机器人，我们的订单准确

率从99.5%提高到了100%。

UR+平台提供认证的外围设备

DCL自动化团队通过同时使用UR+在线平台

和模拟器来研究和选择适合应用的外围设备。每

个UR+产品都经过了测试和认证，加上附带的UR

CAPS软件让整个流程实现即插即用，而无需学习

机器人命令。DCL选择了一个Piab piCOBOT 夹具

和一个 DataLogic 摄像机，其中DataLogic摄像机

可同时扫描多个条码，或扫描单个零件号和单个序

列号。

优傲协作机器人的另一大优势是可以使用机

器人作为控制器，而不需要 PLC（可编程逻辑控制

器）。优傲协作机器人拥有足够多的 I/O端口，因此

不需要单独的PLC。Walter Perchinumio能够开发

出由机器人控制所有传送带运动的脚本代码。

Isaac Toscano说道：“目前，我们所有的机械设备

（扫描装置、传感器、螺线管、安全灯）全都与机器人

的 I/O板相连接。示教器非常人性化，I/O控制器也

是如此。”

（供稿单位：优傲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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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科技:助力企业提升代码质量和安全

FPT 集团是一家技术和 IT 服务提供商，FPT

Software是该集团旗下子公司。FPT是数字传输

领域的佼佼者，提供卓越的解决方案，涵盖智能工

厂技术、数字平台、机器人流程自动化、人工智能、

物联网、云、托管服务、测试等多方面。

提升软件项目的质量和安全

FPT Software为客户提供覆盖整个生命周期

的服务，包括软件设计、开发、迁移和现代化。为客

户系统提供软件组件通常意味着使用原本不是为

现代互联环境设计的遗留代码和架构体系。软件

组件必须经过严格的测试，以满足当今现代应用程

序所需的质量和安全。正如 FPT Software首席交

付官兼执行副总裁Do Van Khac所言，“赢得客户信

任是 FPT的首要任务。公司经常会遇到不兼容的

旧代码和架构所带来的风险，增加了补救成本。希

望通过使用不同的工具，提高代码质量和安全性。”

FPT的交付指挥中心对几种静态分析解决方案

进行了详尽评估，最终确定新思科技的Coverity 静

态应用安全测试（SAST）。Coverity可加速代码审

查以提高代码质量和安全，可以在软件开发流程早

期识别和修复软件问题，进而帮助 FPT减少之后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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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这些问题的需求和成本。

随着在软件开发中开源组件和代码库使用率

日益提升，FPT的客户要求扩展其软件测试，加入软

件组成分析（SCA）。FPT部署了新思科技的Black

Duck 软件组成分析，如今，公司几乎所有软件项目

测试都采用Coverity和Black Duck来进行。

帮助开发人员提高生产力

FPT使用新思科技Coverity静态应用安全测试

和Black Duck 软件组成分析后，平均每年管理200

个项目，并将这两个AST工具集成到其开源软件项

目 Jenkins架构中。“新思科技为 FPT解决了许多问

题。通过识别相关问题，误报概率低于 10%。这些

工具强大的报告能力让 FPT能够实时洞察新趋势，

从而更快地解决问题并将风险降到最低。”Coverity

静态应用安全测试识别关键的软件质量缺陷和安

全漏洞，以确保代码的安全性和更高质量，符合

ISO-9001和 SEI CMMI Level 5等标准。“得益于

Coverity，FPT已经符合开放式Web应用安全项目

（OWASP）发 布 的 十 大 Web 应 用 安 全 风 险

（OWASP Top 10）中的要求，并证明 FPT具备解决

Web应用最严峻安全风险的能力。”

（供稿单位：新思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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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C医疗行业应用解决方案

广告

客户为生物技术开发公司，其中一事业部以生

产医用试剂为主，并在此次疫情中开发出抗疫产

品，助力抗击疫情。也因业务量大增，原先的打印

模式难以应付现有的需求，加上常有打印品质不稳

定的情况产生，无法有效地提升产能。同时，也给

工作人员在管理及出货带来挑战。

挑战

·旧有的打印模式，效率低，精准度低且品质不

稳定，影响产线的正常工作。

• ·配套软件在操作上不便利，影响作业效率。

• ·医用试剂有不同的作用，对瓶身的标签内容

精准度要求较高。

• ·医用试剂类型多样，在生产线管理上较复杂。

• ·药监码实施后，需提供更完整、精确的标签内

容以便传达重要信息。

解决方案

TSC医疗业应用解决方案结合设备集成商并

依据客户的需求客制化自动贴标应用。模组化的

设计让生产线很容易快速重建，PEX-1000打印引

擎体积小能依据不同空间位置设计摆放，并在每条

产线旁配置一台电脑结合软件Bartender打印标签

内容后，通过药瓶集合箱将每个药瓶随着传送带的

转动进行药瓶贴标动作。

药监码实行后，可通过条码写入信息，除了监

管码、包括产品编码、产品名称、生产日期、批号、有

效期等等内容，让此条码具有唯一可识别的作用，

并能达到全过程的跟踪、管理。

为何客户选择TSC 打印引擎?我们的打印引擎

拥有 600DPI高解析度、高精准度的优势，适用于医

疗业打印小标签。即印即贴的模式及打印可变动

信息的应用是目前我们众多客户选择打印引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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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关键点。

效益

通过贴标应用集成，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助益

生产线的管理；通过 600DPI解析度打印完整条码

信息，让产品数据精确度更高；打印引擎体积小易

与其他设备集成的特点，不受场景的限制，符合客

户在有限空间的应用；客制化贴标应用有助于调动

换线频繁的生产方式，并提升客户整体营运效益。

PEX-1000特点

Thermal Smart Control 印字头控制打印技术，

提供清晰、高质量条码打印；

铝合金铸造机身；

高速打印，每秒可达18ips；

3.5 吋彩色屏幕与6个面板操作按键；

203 DPI、300 DPI与600 DPI分辨率；

512 MB Flash 与512 MB SDRAM 之内存；

碳带容量最大长度可达600公尺；

人性化高阶打印机语言TSPL-EZD；

提供多元化通讯接口，包含业界通用标准

GPIO、USB、并列端口、串行端口、以太网络，选配件

包含蓝牙4.0及802.11a/b/g/n无线网络模块。

（供稿单位：TSC（中国）天津国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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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 IPU:驱动汽车未来

人们所期望的“机器智能”，其实是“超人类”

的。只有当一台机器比受过良好训练的人类更加

优秀的时候，人们才会信任它。在汽车领域，自动

驾驶的主要挑战并非控制车辆或是辨别行人的位

置，而是推断出其他人类驾驶汽车的下一步行动是

什么。这要求机器智能在理解其他人类方面，至少

和人类一样聪明。

如今的机器智能也许可以在某一狭窄领域里，

比人类更准确地识别某一物体，但是在更多方面，

机器智能和人类还有相当的差距。GPT-3是目前

已经产生的最大的语言模型之一，大约有 1750亿

个参数，训练一次需要数千万美金。虽然它的性能

已经足以令人惊叹，但与人类相比，它还是有所局

限，比人类大脑小1000多倍。

下一代的机器智能系统将更加复杂、庞大。为

助力汽车等领域的众多机器智能创新者开发下一

代机器智能系统，拓展机器智能的边界，Graphcore

为机器学习工作负载，专门设计了 IPU智能处理器。

为什么 IPU“跑”得快

CPU和GPU从来不是为了满足机器学习的计

算需求而设计的，在机器智能的道路上，创新者们

往往被传统的方式所“桎梏”。Graphcore IPU是针

对人工智能计算的计算图特性而设计。去年发布

的第二代 IPU（MK2 IPU）凝聚了计算、数据、通信三

大颠覆性“黑科技”，在 7纳米的芯片上集成了 594

亿晶体管，相较于第一代 IPU（MK1 IPU）系统性能

提升了8倍以上，再一次树立了新的行业标准。

4个MK2 IPU可以驱动1个机器智能计算刀片

IPU-Machine：M2000（IPU - M2000）。独特的

IPU-Fabric™技术能够实现2.8Tbps的超低时延，支

持64000个 IPU之间的横向扩展。创新者既可独立

使用 1个 IPU-M2000，也可以在 IPU-POD64系统

中将 16个紧密互连的 IPU-M2000机架扩展到超

级计算规模。

IPU如何驱动汽车未来

IPU的高灵活性、可扩展性能够支持汽车领域，

尤其是智能汽车领域对下一代机器智能系统及其

硬件的要求。

和传统方式相比，Graphcore的 IPU系统体积

更小，提供同等甚至更多的算力和更低的延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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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减少数据中心支出，提升效率的同时满足智能汽

车对数据中心算力的超高要求。创新者可以通过

IPU开发者云获取 IPU的超高性能，在 IPU开发者

云中进行即时开发和早期的车载实验，使用Graph⁃

core架构创造突破，并无缝移植到正在发展中的自

动驾驶新阶段。如今，对话式人工智能（Conversa⁃

tional AI）等技术已经悄然出现在了车载应用中，创

新者通过云端 IPU驱动这些车载应用、高级辅助驾

驶应用、自动驾驶应用，还可以运用云端 IPU进行电

池管理模型的加速，优化电池管理方案。

IPU还能为数据中心和车载提供相同的Graph⁃

core处理，为创新者提供一个既能用于训练，也能

用于推理，在云和端侧（Edge）都可以通用的机器智

能架构。对于探索“车载数据中心”的创新者来说，

能够提供更高计算效率的 IPU智能处理器，可以大

幅加速智能汽车的研究和应用进程。

无人驾驶的普及使用

还存在哪些技术难点

科技产业的发展中往往会出现一个拐点。当

技术成本达到某一程度的时候，才能被大规模地使

用。

以前的人工智能是以密集计算来推进的，一些

无人驾驶汽车里面可能配备的是一个高功耗的巨

型服务器，使用时可能需要频繁地充电，在投入实

际应用的时候会遇到一定的操作困难。

现在，人们从两个维度对人工智能进行新的探

索：算法模型更加轻量化，精度更高；计算更加轻量

化，功耗更低、成本更低。算法层面探索的其实是

“超人类”的机器智能。计算层面，人们需要的是更

加经济实惠及功耗更低的解决方案。这两个维度

结合在一起，才能够共同促进机器智能的发展。

5G对汽车智能化的影响

在 3G、4G时代，人们讨论的是电信运营商，而

在 5G时代，人们讨论的是 OTT（Over The Top）。

而在OTT和端侧（Edge）之间，会出现很多创新的机

会，孵化出一些新的商业模式。从 4G向 5G迁移过

程中的另一大转变是物联网的应用，汽车可能是物

联网应用中最重要的应用方向之一。

人们以前讨论智能汽车，是从车的视野来讨

论，比如在车里装一个机器人。未来，端侧（Edge）

智能能力会大幅提升，5G会加速车路协同的进程。

此外，5G超高带宽、超低延时的重要特性能够为端

侧（Edge）提供超低延时的智能服务，推进汽车智能

化。

（供稿单位：Graphcore）

Auto-ID

精确度是机器智能

应用中至关重要的一点。

安全性是汽车领域永恒

的话题，而和人工驾驶相

比，人们对无人驾驶的安

全性要求只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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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双联动

3D数字化助力古文物多维鉴赏

近年来，3D数字化技术已迅速在文物保护、修

复、数据存档、古迹测绘、虚拟展示、衍生开发等领

域得到广泛应用。3D数字化技术的出现，让文物数

字化变为现实，并为博物馆文化传播插上了科技的

翅膀，让更多的文物器物走出库房，走上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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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3D扫描及扫描数据

图2 线上展示

图3 3D打印的衍生品

博物馆作为连接古今中外文化交流与沟通的

平台，随着科技的发展，通过图片展示和说明的传

统形式已不能满足观众的观展需求，由于受展览空

间的限制以及文物器物的易损脆弱性，使得博物馆

传播历史文化的能力大受约束，亟待开发出技术更

先进、形式更新颖、内容更吸引人的展览模式。

3D扫描技术能以无接触、无损害、全方位数字

化的方式准确、有效地记录文物真实信息，并能在

线上用生动、交互的手段集中展示。

近期，日本爱知县陶瓷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名为

“日本陶瓷的源头——矗立在猿投窑前的巨大城

墙”特展，该展以日本三大古窑之一的猿投窑为中

心，探讨古代陶器的魅力。

本次展览，除了线下实物陈列展览外，策展人

首次将 3D数字化技术引入到陶瓷美术馆的陈列展

览中，观众通过智能手机扫描二维码，读取参展作

品的三维动态模型，查看在展览中作品看不到的背

面，从而能仔细鉴赏作品，了解日本古代猿投窑动

态风格发展的轨迹。

在“线上展览厅”制作中，策展人使用先临三维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EinScan Pro 2X多功能 3D扫

描仪获取古代陶器的高精三维数据模型。然后把

获取的高质量三维模型数据上传至Google Poly展

示平台，并创建二维码，将二维码和参展的陶器作

品一起放置在展台上，观众扫描二维码，便可在手

机上从各个角度欣赏作品，如图 1、2所示。这种展

览方式，不仅让现场观众可以全方位欣赏参展作

品，无法到现场观展的国内外观众也可以通过线上

“云展”观赏了解日本古窑陶器的魅力。

展览期间的体验活动，观众可以选择喜欢的参

展作品，利用 EinScan Pro 2X多功能 3D扫描仪获

取的 3D模型数据，用桌面 3D打印机打印制作出参

展作品的复制衍生品，作为博物馆纪念品带回家，

如图 3所示。这套采用线上+线下联动的 3D展览

方式深受观众与业内的好评。对此，策展人表示目

前已经收到包括日本国家博物馆在内的等多个博

物馆/艺术馆的人对这种新型展览方式的咨询，并表

示未来博物馆或美术馆的展览品可能将从以注重

鉴赏为中心转变为实践体验为中心。

（供稿单位：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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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应用于血液全流程追溯管理
宋立涛 巩坤/文

在“互联网+”应用浪潮中，血液供保中心（以下

简称血站）积极利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来提升管

理的信息化和自动化水平。

RFID作为非接触式自动识别技术，其优点在于

可以无接触的方式实现远距离、多标签甚至在快速

移动的状态下进行自动识别。而计算机网络技术

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全球信息传

递的即时性得到了基本保证。在此基础上，将这两

项技术结合起来应用于物品标识和物流供应链的

自动追踪管理，能更全面地实现产品管理效率提

升、数据准确、信息化物流追溯管控的全覆盖性等。

RFID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物流和供应管理、生产制造

和装配、邮件和快运包裹处理、固定资产跟踪和盘

点等信息化管理中。

RFID 标准满足国际 ISO15693、ISO18000、

EPC等多种标准，采用不同的天线设计和封装材料

制成多种形式的标签，如资产标签、金属标签、货盘

标签等。RFID技术为血液全流程追溯提供各自唯

一的标签，RFID标签直接粘贴在血袋表面，存入追

溯链的相应信息，这些数据与后台数据库数据交

互，实现对大批量数据的实时采集、传递、核对和更

新。

血液管理业务现状

献血者登记、体检后，在每一袋合格的血液上

都贴上条码标签，血液跟踪由此开始，血液在血站

内部流转，采血科、待检库、检验科、质控科、成分

科、供血科、各科室的设备情况、操作人员等信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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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扫描条码而记录在系统里。

目前，血站成分制备科面临的问题

是在各个科室、环节都需要大量扫码，要

想精确到每一袋血，就需扫码并录入信

息；在某些环节，血液制品需要储存在-

18℃的冷柜里，如果扫码录入信息，就需

人工取出来读条码，再人工放回。由于

某些环节是潮湿的，导致血袋被水浸泡，

部分条码损坏、变形，无法正确扫码读

取。因此，血站需要快速大批量读取血

袋编码，解决重复体力劳动；需要远距离

大批量读取以解决人员冻伤问题；需要

防水、防潮、适合冷冻的标签确保数据精

准读取。

RFID在血液管理方面的应用

分布式RFID信息网络架构

RFID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结合诞

生了 EPC系统，EPC系统的信息网络架

构是在全球互联网的基础上，通过 SA⁃

VANT管理软件系统以及对象命名解析

服务（ONS）和实体标记语言（PML）实现

全球“实物互联”。

结合EPC系统信息网络架构的思想，我们提出

分布式 RFID信息网络架构，分布式管理不同于传

统的集中式管理，分布式是解决信息量大、冗余性

强、安全性高的最好办法。

分布式 RFID信息网络架构主要实现信息管

理、信息跟踪管理，它主要包括中间件、根对象名称

解析服务（RootONS）、本地对象名称解析服务（Lo⁃

calONS）和信息系统。中间件为应用程序提供一系

列计算功能，在将数据传给信息系统之前，要对

RFID标签数据进行过滤、总计和计数。RFID标签

应用系统中间件采用标准的协议和接口，为处于上

层的信息系统提供有效的、标准的数据，是连接读

写器和信息系统的纽带。RootONS服务是一个根

目录服务，类似于域名解析服务DNS，通过中间件

提供的 RFID标签，指明存储产品有关信息的 Lo⁃

calONS地址，顺利延伸到各个服务器。

LocalONS服务是一个链目录服务，它通过中

间件提供的 RFID标签，可以指明整个链存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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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源地址，同时，还会记录整个链相关企业的信息。

信息系统主要功能是接收中间件所提供的RFID标

签，向服务器提供有效、用于存放的数据，根据不同

的行业、不同的业务做相应的调整。为保证在产品

信息链断裂情况下还能正常查询产品信息，该网络

架构还提出了实时备份整个信息链的机制，如断掉

不能正常跟踪产品信息时可启动备份信息链机制。

分布式 RFID信息网络架构的特点：开环的体

系架构，整个架构可以在互联网上开环运行；通用

的标准架构，整个架构具有通用性，适用于各个行

业；分布式的管理架构，解决信息量过大的问题；高

度的互操作性，信息共享。

RFID在血液管理系统的工作流程

依据 RFID技术的信息网络架构理论，以血液

管理系统作为信息网络架构的示范，目的是跟踪血

液在采血点、血库调动点及血液使用点的信息。在

采血后每袋血液被贴上 RFID标签，这个标签中包

含一个 RFID码，用来唯一标识血液，并通过这个

RFID码来查询血液的详细信息。工作人员将每袋

血液通过配有天线的读写器，通过中间件的处理

RFID标签内包含的RFID码就被自动读出，然后将

采集到的血液的信息存入到数据库中，同时将RFID

码与血库地址注册到LocalONS中，并将LocalONS

和RFID码注册到血站信息中心RootONS中，每个

血库的数据库都要记录来源血库的地址和出库血

库的地址。通过读写器读出的RFID码首先到Roo⁃

tONS中找到 LocalONS，再到 LocalONS中查找注

册的 IP地址，找到 IP地址并获取该地址中存放的相

关的血液信息，再通过血库中记录的血液出库的地

址顺序找到其他地址的信息，依此类推，直到找到

的地址中没有记录血液出库地址，此时证明血液已

被使用或者报损，然后再找到血液使用者的全部信

息，至此血液信息跟踪完成。

目前，以血液管理系统做为示范，做一个简单

的原型系统，系统以C#.NET为开发平台，数据库采

用 SQL Server。此原型系统共设 5个点，分别是

RootONS服务、LocalONS服务、采血点、调动点血

库和使用点医院，5个点分别设置在 5台服务器上。

RootONS服务相当于目录服务，根据RFID标签中

的企业编码，可以在 RootONS服务中找到企业对

应的 LocalONS服务，并记录企业的注册信息，Lo⁃

calONS服务主要记录信息流动的源点采血点的地

址，同时还会记录整个跟踪链的企业信息。采血点

主要记录血液进入血库的时间、采血的时间及献血

者的信息；调动点血库主要记录血液进入血库的时

间和调出血库的地址及时间；使用点医院主要记录

血液进入医院的时间、使用者的信息及血液的使用

时间。目前已经实现了局域网上查询跟踪血液信

息的功能，在给定一个正确的血液 TagCode后，按

照系统设计思路将这袋血液调动各点的信息跟踪

出来。

RFID技术应用在血液管理中的好处：非接触式

识别技术，减少对血液的污染；设置血液的有效日

期，库存中可以自动实现报废报警；多标签识别，提

高工作效率；实现实时跟踪血液信息。

RFID的应用不仅仅局限于血液管理方面，它作

为对现实世界物体标识与信息传播相结合的一种

手段将会对社会各个方面产生重要作用，如物流管

理、工业生产控制、个人身份识别、活动目标监测

等。只需结合行业特点作相应的调整，就可应用于

其它行业，形成其它行业的RFID应用解决方案。

（作者单位：山东泰宝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Aut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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