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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观察

随着嵌入式处理器的能力不断提升，

超小型化的硬件加速器不断被引入，原厂

及商业的开发环境和工具不断出现，嵌入

式人工智能/机器学习（AI/ML）技术在近

几年得到了快速发展。

下期选题预告▶▶▶
•特别报道

血液是生命之源。建立以血液信息

化管理为核心的血联网，是国家主导智慧

医疗的变革所趋。在血站工作环境下，

RFID血袋标签的信息采集具有非可视化

扫描、区域群体扫描、远距离识别、动态识

别、抗液体传输、抗污染识别并有效降低

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等突出优势。

•物联网事

割胶工作昼伏夜出，劳动强度高，工

作环境恶劣，工人从事割胶工作的意愿下

降。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胶工流失日

趋严重，胶工队伍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

境。因此，实现天然橡胶生产自动化，采

用机器割胶，成为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的

必由之路，相关智慧胶园解决方案也成为

技术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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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Introductory remark

归来，全力以赴

过去的两个月疫情再次袭扰了我们。人们在一隅方寸

之地，尽量合理有序地将工作与生活安排妥当，让“常态”尽量

不偏离主题。各种变量或许长期存在的当下，企业如何做好

归来后的复工复产，如何在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建立信心显得

尤为重要。

有人这样评价：“当经济周期充满波动性时，产业周期则

充满了破坏性。”这种双重叠加的周期，也许之前的“扩张”成

为现在的羁绊，一不小心就会触顶，使之前积累下来的优势下

滑，甚至触底。可以看到的是企业的“此次归来”，变得更加荆

棘满道，更需要全力以赴。

培育本土市场成为企业“全力以赴”的根本保障。而供

应链的稳健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经济能量。尽管企业完

成螺旋式上升的路径，充满“余震”，但只要企业明确自身的硬

实力，就能在有限的区域里建立起盘根错节般的技术基地，自

身的内循环与外连接，都能有效快速运转，那么江湖行舟，方

能破浪乘风。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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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实施宠物芯片植入

法案

日本于 6月 1日开始实施宠

物芯片植入法案。正式实施的

条款要求宠物商家必须在猫狗

身上安装微型芯片，还要求商家

将猫狗的名字、性别和品种等信

息登录官方数据库。

日本使用的这种芯片为圆

筒形，可使用注射器将其安装在

猫狗的颈部至肩胛骨附近。将

对防止遗弃以及走失宠物搜寻

等起到积极作用。宠物医院只

需用读写器读取标签中的信息

就能了解所检查的宠物是否参

加防疫，是否为流浪宠物。同时

在发现走失宠物的时候可以清

楚地了解走失宠物的主人，并通

知领取。当地派出所和卫生防

疫站也会建立宠物的电子文档

形成数据库，通过数据库查询来

通知宠物主人到防疫和登记地

点进行正常防疫和登记。

RFID助力郑州铁塔完成

数字化转型

郑州铁塔通过采用低成本、

高便捷性的RFID电子标签，将工

程物资按照品牌种类、规格型号

以及其他所需信息，全部“标签

化”粘贴到各类物资上，通过在

物资到货、领用出库、现场安装、

验收确认等环节“扫码”登记，实

现批量录入、灵活调整。郑州铁

塔的管理成本节约 30%，工作效

率提升 50%，缩短基站建设的交

付周期，提高站址运维质量和安

全管理。

RFID技术对电动自行车

进行有效管理

近日，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辖

区洪湖花园内电动自行车实现

RFID射频识别禁入系统+简易

喷淋、烟感系统。

该系统通过在城中村自建

房门洞处、住宅楼大堂出入口的

位置进行RFID识别器安装，同时

登记电动单车使用者的电话号

码等信息，对电动单车电池进行

识别标签接入安装。一旦带有

识别标签的电动单车进入 RFID

识别器识别区域，识别器将主动

报警，同时通过无线传输方式将

警情传输至后台监测中心，后台

监测中心工作人员通过电话、短

信等方式联系现场业主、房东、

综管员，告知其哪一户业主携带

电动单车进入门洞。

RFID助力疫苗全程追溯

近日，欧盟传染病机构建议

成员国为猴痘疫苗接种计划制

定战略，以应对病例不断增加的

情况。基于RFID疫苗管理的解

决方案相继受到各大疫苗运输

企业的青睐。RFID疫苗管理是

基于RFID和传感器技术的实时

资产及温度管理系统。

在疫苗运输、库存、分发过

程中使用RFID技术标识每箱疫

苗的全部信息，通过传感器技术

实现疫苗实时温度记录、跟踪、

分析。

美儿童医院使用RFID

美国著名儿童医院 adyRady

开始使用粘贴RFID标签制药产

品（如 Diprivan + RFID：Dipri⁃

van® + RFID是一种常用药物，

其中包含所有相关的药物数

据），药品包装更换成制造商直

接预先粘贴RFID标签小瓶后，为

团队节省大量成本和劳动时间。

业界信息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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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机场行李全流程跟

踪系统上线

近日，青岛机场 RFID 行李

全流程跟踪系统正式上线，该系

统将多种信息技术有机结合，让

旅客随时随地轻松掌握行李行

踪。对于出港行李，机场将统一

使用新型 RFID行李标签，通过

在行李流程上加装读取设备，为

每件行李配备GPS定位系统，准

确识别、记录每件行李实时位

置，并进行拍照绑定，实现出港

行李运输全流程跟踪；对于进港

行李，青岛机场使用12套进港行

李追踪设备，全流程监控，并将

数据接入小程序平台，准确获取

进港行李详细数据，以供旅客便

捷查找。

搭载 RFID标签的太空

快递已送达

天舟四号是我国进入空间

站建造阶段的首发航天器，装载

了共计 200余件（套）货物，上行

物资总重约 6000公斤，承担着

为神舟十四号航天员提供物资

保障、空间站在轨运营支持和空

间科学实验等任务。

针对每件物资，有专属身份

登记。每件物资发射上天之前，

都会在物资信息管理系统里进

行身份登记，包括物资的名称、

保质期、使用方法和图片等信

息。系统会为其生成专属二维

码标签，出发前贴在物资表面。

针对货包，系统会生成卡式标

签，插在货包表面的标签袋内，

卡片上包含了RFID芯片以及二

维码信息。

物资信息管理系统借助

RFID技术实现批量、快速和准确

的自动识别，使物资有了可视化

的信息数据流。航天员通过手

机、手持式RFID读写器、平板等

设备在扫描物资后，就能实现物

资的录入、取出、位置移动等信

息的及时更新，从而实现物资管

理的数字化，大幅减少清理物资

所耗费的工作量。

RFID作为载体进行芒果

质量安全追溯

三亚将建设地理标志溯源

管理系统，利用二维码、RFID等

载体以及物联网和大数据处理

技术，优化整个“三亚芒果”的生

产、流通、销售等环节，即时获得

准确信息，提高流通过程的监

控，有效实现防伪，遏制“以次充

好”。RFID可防止假冒“三亚芒

果”流入销售市场，控制产品质

量，监督管理销售人员，制定合

理的服务策略，加强市场控制和

管理，指导企业产品设计和定

位，提高经营决策的及时性。

新型RFID加油站面世

近日，全球油品零售商壳牌

上线了多家新型RFID加油站。

通过物联网 RFID无感加油

功能，车主只需在油箱盖内侧贴

上电子标签，即可体验加油即走

的无感支付体验。目前，深圳、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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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等地的多家加油站开通应

用，车主可至加油站或合作银行

网点免费申领标签。用户可打

开云闪付 APP，依次点击“车主

生活”-“加油”-“RFID 无感加

油”菜单，绑定车牌和标签编码、

开通无感支付即可使用。

驾车前往油站加油时通过

加油枪 RFID标签，完成后台自

动扣费。扣费信息将实时推送

至用户手机，每一笔油费明细一

目了然，全程车主无需下车、加

完即走。该业务将物联网带入

加油场景,运用RFID技术将加油

行业、金融行业跨界融合，形成

加油站一站式物联无感支付解

决方案。

芯片植入手臂开锁

近日，美国一位车主将RFID

芯片植入到手臂，以解锁她的

Model 3爱车。

这种植入芯片式的开锁方

式，正是在第三种开锁方式（NFC

卡片）的基础上进行的。当车主

使用NFC卡开锁时，只需走到主

驾驶位置，随后把NFC卡片放在

车辆B柱上方，当感应器感应到

NFC信号的时候，车辆就会自动

解锁，驾驶员进入车内后，直接

挂挡就能开走。

校服智能化

张家口某服饰生产商，近日

提出了“智能校服”的理念。由

于部分学生经常发生校服混淆、

丢失。智能校服可为每一名学

生打造专属标识，家长只需通过

手机NFC，即可一眼识别校服持

有者，便于校服丢失寻回，混淆

时区分辨识。

同时，校服中嵌入的 RFID

标签，设计外形上体现学校的办

学理念和特色。学生穿着智能

校服通过安全通道门，设备会快

速读取学生考勤信息，人脸识别

摄像头同时实现无感考勤。家

长通过云端同步查看孩子考勤

信息，了解孩子出入校园安全情

况。

该公司还在研究其医疗救

助的功能。当学生发生诸如昏

迷、晕倒等紧急情况时，智能校

服内的RFID芯片能快速了解学

生病史、在服药物等信息，方便

第一时间实施抢救、治疗，具有

医疗救助功能。

RFID山地赛精准之选

近日，WURKZ 2022山地自

行车系列赛将使用 RFID系统，

通过识别安装在自行车相关联

的标签，记录比赛结果，自动将

其传输到计算机，并综合新系统

与评审团的结果，最终让评分过

程更加准确。

赛事主办方为每一名参赛

者与工作人员都提供了附带彩

色编码的双频 RFID腕带标签，

车手佩戴蓝色标签，而工作人员

则使用红色的腕带标签。

车手和工作人员腕带标签

在重要的入口处被读取，包括比

赛中只允许车手进入和只允许

工作人员进入的区域入口，停放

和领取自行车的入口，以及在车

手上交和领取车手行李包时的

识别。

同样的软件系统还用于在

早餐和晚餐时识别领取餐食的

车手和工作人员，以确保只有获

得授权的人才能使用这些设施

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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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玛依靠RFID进行

领域拓展

近年来，UHF RFID 在鞋服

领域的零售业中使用量激增。

去年超过 70%的标签用于这两

个细分领域。沃尔玛计划将

RFID的使用从零售服装扩展到

其他零售部门。要求新增项目

的供应商在交付给沃尔玛的所

有商品上放置频率为 902-928

兆赫兹的UHF RFID标签。

Charanga在百货门店

部署RFID技术

近日，西班牙童装零售商

Charanga 将在西班牙、葡萄牙和

意大利的英格列斯百货公司门

店内的所有自有商店、特许经营

店 和 展 示 区 部 署 Nedap iD

Cloud 平台。该零售商的目标是

在其供应链中全面实现库存可

视化。

Nedap平台将覆盖150家门

店，使用 RFID技术实时查看库

存情况，以优化所有渠道的产品

可视化能力，从而为包括在线购

买、店内取货 (BOPIS) 和送货上

门在内的多种消费方式优化服

务能力，这项技术还有助于降低

经营成本。

CATALO新智能生产线

全流程搭载RFID

CATALO（家得路）新设智能

生产线，利用工业 4.0技术智能

化生产，包括配方、混合、生产、

一次包装，以及个人化二次包装

及智能仓储，全程均有严格的控

制和监管，以确保产品的质量。

新智能生产线将对每一件

食品都贴有对应的 RFID标签，

标签内记录食品生产的源头产

商、具体的动物或植物及农场，

系统对食品的整个生产过程进

行全程跟踪，并将数据集中备份

至质检中心，为政府部门和企业

提供基础追溯数据，实现食品从

源头到餐桌整个链条每个环节

的实时监控。RFID的使用，在

CATALO 溯源的同时还兼顾了

防伪的功效。

京东物流打造“一盘货”

模式

近日，京东物流在全国布局

了80余个自营大件仓，通过无线

电信号自动远距离识别特定目

标并读写相关数据，无需人为通

过扫描条码或近距离刷近场通

信NFC卡实现人物相连，确保商

品更快更准送达消费者手中。

京东物流通过多级灵活的

仓网布局，在发货受阻等特殊情

况下可快速实现仓库的临时切

换，保证特殊时期下物流的高

效、及时、安全。在末端配送中，

京东物流通过 AI语音电话与用

户预约配送时间，在提升预约效

率的同时，也提升了用户的交互

体验。

搭载 RFID与面部识别

功能的监狱管理平台问世

Guardian RFID公司专门从

事惩教设施技术，该公司使用一

企业新闻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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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完整的应用程序中包括摄像

头、云计算、人工智能和机器学

习、RFID和人脸生物识别等技

术。借助这些先进的技术增强

惩教设施的可视化程度。

该系统在之前的基础上覆

盖了新的盲点，包含囚犯进入未

经批准的区域，设备管理区域。

凭借其提供的一系列技术，Com⁃

mand Cloud整合多个来源的数

据，让典狱长对情况有更多的了

解。如囚犯进入未经批准的区

域，Command Cloud 就能第一

时间通过囚服内的芯片来感知

囚犯的状态。其传感系统还能

检测囚犯的运动轨迹，最后通过

面部识别技术来确认囚犯身份。

多种技术结合，再由典狱长最终

判定囚犯是否有违规行为。

JADAK推出市场上最小

的UHF RFID模块

近日，Novanta Corporation

旗下业务部门 JADAK 推出搭载

Impinj E310 读 取 器 芯 片 的

ThingMagic M7e - Pico。

ThingMagic Pico是目前市场上

最小的UHF RFID模块之一。客

户能够在极小的应用中使用该

芯片，如手持式RFID扫描仪，可

穿戴 RFID设备，手术手持扫描

仪，移动 RFID打印机和智能自

动售货机等。JADAK将与医疗

保健 OEM，零售商和 CPG客户

合作，将该模块集成到全球独特

的应用程序中。

Wiliot推出新合作计划

“WwW”

近日，物联网企业Wiliot为

响应其一级客户的需求，对外宣

布了最新的Wiliot合作伙伴计划

（WwW - Work with Wiliot) 和

一系列新的生态系统合作伙伴。

包 括 Tactical Edge、Sensize、

2Plus、Digipal、Xsights、Visio⁃

nID、MLINK、Codegate、Blyott

和SATO。

新的 WwW 计划具有全新

的匹配功能，即让客户与最兼容

的生态系统合作伙伴联系起来，

以部署Wiliot的颠覆性技术。该

计划通过多样化的生态系统引

导客户与有能力的Wiliot合作伙

伴达成合作，从而帮助他们实现

公司物联网发展目标。

捷德助力TUK大学完成

自动下载

德国 TUK 大学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Kaiserslautern)在

欧洲率先通过私有 5G独立网络

将 eSIM自动下载到智能手机。

该测试展示了捷德 eSIM管理与

诺基亚5G网络技术互操作性。

TUK 大学的测试场景包括

三星GalaxyS21智能手机、捷德

AirOn eSIM管理平台和基于诺

基亚技术的独立专用 5G网络。

该网络位于 TUK大学内，由诺基

亚提供 5G独立组网参数，捷德

公司创建将智能手机连接到网

络所需的 eSIM Profile，然后将

这些Profile导入捷德AirOn管理

平台进行测试。扫描二维码启

动下载后，智能手机即可自动、

安全地空中下载此平台的 Pro⁃

file。

超高频RFID芯片获科

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东信源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物联网射频感知核心芯片研发

与应用”项目荣获天津市 2021

年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该项

目突破了无源物联网射频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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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芯片关键技术，可广泛应用

于工业制造、仓储物流、固定资

产管理、档案载体管控等重点领

域，对加快自主物联网产业发

展、增加芯片自给率、国家产业

转型升级等具有重要意义。

成都地铁引入RFID智

能移动仓

近日，成都地铁为响应“智

慧蓉城”建设，在四川师大 TOD

项目中引入了新一代供应链基

础设施——RFID 智能移动仓。

整个仓体由集装箱组成，可根据

施工场所的变化随时移动，便于

项目就近配置库房，缩短材料领

用距离。

仓内集成了 RFID 智能货

架、无人货柜、温湿度传感器、摄

像头、物联网传感器等大量智能

设备，可用于存储工地常用高频

物料。根据工种类型配置好的

领用清单，增加 AI脸部识别功

能，工人可自动打开领取物料。

墨式烧烤使用RFID追

溯食品安全和库存

近期，连锁餐饮企业Chipot⁃

le Mexican Grill（墨式烧烤）将在

全球各店铺部署 RFID 标签。

Chipotle目前是首批利用 RFID

标签通过序列化跟踪从供应商

到餐馆的食材的主要餐饮公司

之一，RFID标签将库存管理转变

为自动数字功能，优化餐厅运

营，并使餐厅服务中心能够实时

访问库存数据。

该品牌目前正与奥本大学

RFID实验室密切合作，完善试点

计划，该计划正在五家 Chipotle

供应商的肉类、乳制品和鳄梨上

进行测试。当参与测试的供应

商每天供应的食品原料到达

Chipotle餐厅时，必须在外包装

张贴支持 RFID标签，并且必须

全部通过 RFID 读写器扫描检

验。

店铺部署可追溯性系统旨

在使公司能够快速、高效和精确

地对食品安全和质量问题采取

行动。

目前，部分供应商已经开始

实施Chipotle要求的RFID技术，

不仅节省了供应商库存管理和

库存轮换的时间，同时还减少出

现人为失误。

RFID技术助力餐饮店自

助服务

Smokin' Oak Wood-Fired

Pizza & Taproom在奥马哈的门

店提供了一个支持RFID的自助

倒酒间。这套自助系统利用了

GS Draft安装的 iPourItHF RFID

自斟技术。

披萨和自助式水龙头设施

在同一个屋檐下。在顾客允许

下，收银员会扫描他们的许可

证，打开标签，并扫描带有该餐

饮店 logo的 RFID腕带，腕带内

置 MIFAREHF RFID 芯片，该芯

片传输频率为 13.56 MHz，符合

ISO15693标准。

iPourIt 软件与餐厅自己的

软件相结合，会启动一个标签，

链接到这些客人的许可证和腕

带。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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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6月 7日至 9日，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

电工委员会第一联合技术委员会第 31分技术委员

会（自动识别与数据采集技术分技术委员会，ISO/

IEC JTC 1/SC 31，以下简称国际 SC31）第 28次全

会以视频会议形式成功召开。来自中国、奥地利、

加拿大、德国、日本、韩国、瑞典、美国等10多个国家

成员体和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国际物

品编码组织（GS1）、国际自动识别制造商协会

（AIM Global）等联络组织的 40余名专家参加了会

议。我国代表团有 7名专家参会，来自中国物品编

码中心（以下简称编码中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

研究院及中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编码中心罗秋科

担任团长。

本次全会由主席亨利·巴塞尔主持。秘书处、4

个常设工作组（WG1、WG2、WG4、WG8）和术语工

作组进行了工作汇报，并审议了国际 SC31工作计

划及各个工作组的工作报告；确认了工作组召集

人、项目编辑、在研国际标准和新工作项目立项等；

表决通过了全会会议决议。

中国主导的国际标准工作是本次会议的亮点

之一。WG1召集人普瑞格·艾克利在工作报告中重

点介绍了已于 2021年发布实施，由我国提出并编

写的 ISO/IEC 20830《信息技术 自动识别与数据采

集技术 汉信码条码符号规范》国际标准及汉信码

的技术优势和应用现状；WG8召集人珍妮·达克特

在做工作报告时，着重介绍了我国中建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和编码中心联合提出并主导的在研国际标

准项目 ISO/IEC 8506《工业化建造AIDC技术应用

标准》，并认为该项目将为构建工业化自动识别与

数据采集技术的标准化框架打下坚实的基础。该

国际项目术语工作组负责人、我国专家、编码中心

王毅介绍了项目进展和下一步工作计划。

此外，各国家成员体和联络组织相继做了工作

进展汇报。王毅代表中国向大会做国家报告，汇报

了2021年我国条码、二维码、RFID等自动识别与数

据采集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应用，介绍了《追溯二维

码技术规范》《数据矩阵码》和《汉信码》等国家标准

的制修订，分析了我国蓝牙等新型物品标识技术的

创新应用和标准化需求，并重点介绍了我国在快递

包装上使用二维码与RFID等应用需求和标准化工

作进展情况。

（作者单位：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成功组团

参加第28次 ISO/IEC JTC 1/SC 31全会
董晓文/文

重点关注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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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条码为海关智慧监管添砖加瓦
易欣 朱立平 李洁 谢小鸥 /文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WTO贸易

便利化实施，国际上对于海关“单一窗口”建设，降

低通关成本，提升通关能力，加强供应链安全与便

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我国进出口贸易逐

年增长、新型商品种类、新型贸易业态、贸易方式不

断涌现，海关亟须采用新技术、新理念、新思路推进

“智慧海关”建设，在对标国际的同时，强化创新治

理能力，提高监管精准性、有效性，提高通关效率，

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

进出口商品的安全准入、税收征管、统计、防止

欺诈、质量和技术管理是海关有效监控的基本目

标，但长期以来受制于传统商品管理模式的信息传

递方式、技术手段、各方合作方式等的影响，导致难

以实现新技术支持下的商品数据交换、精细化商品

管理和智能化商品风险防控，在新形势下亟须采用

新技术和新理念推动海关实现进出口商品的智慧

管理，海关商品识别这一基础性工作仍存在提升空

间。

全球统一编码标识系统（GS1）是全球应用最广

泛的商务语言，已广泛应用于零售、制造、物流、电

子商务、移动商务、电子政务、医疗卫生、产品质量

追溯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商品条

码是GS1的基础和核心，作为物品的全球唯一身份

标识，背后承载的是标准化、数字化的商品信息，是

数字时代高效统一的“沟通语言”。通过商品条码

技术的应用，不仅实现标准化的信息传递和大数据

交换，消除海关和企业间的认知鸿沟，还可提升海

关风险防控管理及通关便利化水平，优化贸易治

理。商品条码及其标准化数据已逐步深度融入海

关跨境监管治理体系中，成为“智慧海关”建设的有

效工具和手段。

“智慧海关”应用商品条码思路

全球标准的商品编码，为海关履行各项职能

奠定基础

海关对商品的管理多以协调制度（以下简称

HS）编码为划分标准，对商品进行分类管理。HS编

码存在管理的颗粒度过大，无法实现准确和精细化

重点关注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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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由于HS编码是物品分类编码，同一税号下，

包含不同厂家生产的不同品牌、型号和规格的商

品，很多时候还包括很多不同种类的商品。海关采

用HS分类管理商品，难以对商品的属性和特征是

否相同进行判断，对其安全准入、归类、价格、原产

地管理不能进行有效地比较，造成管理粗放。

多年来海关从管理模式、机制和手段等多种方

面进行改革，提高了海关的管理水平，降低了各种

风险。沿用传统商品管理理念和方式，没有关注采

用标准化的方法识别商品。缺乏商品识别会对商

品管理带来极大风险。所带来的问题，一方面对于

进出口的管理仍然局限于HS框架，无法实现对商

品精细化管理；另一方面大量未经处理的信息被淹

没在数据和信息的海洋中，不但无法解决商品管理

中面临的困难，还因无法从大量的原始信息中提取

有用信息，造成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也难以

真正发挥作用；不但以上困难难以解决，风险防控

也难以根本性得到提高。

应用商品识别码进行海关管理的本质是对管

理目标编码化，从而实现标准化、精细化管理，与

HS编码相比，用于商品识别码的GS1系统的商品

条码是商品的唯一编码。商品条码是商品在全球

范围内流通时使用的唯一 ID，是通用的、无歧义的

身份标识；省略了通过文字描述的商品识别过程，

直接明确监管条件、税率等海关要求，同时减少伪

报瞒报的风险。同时商品条码可与HS编码建立对

应关系，与HS编码共同发挥作用，便于智慧监管。

标准是支撑，助海关提升商品管理效能

商品的标准化管理是海关税收征管智能化的

先决条件之一。GS1产品数据按照全球产品分类、

全球属性标准等国际通用标准采集产品名称、品

牌、净含量、分类、图片等基础信息，结合数据核实、

市场应用验证、专项数据处理等多种措施保障数据

质量，真实准确地反映流通市场中的商品动态，为

海关提供了能迅速精准识别商品的实用化的解决

方案。近年来，海关总署与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以

下简称编码中心）共同开展了商品条码与HS编码

对应规则的研究，成功建立商品条码与海关HS映

射关系的电子词典，将商品管理的颗粒度从“税号

级别”细化为“商品级别”，将海关申报要素落实为

标准属性，为建立以商品条码为索引前置标准化信

息采集与风险评估、后续智能化分析的现代管理模

式提供标准支撑，是利用商品条码形成统一执法、

提升进出口监管效能、推进跨境贸易效率化的一个

重要突破。

建立商品条码与海关HS

映射关系的电子词典，将商

品管理的颗粒度从“税号级

别”细化为“商品级别”，将海

关申报要素落实为标准属

性，为建立以商品条码为索

引前置标准化信息采集与风

险评估、后续智能化分析的

现代管理模式提供标准支

撑，是利用商品条码形成统

一执法、提升进出口监管效

能、推进跨境贸易效率化的

重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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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条码为索引，建立海关数字化监管生态体

系

海关“十四五规划”中特别指出，建立建设海关

特色知识图谱，提升大数据海关应用智能化水平，

实现海关数据全域融合。自 2019年底开始，海关

就与编码中心共同开展基于商品条码的“知识图

谱”前瞻性研究，以商品条码为索引形成大数据智

能应用生态，提升大数据辅助治理能力。基于商品

条码建立风险识别知识图谱，将商品条码作为知识

图谱关联结构中的重要索引，识别报关清单中同一

条码商品归类及定价异常，如多税号商品条码、价

格波动大、税率异常等风险，为跨境电商条码异常

和偏离风险分析提供支持，为海关数据治理提供基

础支撑，从而形成从数据到知识再到智慧的能力提

升通道。海关可综合统筹商品识别码，形成申报、

备案及税收征管的统一商品知识库，串联海关各业

务信息，形成统一整体，逐步建立以商品条码为基

础的数字化监管体系，为海关风险防控改革提供新

的技术支撑。

数据是基础，GS1数据资源赋能海关治理能

力建设

商品条码作为商品的身份证，实现对同一商品

的准确识别，提高商品识别的效率和准确度。但是

商品条码本身并不能自动发挥智能化管理的作用，

必须结合数字网络技术和科技智能手段，以商品条

码为基础数据元搭建智能化应用体系。作为一个

大数据项目，海关商品识别码应用的一个重要特征

就是引入商品条码相关的大量外部数据，综合运用

GS1 的全球数据、企业备案等数据进一步提高海关

识别伪报瞒报风险的能力，同时提升通关效率。中

国海关与编码中心搭建了数据交互共享通道，通过

编码中心国内、国际数据资源，以及全球统一的数

据标准为海关提供商品条码的全球有效性验证和

进口商品数据采集共享，不仅协助海关对企业申报

条码的有效性进行甄别，还可筛选出海关关注的重

要商品属性，并转化为其商品条码标准库数据，助

力海关智能监管和企业高效通关。

商品条码助力海关“智慧监管”革新之路

标准驱动，GS1标识在国际海关应用初探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带来了进出口贸易和

市场规模的爆发式增长，非传统职能的增强和新型

贸易方式的出现，海关传统监管模式面临更多挑

战。自 2004年起，世界海关组织（WCO）已开始研

究利用商品识别码进行海关管理的可行性，并将商

品识别码作为数据模型中货物进出口申报的一个

数据元，与HS编码相互补充。美国、澳大利亚、英

国、南非、新西兰等国海关陆续对葡萄酒、玩具、家

禽、牛肉等高风险货物开展商品条码应用试点，各

国海关等跨境监管机构普遍认为GS1商品条码在

跨境贸易货物识别、高效通关、智慧监管和风险防

控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携手创新，编码中心成为智慧海关建设同行

者

编码中心作为我国统一组织、协调、管理全国

商品条码、物品编码的专门机构，致力于商品条码

相关标准的研究和制定，从服务产品出口、商品流

通，到服务信息化建设和数字化经济，物品编码已

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信息化发展和国家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十三五”期间，中国海关

秉承“科技兴关”的理念，提出通过科技创新深化海

关贸易安全和通关便利化，深化“放管服”改革，提

升口岸监管效能、打造“智慧海关”。双方在助力营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速推动我国

重点关注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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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经济战略上高度契合。2018年7月，编码中

心与海关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利用全球通用的GS1

标准、全球工作网络体系和商品条码数据，共同建

立商品条码基础信息的共享交互机制，研究建立商

品条码与海关HS编码的对应规则，推进商品条码

在我国进出口商品合规申报及海关税收风险防控

等领域的应用，携手共建智慧海关，为海关高质量

发展提供支撑。

智慧通关，企业申报迎来“商品条码”时代

《“十三五”时期海关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全

面实施WTO《贸易便利化协定》，进一步提高执法

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加快通关速度，降低贸易成

本。2019年8月，全国海关推广“单一窗口”商品条

码申报功能，是海关利用GS1国际标准优化营商环

境、便捷企业通关、规范进出口申报的重要举措。

企业在进出口有条码信息的商品时，只需在“单一

窗口”系统中申报商品条码即可自动识别商品，实

现对归类、原产地、规格等申报要素的自动采集。

商品条码“凭码申报”，为企业提供了方便快捷的申

报方式，跨越原始的手工填报，实现商品信息“秒录

入”、规范申报“零差错”的巨大红利。采用商品条

码申报后，不仅申报的准确性有所提升，以往容易

产生归类争议的商品在不同口岸申报均可适用一

致的监管标准，有效提升了海关执法统一性，企业

获得感大大增强。

数据引领，GS1数据资源提升海关风险防控

能力

准确、有效的进口商品基础数据资源是海关监

管数字化转型得以运作和发挥作用的基石。近年

来，编码中心在国内商品条码数据管理的基础上，

启动国际商品数据资源建设，一方面建设“进口商

品信息服务平台”，汇集上万家进口商和 18.7万种

进口商品数据，涉及 127个国家和地区，覆盖食品、

酒类、化妆品、乳制品、电子设备等热点跨境产品；

另一方面积极跟踪GS1全球数字化转型战略，参与

“全球数据注册平台”建设，能够实时调用的来自71

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商品条码数据超过 1.6亿种；同

时积极协调亚太、欧美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共同开展GS1标准和商品条码数据共享合作，

汇集了商品数据 200多万条，包括 80多个产品属

性，涉及商品 39个大类，原产地 180多个国家和地

区。截至 2021年底，编码中心已协助海关总署对

“单一窗口”申报端百万余种商品条码进行国际条

码验证并向海关总署共享 100多万条国际商品数

据。依托GS1数据资源，海关搭建以商品条码为核

心的商品标准数据库，海关“单一窗口”申报端累积

的原始商品数据经GS1国际条码验证、数据标准化

转换后，作为商品申报信息的重要参考和补充，形

成海关智能化风险评估数据模型，提升海关监管的

针对性、有效性。

深化合作，助推海关跨境电商税收征管高质

量发展

近年来，跨境电商是我国政府扶持的新兴业

态，贸易增长量大，但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税

收、安全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潜在风险；此外，跨境

电商产品的个性化、高频次、低价值等特点为传统

海关监管模式、税收征管带来了新的挑战。海关希

望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推动税收征管创新，既要防

控风险，又要保证通关效率，助推高质量发展。

2021年 5月，海关与编码中心紧密合作，基于前期

一般贸易领域应用商品条码的经验，共同开展商品

条码在跨境电商税收风险防控领域的可行性研究

及调研。研究表明，商品条码在跨境电商零售进口

商品中覆盖度很高，可有效帮助海关精准识别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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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是海关HS编码的一个有力补充，提升海关对货

物的精细化管理，在规范和净化跨境电商市场环境

方面能发挥积极作用。2021年底，海关利用GS1

商品条码作为主要索引开展跨境电商的商品条码

数据库建设，并率先在重庆关区开展跨境电商“单

一窗口”商品条码规范申报试点。编码中心协助海

关对“单一窗口”跨境电商 60余万进口商品条码进

行有效性校验，并利用国际、国内数据资源，向海关

共享条码产品数据，支持其基础条码数据库建设。

技术创新，构建海关税收领域知识图谱

知识图谱是近年来逐步成熟的人工智能技术，

集成了知识表示、图计算、机器推理、机器学习等人

工智能技术，是人工智能领域符号主义和链接主义

两大学派相互交融的集大成者。能够利用机器学

习、大数据和NLP等技术获取知识，利用语义网络

表示复杂的知识，利用图计算和深度学习挖掘和发

现风险，还能用图形化的方式展示复杂关系和风

险。

海关税收领域涉及商品极其复杂，不但种类繁

多，而且海关税收征管的专业性对知识图谱中商品

实体所需的属性具有独特性和复杂性要求。建立

在满足税收征管要求的商品实体标识基础上的海

关税收垂直领域知识图谱，才能满足符合海关税收

征管要求的知识图谱应用，智能化的发现税收风

险，展示税收风险。

目前，海关已开始推进商品条码-商品属性标

准化商品标识体系研究与信息化建设，税收征管特

定领域本体设计基础上的税收征管知识图谱探索

投入应用，将能极大地提高税收征管的标准化，实

现海关商品管理编码化、标准化，使国际贸易供应

链透明化，实现海关对国际贸易供应链治理体系建

设，推进国际合作和跨部门合作，最终有利于实现

商品智慧管理。

未来，紧扣“全面提升科技创新应用水平”目

标，基于GS1标准的大数据及区块链，进一步深化

中国海关与编码中心的合作，开展海关税收征管

“知识图谱”建设，构建国际统一标识与数据共享体

系，将有力推动智慧海关建设，助力跨境贸易的数

字化转型，促进全球贸易便利化发展。

（作者单位：易欣、朱立平/南京海关；

李洁、谢小鸥/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项目名称：基于商品实体标识的税收征管特定

垂直领域知识图谱研究（项目编号：2020HK114）。

中国海关应用商品条码

及标准化数据推动智慧监

管、便利通关的创新举措受

到全球各国海关及业界的关

注，其成功经验已被收录至

“联合国无纸贸易最佳实践

案例”。GS1 标准在跨境贸

易领域的优势进一步凸显，

基于 GS1商品条码的国际数

据共享已成为顺应全球经济

数字化大趋势，是便利国际

商品信息流通、加强国际产

品溯源、提升国际贸易效率

的一个重要支撑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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