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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要想打造全新的零售世界，移动设备、扫

描器、RFID技术和定位服务，实现从产品搜寻

到结账支付的全程定制化无缝购物体验至关

重要。未来终将属于拥有完善数字化技术配

备的零售商，他们将使用先进的技术去满足智

能且互联的消费者需求，吸引消费者成为“回

头客”，经常返店进行更多的消费。

下期选题预告▶▶▶

广告索引

·ADVERTISEMENT INDEX

工业物联网

杂志征订广告

编码中心

杂志广告合作

伟仕佳杰

国家食品安全追溯平台

汉信码

医疗

商品信息服务平台

条码微站

Ecode标识平台

中国自动识别网

联合利华

鼎证编码

国际物联网展（苏州站）

中国西部物流展

亚洲智慧创新物流展

2019亚洲生鲜配送展

中国国际内部物流解决方案及流程管理展

国际智慧显示系统博览会

2019中国国际机床工具博览会

国际物联网展（深圳站）

杂志征订单

封面

封二

封三

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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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联网事

供应链管理作为竞争的核心战略，对于

未来用户需求个性化和过去生产制造规模化

的矛盾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解决方式，大数据分

析可以让更多的中小企业获得和大公司一样

的资源与机会。

•产业观察

DPM二维码技术是自动识别技术的延

伸应用，该技术可以在零部件表面上实现直接

标识，而不是把二维码打印在标签上后再粘贴

在零部件上。此外，DPM二维码无法被擦除

或涂改，在后续的产品加工过程中不会带来干

扰，它是今后制造业信息追溯管理中理想的有

效应用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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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醒：坚信而不沉醉

农历岁尾一定是各路诸侯登场献计的时候。

罗振宇“时间的朋友”的跨年演讲，在朋友圈出现两极分化的刷屏。

喜欢的，截屏发圈传递着演讲中那些触动内心的话语：“对未来最大的慷慨

是把一切献给现在”“所有事到最后都会是好事，如果还不是，那它还没有

到最后”“你在朋友圈里又佛又丧，你在收藏夹里积极向上”等等；而不喜欢

的，直接表达，四个小时的时间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什么，这碗“鸡汤”没什么

营养。

张小龙的公开课一样不能错过：“好的产品会自己说话。在适当的时

候，应该把我们背后的一些理念、一些自己的想法，如果能更清晰地表达出

来，有助于用户和整个生态对我们的理解。”

其实，身处经济变化多端的大环境里，抓住大趋势击中小趋势，所有的

企业都将经历一场自我修炼，以等待时机。直面现实，显然对所有的从业

者都是公平的，但不是轻松的。互联网思维、行业转型、客户内心最真实的

需要、比拼的不是产品而是服务等等这些不断迭代的名词，都不是另辟蹊

径，本质上是“变化成为生活本身”的再现。

成功没有捷径，但努力一定有方法。在新年之际，本刊祝所有业界朋

友们，认知并认清自身优势，勇往直前，在获得用户信任的基础上进行深度

的用户运营，大家彼此认同，形成一个融合的共同体。

本刊编辑部

卷首语Introductory 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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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平台健康卡应用

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

与腾讯公司达成电子健康卡创新应

用战略合作。双方将以微信平台作

为电子健康卡发放与应用的创新渠

道，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电子健康卡

普及应用，实现由“单一线下实体”

向“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创新发展，

共同构成居民健康卡“虚实结合”服

务网络，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身

份认证服务，助力互联网+医疗健康

惠民便民服务应用落地。

证件电子化成趋势

从支付宝APP里点击“城市服

务”，点击自己所在城市，选择电子

社保卡，或直接搜索“城市名+电子

社保卡”，通过“刷脸”认证完成申

领。未来，去医院挂号看病也将实

现电子社保卡直接结算。杭州、深

圳、武汉、成都、郑州、青岛、广州、镇

江、泰州、无锡已经开始在部分指定

医院率先使用这一服务。

2018年云闪付累计注册

用户数已达1.2亿
中国银联发布最新交易数据，

2018年银联网络转接交易金额首次

突破百万亿大关，达 120.4万亿元。

云闪付APP、银联手机闪付、银联二

维码支付等移动支付方式快速普

及，产品功能与场景建设持续完善。

全国首条刷脸支付商业

街面世

全国首条刷脸支付商业街在温

州五马禅街亮相。这一智慧商圈示

范街区由温州市政府与支付宝联合

打造。收银台摆放着一台 iPad大小

的刷脸设备“蜻蜓”，结账时，消费者

只需将面部对准它，就能快速完成

刷脸支付，整个过程不超过10秒。

阿里打造数字服装工厂

阿里巴巴淘工厂联手阿里云

IOT团队走进车间，通过部署 IOT设

备数字化改造服装厂。淘工厂在产

能共享的基础上，将生产线转化为

数据联网，打通销售流通到生产端

数据互通，实现制造的大规模高效

协同。

沃尔玛发布Omega 8项

目计划

近日，沃尔玛推出“Omega 8

（Ω8）”项目。该项目已经汇集了50

多家初创企业，沃尔玛将与这些零

售技术服务商开展合作，为投身于

黑科技的科创企业提供技术应用平

台，共同探索数字化创新以及技术

应用的零售解决方案。

智能酒店使用BLE技术

昆士敦酒店 (Mi-pad Queen⁃

stown)正在通过一款移动应用程序

为客人提供自动进入房间的服务，

该应用程序通过酒店的BLE传输发

送房间分配信息，游客用智能手机

轻轻一点，就能打开相应的房间

门。该系统由ASSA ABLOY Hospi⁃

tality提供，每个房间都包含RFID和

BLE门锁，同时Seveno提供的可下

业界信息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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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应用程序，允许用户自己定制房

间设备控制以改善他们的体验。

区块链跟踪农产品的环

境变化

WWF-Australia和 BCG Digi⁃

tal Ventures合作推出了一个新的

基于区块链的平台，以跟踪食品和

产品的环境。该组织在悉尼推出

OpenSC平台，希望帮助人们和企业

避免非法、对环境有害或不道德的

产品。扫描QR码后，将向用户显示

特定产品来自何处，以及如何沿供

应链传递的信息。

波士顿推无人杂货车

杂货店连锁店Stop & Shop将

于 2019年春季在波士顿地区推出

无人驾驶杂货车。这些汽车将直接

为消费者带来一系列的一站式产

品，包括餐盒和便利用品，消费者可

以在家门口购物。这款车将满足消

费者在网上或手机购物时选择新鲜

产品的需求，并将为波士顿地区的

Stop & Shop顾客提供更便捷的杂

货店购物体验。

亚马逊首批送货机器人

Scout上线

亚马逊在华盛顿州斯诺霍米什

县测试一款名为Scout的送货机器

人。从周一至周五白天，亚马逊将

在当地推出 6个 Scout机器人用于

初步测试。在起始阶段，所有的

Scout机器人货物交付服务将在一

名亚马逊员工陪同下进行。

球鞋身份证

继防盗扣之后，Nike的打假手

段再次升级。目前，在已经上市的

部分新品球鞋中，Nike陆续采用了

“专属二维码”技术。二维码内的存

储信息被录入到一张芯片上，这张

芯片被嵌在鞋盒上，能够避免球鞋

与鞋盒掉包带来的损失。Nike致力

于“球鞋身份证”的实现，将为接下

来的每一双鞋打造一个鞋身与鞋盒

完全匹配的“身份认证”。

智能搅拌机面世

Blix公司开发出一款无清洗困

扰的搅拌机——Blix，为了让系统识

别这些特定的杯子，利用RFID技术

将微芯片标签植入到杯子上。这个

标签不仅可以自动设置搅拌机的处

理周期，还可以确保没有杯子被重

复使用，没有假冒产品被放置在设

备中。

移动电话变访问控制器

多家公司正在部署和试用新的

NFC以及HID Global基于蓝牙的凭

证管理解决方案——Crescendo

Mobile，员工能够通过手机访问实

体办公室以及个人笔记本电脑。该

解决方案采用HID的认证平台和凭

证管理系统，包括其 IdenTrust数字

证书注册过程，用户不仅可以通过

智能手机访问计算机，还能证明其

文档的真实性，例如电子邮件加密

和文档签名。

微信、支付宝启用无感

支付功能

微信和支付宝同时启用了“无

感支付”功能，系统自动识别车牌，

线上快速自动缴费，实现 3秒过闸，

无需手机扫码支付。高速公路“无

感支付”是采用了先进的车牌识别

技术与微信/支付宝相互结合的一种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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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高速收费方式。用户只需要在

手机微信或支付宝中绑定车牌号

码，输入车主信息，就可在高速出站

的“无感支付”车道实现自动扣费。

韩国三大电信深入B2B

市场

5G正式商用化后，韩国三大电

信集中开发无人驾驶汽车、遥控飞

机领域，SK电信将与首尔市合力推

出新一代协作智能运输系统 (C-

ITS)。这个项目包含在首尔主要道

路上架设 5G传感器、物联网 (IoT)，

普及5G通信设备于公交车、出租车

上，设立搜集数据、安全资料的 5G

管制中心，跨领域建造无人驾驶车

的测试台等。

另一方面，LG U+正在投资无

人机，并在去年完成U+智能无人机

的侦察飞行，在演示过程中，U+智能

无人机能利用控制系统、影像直播

系统进行高分辨率的远距离侦测，

进而发现烟雾弹中的入侵者、在被

遮住视野的地区自动飞行、搜查海

岸峭壁等难以直接确认的地区。不

仅如此，U+智能无人机也能进行夜

间侦防。

联合利华加码新零售

日前，联合利华与京东超市在

北京签署了2019年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2019年联合利华将在京

东超市推出多个新品，打造京东专

属产品线，京东超市将加速向联合

利华开放“用户运营中心”工具使

用，帮助双方加速精准营销。此外，

双方将持续在大数据、供应链、无界

零售领域加强合作，联合利华将在

2019年落地协同仓等战略合作项

目，加速双方全面协同项目落地。

首家“智慧餐厅”开业

智慧餐厅不仅采用了自助扫码

点餐，在餐饮制作完成后，手机上会

收到餐点备好的提示码，提示消费

者在几号餐柜可以取餐，开柜取餐

也是全自助的，只要点击提示短信

中的网页链接进行确认，即可开柜

取餐。消费者在未到店的情况下可

以提前预点，即“人在路上，菜已下

锅”。

穿戴传感器检测孩童心

理状况

美国佛蒙特大学(University of

Vermont)研究显示，科学家利用穿

戴式传感器检测儿童与青少年心理

状态，并收集佩戴者的活动数据，可

分析活动情况来辨别心理焦虑和忧

郁程度。

团队使用机器学习算法来分析

他们的活动，以区分有无焦虑或忧

郁问题。

该算法可在 20秒的时间内进

行分析，了解哪些孩童焦虑和忧郁

状态，识别准确率高达81%，对儿童

心理失调状况的识别度要比传统设

备更快速。将来会不断改进算法并

开发其他测试来分析语音数据，使

这套系统能够判别焦虑和忧郁之间

的差异。

乘车码进入广州地铁线

近日，广州地铁全线网所有闸

机都能支持广州地铁乘车码刷码过

闸。截至目前，基于微信小程序开

发的乘车码，已覆盖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厦门、宁波、济南、大理等

逾 100个城市，支持 BRT、公交、地

铁、索道、轮渡等智慧交通移动支付

场景，腾讯乘车码开通用户已超过

6000万。

支付宝将牵头制定生物

识别国际标准

日前，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于

挪威约维克召开会议，由支付宝牵

头制定国际标准的提议获得包括美

英日韩在内的23国代表投票支持。

这一编号为 ISO/IEC27553《移动设

备生物特征识别身份认证安全要

求》的标准，将是基于生物识别的身

份认证领域首个 ISO国际标准。

29



2019年2月 第1期 总第76期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

小卖柜技术再升级

小卖柜推出两款新品——极目

系列动态视觉智能货柜和Mini系列

智能货柜，并分享了小卖柜整套无

人零售解决方案。本次发布的两款

产品均为智能低温柜。极目系列动

态视觉智能货柜基于英特尔最新

OpenVINO软件，可进行二维、三维

视觉识别，并组合了重力感应技术，

可容纳240个商品，自动结算的准确

率达到 99%，货柜上配置了 21.5寸

的 LED大屏，用户拿取商品或放回

商品都可实时在大屏上显示。 Mini

系列智能货柜采用的是 RFID识别

技术，属于冷藏柜，可支持 120个

SKU进行无序的展示，准确率达到

99.99%。

思创医惠液体标签面世

思创医惠发布了首款液体标签

——CE33169。该款液体标签可直

接粘贴于液体非金属包装瓶表面，

突破了 RFID技术在液体商品中的

使用限制。RFID标签粘贴于商品表

面，且尺寸与常规条码相近，对其排

面陈列的影响小，不需要在陈列中

预留标签位置，提高空间利用率。

奔驰 GLC300加装舒适

进入系统

汽车无钥匙进入系统，简称

PKE(PASSIVE KEYLESS ENTER)，

该产品采用了 RFID无线射频技术

和最先进的车辆身份编码识别系

统，率先应用小型化、小功率射频天

线的开发方案，并融合了遥控系统

和无钥匙系统，沿用了传统的整车

电路保护，实现了双重防盗保护。

新品HT-A8950-B面世

航天华拓推出了HT-A8950-

B型线极化天线，主要功能是进行射

频信号的收发，配合固定式读写器

进行 RFID标签的识读。该天线体

积小、剖面低、重量轻、增益为

12dBi。为室内外使用的工业级产

品，采用ABS工程塑料外壳，具有抗

干扰，防水防尘等能力。

医院使用GPS技术

医疗技术公司DeRoyal日前发

布 了 依 靠 采 用 Continuum UHF

RFID平台的医院解决方案，用于跟

踪负压伤口治疗 (NPWT)的泵。该

系统在柜子内使用RFID技术，并在

泵上内置了标签及GPS技术，蜂窝

网络以识别实时位置。该方案不仅

可用于医院，还能在患者家中使用。

超高频抗金属标签

近日，工业等级超高频抗金属

标签P0505成功研发。P0505抗金

属标签可应用于工业制造、资产设

备管理等场合。

P0505 抗金属标签支持 EPC

Class1 Gen2/ ISO18000-6C协议，

标签芯片采用了Alien higg3。在标

签的读写距离方面，当标签贴附于

金属表面时，读写距离为 0.8米；而

当标签嵌入直径 6MM、深度 4MM

的金属凹槽内时，P0505的读写距

离为0.4米。

FEIG推混合解决方案

欧洲航空公司正在试用同款基

于二维码及 RFID技术的行李处理

技术，该技术已被达美航空部署在

企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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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地的登机手续柜台。

FEIG Electronic 的混合式 EC⁃

CO + RFID /条码扫描器为航空公

司提供了一种利用现有行李标签打

印机的方法，将无源UHF RFID标签

ID号与条码相关联，实现行李自动

跟踪并遵守 IATA的 753号决议。

带RFID功能的疏水阀性

能测试设备研发

Armstrong International 日前

推出 SAGE UMT，这是一种无线手

持式蒸汽疏水阀测试解决方案，可

对蒸汽疏水阀性能进行准确、可靠

的测试。SAGE UMT使用 RFID技

术快速定位和识别蒸汽疏水阀。

SAGE UMT可与Armstrong的

SAGE智能热效用系统管理平台集

成，通过蓝牙无线同步到SAGE Mo⁃

bile应用程序，提供实时诊断，取消

蒸汽疏水阀数据手动录入的需求。

柔性RFID标签研发

日前，亚洲的几家包装公司开

始测试一种低成本NFC标签定制型

解决方案，可让RFID标签的拾取及

附着更加容易。标签制造服务提供

商S&S已经引进并测试了倒装芯片

机，以适应 PragmatIC 的 FlexIC 芯

片，这将加快生产速度和降低芯片

成本。FlexIC轻薄且可折叠，同时可

以附着在纸上或塑料嵌体上。

欧洲柔性电子创新项目

面世

UWINLOC计划开发一种用于

位置跟踪的小型及环保版本技术。

该公司将与 Eurecat以及大学研究

人员合作开发新的细分市场的产

品。同时，UWINLOC还将开发一款

更小版本的超宽带(UWB)和超高频

(UHF)RFID柔性标签，带有印刷标

签。标签的小尺寸和柔性特性使之

可以附着在小物品上，例如工业、医

疗、物流或零售环境中带有弯曲表

面的工具或物体。

华为发布 5G多模终端

芯片

近日，Balong 5000多模终端

芯片发布。这是全球首个支持V2X

的 5G多模芯片，可用于车联网、自

动驾驶。 Balong系列芯片体积小、

集成度高，能够同时实现 2G、3G、

4G和 5G多种网络模式，具备能耗

更低、延迟更短等特性，增加了 5G

商用价值体验，NSA（非独立组网）

和SA（独立组网）的双兼容架构，可

以灵活应对 5G产业发展不同阶段

下用户和运营商对硬件设备的通信

能力要求。

迪卡侬使用RFID读取机

器人

迪卡侬在美国开设旗舰店选择

了 Simbe Robotics的机器人系统。

最初，Simbe的 Tally机器人使用计

算机视觉管理门店活动。迪卡侬已

经在制造场所中标记了RFID标签，

因此该公司选用了带有 RFID功能

的机器人进行库存自动盘点，省去

了员工手持 RFID读取器读取标签

的工作。

Multinova塑料工厂使用

RFID技术

Multinova泡沫塑料工厂日前

启用RFID解决方案来跟踪其产品，

该方案由巴西Caxias do Sul的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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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提供。Multinova通过使用RFID

入口式读取器进行订单拣货及识

别，改善了准确性及效率。

随着RFID系统的使用，员工无

需手工读取标签进行盘点。只需将

泡沫塑料卷通过入口式读取器，便

可完成盘点及识别工作。生产完成

后，每个产品都经过RFID入口式读

取器转移到库存区域。

麻醉注射器集成RFID标

签

Central Admixture Pharmacy

Services(CAPS)宣布将在其预填充

麻醉注射器中嵌入 Kit Check序列

化 RFID标签。这些嵌入标签的注

射器通过 Kit Check软件进行自动

识别，目前该软件已在全美400多家

医院使用。

该技术旨在帮助医院药房改善

患者治疗效果和提高运营效率。确

保正确的注射器自动存放在麻醉工

具包中，每个 RFID 标签都在 Kit

Check读取器中进行注册，库存将通

过云软件进行管理。CAPS的预装

麻醉注射器旨在防止手术室中发生

常见的配比错误及标签错误，同时

保证长时间的无菌及效力。

RFID跟踪牛仔裤盘点

巴西Rafik Jeans采用RFID技

术监控其位于总部及 São Paulo、

Minas Gerais 、Colatina 等地工厂

的牛仔裤。通过RFID，该公司可敏

捷、准确地进行盘点和订单分类，同

时提高了50%的效率。Rafik Jeans

部署的解决方案使用了一个通道式

RFID读取器以监控公司的物流移

动。

该通道式读取器内置 Acura

Edge-50读取器和 4个天线，用于

管理产品，验证产品是否属于特定

订单。该公司使用了 iTag的95-50

标签，内置 EM Microelectronic 的

EM4124芯片。

Robolab开发机器人调

酒师

爱沙尼亚服务机器人创业公司

Robolab开发出一款名为Yanu的人

工智能机器人调酒师。到目前为

止，Robolab公司已经与欧洲五个机

场和两家饮料公司建立了合作关

系，而且这两家公司的鸡尾酒将成

为该机器人的首批使用者。

Yanu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可让

调酒过程更加高效和精确。该机器

人调酒师可接受订单，处理付款，自

动调酒。Yanu还使用聊天机器人技

术，可与客户进行沟通，记住他们的

饮料偏好并提供当地游玩指导。Ya⁃

nu将用在全球的机场、餐厅、酒店和

娱乐场所以及游轮上。

UHF RFID读取器可读

取运动中的洗衣标签

识别解决方案公司 Datamars

为其洗衣管理解决方案发布了两款

新的RFID读取器，旨在更快地读取

亚麻或工作服标签，并为大规模的

洗衣业务提供更高的数据准确性。

在洗衣完成需要进行分类并运送给

客户时，这两款读取器在清洁纺织

品管理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

随着洗衣行业采用UHF RFID

标签，Datamars将扩展其解决方案，

为酒店、医院和度假村跟踪床单和

桌布等亚麻制品的洗衣管理解决方

案。 Datamars 其中一款产品是

UHF RFID读取系统，它可以在洗涤

后读取亚麻布和制服上的标签，以

确保物品的分类、运输和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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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鸿，ICON智能科技公司创始人。拥有

4项美国发明专利，开发了美国首款语音交互可

视化智慧家庭终端，通过语音，可视化界面和传

感器等多途径实现物与人的交互，提供家居智

控，家政/健康/社区服务等。

还兼任中国留学人员创业协会副会长。曾

任中国科协创业大赛硅谷赛区组委会副主席兼

评委，江苏省侨界专业人士理事会首届理事等。

ICON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人高清鸿

ICON：智能家庭的新生力
本刊记者 郑昱

特别报道S PECIAL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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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到硅谷，一直在科技公司任职。先是在硅

谷半导体设备公司Lam Research做研发工程师，参与开

发了当时最先进的芯片蚀刻机，并成为公司的旗舰产品，

获得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位置。2005年以后，先后在

富士康子公司的美国分公司任职销售部经理，又在Elec⁃

troglas半导体设备公司任职生产制造部总监，由此积累

了研发、销售和生产制造管理等多部门的经验。”ICON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ICON）创办人高清鸿向记者

讲述之前的职场经历，无论过往的拼杀，还是取得的佳绩

对高清鸿而言，都是创办 ICON的铺垫，ICON不仅是他

对物联网在智慧家庭、智能建筑及智慧城市领域广阔应

用前景的预期，更是他业务发展的水到渠成。

记者：依据您的职场背景，从您的角度出发，认为目

前美国物联网技术呈现怎样的特点？

高清鸿：在美国，物联网行业 2011年开始，从无到

有，到2014年硅谷Nest公司被谷歌以32亿美元收购后，

物联网经历了2014-2016年的热炒期，很多新公司成立

或很多公司创办新部门介入物联网业务，物联网产业受

到热钱追捧。但是就像任何其他新兴行业一样，经历一

段热炒期后必然进入一个冷却过程，主要原因就是这些

公司因追逐热炒效应而匆匆推出新产品，但技术和产品

并不完善，用户在购买安装后具体的应用体验并不完美，

比如连接不稳定，不同品牌产品互联互通性差，设置复

杂，操控界面繁琐，还存在用户隐私及安全隐患等问题。

所以热度一过很多已安装的产品就弃而不用了，2016-

2017正是处于这样由热转冷的阶段。

2018年以后，物联网行业又有新变化，即智能音箱

的兴起。这给物联网人机交互提供了全新的方式。亚马

逊公司的智能音箱Echo及带屏的Echo Show获得极大

成功；谷歌也推出了类似智能音箱及智能屏的产品并受

到用户的好评。这种利用AI语音技术的产品，在用户使

用的便利性方面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在人机交互层面

给人以焕然一新的感觉，通过软件自动更新的方法不断

特别报道S PECIAL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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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ID

增加新的功能，时常给新老用户惊喜，提高用户体验。重

要的是，这些都不需要用户做任何操作来更新，一切都是

通过云后台在用户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自动完成的，这种

自动更新是在电脑时代及智能手机时代都没有能够实现

的。随着5G正式商用化以及针对物联网应用的芯片的

推出，物联网行业将会迎来新的增长动力，会有更多的公

司投入其中，掀起新浪潮。

记者：您认为技术创新与落地应用两者之间的关系

是怎样的？实现共享、交互、协作的关键是什么？技术、

数据与场景融合的挑战在哪里？

高清鸿：很多时候我们把落地应用连起来，但应用

和落地可以是不同的概念。

少数大型科技公司是可以把技术创新和落地分开

的。谷歌公司容许员工有20%的工作时间做与本职工作

不直接相关的项目，公司不规定这些项目的范围以及是

否能落地实施。对于大部分大中型公司和初创公司来

说，技术创新和落地应用是必须相结合的，否则公司的经

营目标将难以为继。作为硅谷的初创科技公司，ICON希

望跟国内公司合作把项目落地。

前面我提到，物联网由热炒进入冷却阶段，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就是在应对技术、数据与场景融合方面遇到

了挑战：一是物与物的连接和数据交互；二是物与人的连

接和交互，而这两方面也是共享、交互、协作的技术基础。

物联网是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

任何追求快的创业公司，都希望尽快推出产品，尽

快占得市场先机。这个策略在软件行业是有用武之地

的，在物联网行业，采取过快速度推出产品并不能保证企

业的常青发展。我认为，物联网公司应稳扎稳打，等待产

业成熟，等待周边配套产品成熟，提高了其他产品与服务

的协作性后再推出，不可急于求成。ICON产品就是在该

领域做了新的尝试，把物和人的交互通过语音、传感器、

可视化屏幕等多途径来实现，改变了以前物联网产品只

靠触摸屏或手机来手动控制的状态。

记者：中国市场是否是 ICON主要的拓展方向？如

果是，ICON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取得哪些成果？未来

还会有哪些部署？

高清鸿：中国在应用方面无疑具有着巨大市场潜

力。目前，ICON已与国内知名企业如浙江三花智能控制

股份有限公司、灵智自控股份有限公司等合作伙伴有所

交流，探索语音交互的可视化智能家庭屏在家庭智控领

域的应用模式，为家庭智控、社区及市政服务找到切入

口。值得一提的是，ICON项目获得了由中国科协主办的

国家级“中国（杭州）海外人才创新创业大赛”的优胜奖，

我们获特邀参加了2018年中国科协年会，并有幸成功获

批入驻杭州的中国人工智能小镇，成为中国人工智能领

域最前沿的一份子，ICON期待和更多的国内公司交流，

分享硅谷的技术趋势，找到在中国合作落地的结合点。

我们也欢迎中国公司到硅谷来参观交流，无论是物

联网领域的同行，还是建筑物业管理或空调控制等产业

链上游的公司，或是智慧城市、市政服务及安全规划等公

共机构，我们都愿意交流合作，探讨如何提高用户体验，

促进产业发展。

物和人交互性一直是

物联网的重点和难点，同时

也存在机遇。随着人工智

能语音交互技术的日渐成

熟，为物和人交互提供了新

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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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泉，Semtech 公司市场战略总监，负责

LoRa技术在中国的业务拓展及应用垂直市场推

广。曾任上海市、深圳市物联网协会特聘专家。

长期从事物联网芯片的开发研究和应用市场工

作。在香港科大留校工作期间承接了多个香港

政府关于超高频RFID芯片的重大项目。之后加

入国民技术公司，主要从事物联网应用芯片及

2.4GHz 移动支付的技术开发，期间主持国家

“863”重大专项RFID芯片项目并验收通过。

升特半导体（深圳）有限公司市场战略总监甘泉

Semtech：
打造LoRa技术的“超级联盟”
本刊记者 郑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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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 年 5 月 19 日，国务

院正式印发了《中国制造 2025》
战略规划力促制造业转型升级，

也为物联网的发展带来了巨大

的机遇。智能化、绿色化、高端

化和服务化成为我国制造业发

展的新动能，其中任何一个方面

都离不开物联网的支持，而具有

低功耗、易组网、成本低、传输距

离远等特点的LoRa技术可以扮

演重要的角色。

物联网浪潮一波接着一波袭来。在升特半导

体（深圳）有限公司（Semtech）市场战略总监甘泉

看来，物联网技术的应用还将继续风卷云涌，特别

在工业物联网及工业自动化领域中，LoRa技术可

与传统的、基于有线方式部署的数据采集和控制传

感方式相互补充，为建设智能工厂提供完整的解决

方案。LoRa技术不仅能与温度、湿度、烟感、流量、

运动和其他传感器相结合来监测工厂环境、生产线

和重点设备的情况，还可以与条码、RFID等识别技

术结合在生产线上实时监控中转箱和半成品的流

转位置。同时可以在整个厂区甚至工业园区内监

控环境和制成品的库存，并对厂区的各种仪器仪表

和气体液体监测进行无线化改造，所有这些无线网

络只需要建设少量基站就能在很大的空间和运动

的过程中采集大量传感器/终端上的数据，也可以

利用LoRa网络进行双向信息传输而实现控制。

“在阿里云 IoT构建的云边端一体化物联网体

系工业自动化的实际应用中，基于LoRa的物联网

系统目前已率先在重庆瑞方渝美压铸有限公司等

制造企业中部署并获得收益，端方渝美通过无线网

络和云计算帮助生产线实现智能化，让产品品质提升了

5%，效率提升了20%，人员效能提升了15%。

印度的初创公司EasyReach针对智能工业应用开

发了基于LoRa技术的传感器，可实时读取和无线传送电

流、温度和GPS位置等数据，并与LoRaWAN协议兼容进

行广域传输，可对各种表计/阀门、混凝土搅拌车、叉车、

柴油罐车、农机设备和卡车进行监控，已经进行的600多

次部署证明了LoRa可以支撑更有效的工业管理，可为客

户节省资金和创造延伸服务等新的收入来源。”甘泉强

调，LoRa技术的应用已经拉开帷幕。

“在制造业高端化和服务化方面，LoRa可以作为制

成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LoRa技术集通

信与定位功能于一身，可以在物流运输业和工业品运输

过程中对产品和环境进行全程的监控，同时在多种应用

场景中为制造厂商和用户提供增值服务，实现成本降低

和收入增加。”甘泉接着说。“而在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领

域，LoRa技术可以在智能工厂、绿色工厂和智慧物流园

区等建设过程中通过与传感器、仪器仪表结合，帮助制造

执行系统（MES）、企业资源管理软件（ERP）、供应链管理

软件（SCM）等业务管理软件或者基于云的智能制造系统

便捷地收集数据，并成为支持分散式控制系统（DCS）、可

编程逻辑控制器（PLC）和高性能高可靠嵌入式控制系统

等应用的辅助支撑手段。”

记者：Semtech作为LoRa技术的发明公司，具有独

立的产权优势，在发展工业自动化方面，做了哪些具体工

作？取得了哪些成果？

甘泉：Semtech的 LoRa技术是一种已被广泛采用

的远距离、低功耗物联网解决方案，其优势在于远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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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部署、简单灵活。它还可根据客户的需求来制定创新

的物联网连接解决方案。该技术支持电信运营商、物联

网应用开发商和系统集成商在全球部署低成本且互通的

物联网网络、网关、传感器、模组产品和物联网服务，并提

供所需的功能组合。正是凭借这些性能优势，LoRa技术

才被定义为物联网的DNA（Device设备、Network网络、

Application应用）。

对于Semtech来讲，作为 LoRa技术的发明和持续

开发企业，除了不断地为各种应用场景优化和升级LoRa

技术，使LoRa成为物联网的DNA之外，另一个核心的工

作就是推动LoRa技术生态系统的形成，并在包括工业自

动化在内的各种应用场景中，携手业内领先的伙伴发展

和完善新的应用生态。

目前，基于LoRa技术的各种创新解决方案被广泛应

用于 300多个垂直市场，累计超过 600多个成功应用案

例，分别应用于智慧城市、智能家居与楼宇、智慧农业、智

能表计以及智能供应链和物流等板块，覆盖了工业自动

化与工业物联网等领域。为了在全球建立更好的技术生

态，Semtech与从物联网模块厂商到电信运营商的各类

企业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全球已部署了超过5000万个

LoRa终端节点；在过去一年，基于 LoRaWAN规范的物

联网网络已经在超过90个国家和地区实现部署。

Semtech发布了“设计合作伙伴计划”，已有七家设

计服务公司参与了合作，这些公司在产品开发、系统架构

和新产品导入（NPI）服务等方面都具备丰富的经验。该

计划的推出，降低了包括工业自动化和工业物联网等领

域内应用企业的技术门槛，客户通过计划，直接选定解决

方案公司，签订合同，获得专业的技术支持。

在国内，Semtech与合作伙伴们协同建立并完善了

LoRa生态，Semtech与中兴克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兴克拉）、中国联通、阿里巴巴、铁塔集团和腾讯等建

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可以为包括工业自动化在内的各种

物联网应用提供全方位的LoRa网络和服务支持。作为

运营级 LoRa网络使用者，中兴克拉在Semtech的支持

下通过开发全面开放的CLAA技术规范、开放的通用传

感装置平台GSP/SSP，以及中兴克拉系列化工业级网关

和4大云平台，并联合CLAA物联网生态圈1100多家合

作伙伴，加速包括工业应用在内的物联网应用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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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任何一种技术良性发展，都离不开与相关企业

的合作，请具体谈谈Semtech与合作伙伴的联盟部署？

甘泉：Semtech高度重视与企业合作伙伴和相关产

业组织之间的合作。不仅为应用企业提供了更好的整体

解决方案，而且还通过发起成立 LoRa联盟（LoRa Alli⁃

ance）这一物联网标准组织，在全球范围内解决LoRa网

络的互联互通问题，从而实现用户以最便捷的模式享受

电信运营商级的物联网服务。

LoRa联盟是一个开放的非营利性协会，自2015年3

月成立以来已发展到500多名成员，成为技术领域最大、

发展最快的联盟之一。Semtech是LoRa联盟的创始成

员和董事会成员，与其成员一道促进 LoRaWAN协议成

为安全的、运营商级的、物联网LPWAN连接的全球领先

的开放标准。

2018年以来，LoRaWAN协议在全球快速部署，设

备认证显著增长。据LoRa联盟统计，与2017年同期相

比，经过认证的、符合LoRaWAN协议的产品数量增加了

50%以上，全球 LoRaWAN网络的数量已接近 100个。

LoRa技术的灵活性能够满足广泛的静态和移动物联网

应用，再加上可以保证互操作性的认证程序，LoRaWAN

已经被全球主要移动网络运营商部署，到今年年底部署

LoRaWAN网络将覆盖超过80个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LoRaWAN协议和LoRa技术在中国也已实

现了长足的发展，阿里巴巴、腾讯及其他企业先后加入了

LoRa联盟，并在联盟中担任理事单位等要职。阿里云

IoT联合ASR（翱捷科技）共同发布了超小尺寸、采用超低

功耗 SX1262集成的单芯片 SoC-ASR6501。同时获得

了Semtech公司LoRa芯片半导体知识产权（IP）授权，国

产LoRa芯片已经面世，为国内工业自动化领域带来更多

便利。

记者：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的物联网世界充满各种变

数，对Semtech来说，如何更好地通过LoRa技术带来更

多落地层面的应用，实现业务的优化？

甘泉：的确，今天的物联网世界里由于应用场景千差

万别，需要配合的技术包括传感器和云服务等也丰富多

样，因此要支持更多的物联网应用落地，低功耗广域网

（LPWAN）技术就需要更加简捷易用、更低的功耗、更长

的覆盖距离及更高的性价比，而这些正是LoRa技术从面

市到今天一直追求和领先同侪的特性。例如，在水务管

理中，通过管道设备中的水流和水压传感器，可以探测到

异常情况或故障并及时发送警报，它可带来多达22%的

平均节水，用户可在一年半内收回投资；在垃圾管理中，

传感器可以测量垃圾箱的填充量，当垃圾箱装满时发出

预警，从而可以减少60%的电话服务，减少80%的超负荷

垃圾箱，并可优化清理垃圾箱的行车路线。而在传统的

公共事业表计领域，采用LoRa技术不仅能够减少网关的

使用，而且可以降低能源消耗多达20%至30%。

特别值得一提的应用案例是菜鸟物流园区的物联网

智能化。面积达 20万平方米菜鸟物流园区物联网项目

具有很高难度和很多挑战，在巨大的范围内还存在许多

种障碍，其中有大量的堆高物会防止无线信号的传播；同

时由于有大量的传感器、控制器、货物堆高检测仪等感知

控制设备，带来了连接设备种类多、数量大的挑战。最

终，借助 LoRa低功耗广域物联网的相关技术，仅使用 4

个 LoRa微基站，就将一个 20万平方米的园区进行了智

慧化的改造和升级。

当然，LoRa的这类成功案例在全球还有很多。总部

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Apana公司开发了一种采用 LoRa

技术的智能水表解决方案，旨在监测应用公司的用水量

并减少浪费。自2012年开始，Apana已帮助其客户大幅

减少用水量并降低成本。美国科思科连锁企业（Costco）

在它的几个仓储商店中引入了Apana的用水解决方案，

并测量到每栋建筑物每月可减少20%的用水浪费和节省

22%的水费。此后，Costco在包括北美所有仓储商店在

内的500个物业中推出了Apana解决方案。这类成功经

验在LoRa生态系统中还有很多，其中很多成功的物联网

应用都可以推广到工业场景之中。Aut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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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AIoT（AI 人工智能+物

联网 IoT）时代的到来，云计算、大

数据和5G的应用，将加速推进智

能制造的发展和升级改造。智

慧工厂和智能产线对设备的连

通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

安全连通、数据可视化和基于数

据分析的智慧管理，将成为AIoT
时代产品必须的基本功能。

SATO中国区副总经理玄庚庸

SATO：中国业务常青的商业逻辑
本刊记者 郑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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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与销售数字，SATO中国区副总经理玄庚庸更

看重公司在团队建设、商业模式、企业理念贯彻以及销售

服务网络建设等方面的表现。他强调说，“SATO2002年

进入中国，算起来也是二八年华，正式进入发展期。过去

的2018年更是风云际会、波涛汹涌，SATO在中国能够稳

健成长，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不仅得益于中国

市场的快速发展，更得益于SATO用户及合作伙伴的信

赖与支持。”

“不断拓展市场份额不是SATO的愿景，SATO倡导

‘不懈创造’的精神，通过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与客户建立

情感联系，为客户（以及客户的客户）创造价值，不断创造

出超越期望的新商业模式。”

记者：您认为属于SATO的满意答卷具体表现在哪

些方面？

玄庚庸：想要在发展中不断取得佳绩，必须把团队建

设、企业理念、销售服务网络建设和商业模式综合起来，

统一布局，才能实现公司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坚持通过主营业务贡献社会的经营理念，是公司坚

持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根本。

过去16年公司稳健成长，从最初不足5名的售后服

务据点开始，发展到现在拥有100多名员工，其中30%为

8年以上工龄的中青年人才，并在主要经济省市设立了8

个分支机构和工厂。专业人才的培养和输出，不仅是强

有力的执行力的保证，更是公司业务发展的原动力。

SATO目前在中国拥有9个据点、耗材及打印机组装

工厂，分别为北京、天津、大连、青岛、上海、无锡、深圳、广

州、江门事务所，同时拥有遍布全国授权代理店、众多的

经销商和系统集成合作伙伴。通过9直营据点+1工厂+

X经销商和合作伙伴渠道，建立起了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

和售后服务体系，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心的销售方案和售

后服务。通过条码、二维码和RFID等自动识别技术，集

成SATO打印机、自动贴标机、软件、标签耗材，为客户标

识物品，采集现场信息，将“物”与“人”的动向信息数据

化，助力客户实现“正确、省力、节能、环保、安心”的综合

效益提升。

记者：基于这些成绩的取得，您认为是什么样的SA⁃

TO基因推动着整个公司的前进？

玄庚庸：说到SATO的基因，不得不提SATO独特的

联结员工和经营层的沟通制度和企业文化-OIP系统。

SATO拥有独特的企业文化，推崇全员参与型的企业经

营。其创始人佐藤阳认为，“仅靠经营层，无法做到企业

的永续发展，我们要集结全体员工的力量，努力打造能为

全世界社会贡献力量的可持续发展企业。”

OIP（Original Ideas Innovations Proposals）是佐藤

阳于1976年提倡推行的“三行提报”模式：SATO全体员

工每天将自己获取的公司内外、客户现场情报或自己的

想法意见，整理成三行127文字以内的简报，作为“有利

于公司发展的想法、提议和对策”的提报，输入集团OIP

系统。

SATO经营层通过OIP系统获得现场第一线员工的

提报和信息，会尽可能地回复批示或采取必要性的措施

应对。同时集团内不论职务和工龄，所有员工都可通过

OIP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为实现开放包容、自由阔达

的企业文化创建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记者：与SATO其他市场相比，SATO中国 2018年

最突出的业绩是什么？在零售、工业物联网、食品安全等

领域，SATO中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SATO中国的“软

实力”和“本土化”如何有机结合的？

玄庚庸：2018年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第三年，

在国家政府、社会资本的支持下，以汽车零部件、新能源、

电子制造为主的制造业投资和发展涨幅明显。同时，

2018年也是人口红利减少，劳动成本上升与企业利润下

滑，企业经营困难凸显的一年。在激烈的竞争中，加强内

功，寻求精益管理、提升效益是优秀企业必须努力要做的

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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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动化替代人海战术，引进自动化贴标取代手工

贴标，被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工厂所接受。SATO推出一体

式自动打印贴标机LR4NX-FA，集成现有产线，实时打印

可变信息，同时还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设置，通过吹帖或压

贴的方式，精确、高速、大批量地将标签贴贴到产品表

面。通过与机器人协作，实现更灵活的曲面贴标、微型标

签贴标、装药再贴标等等满足多样现场应用的贴标动作，

助力客户实现贴标自动化。

2018年RFID的应用更加普及，其中尤以服装零售

的应用更深广，从缝纫制作车间到物流中心，再到RFID

零售门店，RFID技术应用于整个供应链。值得一提的是，

SATO桌面型CT4-ex-RF打印机经过重重测试最终被优

衣库公司采用，用于其中国门店的RFID吊牌打印和补

标，不仅提高了编码打印的准确率，更是小批量、UHF标

签打印的首选。

另外，食品安全一直是全球各国关注的焦点。FDA

最新发布的食品安全管理法则对

食品的标识，特别是食品有效期限

标识做了更细化严格的要求。无

论是外卖食肆的食物，还是中央厨

房、后厨的加工食材和配料，或是

供应链最初端的畜牧肉和蔬菜、生

鲜食材，都必须清晰标识名称、时

间、成分、来源及其它要求因素，便

于可追溯管理，确保食品安全。

美国、日本和中国迪斯尼、

UCC和BLUEFROG等国际餐饮品

牌公司，都是让消费者放心的食品

安全管理严格执行者。他们所采

用的SATO食品专用打印机TH2和

FX3-LX打印机，内置的时钟能精

确无误地为用户自动计算出有效

期限，可即打即贴，保证生产日期

真实准确，杜绝有效期限错误或造

假，新一代 IoT智能打印机FX3-LX

更配备了 7英寸触控屏，以及 SA⁃

TO专利的打印滚轴 PURETECH，

可支持最宽80㎜无底纸标签打印，

环保低成本的无底纸标签，没有底

纸浪费，还可减少标签更换频率和

运输存储成本。另外，数据传输方

式可通过 PC、云端和USB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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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数据库和应用程序，让操作更人性化，完美应对新零

售应用的业务需求。

记者：未来，从实际的应用场景出发，SATO中国会

有哪些积极的举措，去打造自动识别领域的融合生态链？

玄庚庸：SATO早在2014年就开始布局属于SATO

的融合生态链。SATO编织的融合生态链是立体、网络、

多元的体系。“任意设备在任意环境下”都能为用户提供

解决方案。SOS系统是SATO基于 IoT物联网技术的在

线服务系统，如同虚拟工程师一般，为全球范围内的客户

提供 24X7全天候在线技术服务。用户通过SOS系统，

随时远程监控任一地点、任一生产线上的联网打印机。

例如，打印头损坏、主板或感应器出现障碍等，SOS系统

能够在第一时间检测出问题，通过云服务器主动通知我

们及时处理相关问题，保证故障在第一时间内得以解决，

保证客户现场的稳定性。

生态链的建立，还需要满足客户的更多需求。以

SATO的 CL4NX、PW208NX、FX3-LX等智能打印机为

例，嵌入 SATO AEP(Application-Enabled-Printing）独

立打印技术，犹如启动“大脑”运转，独立打印。用户还可

以通过键盘输入或者扫描条码来查询数据库，可按照多

变的行业打印要求定制打印程序，优化打印流程。

从技术层面讲，一种互为加速、相互交融的状态是

SATO一直所坚持的。SATO基于“让现场零停机，提升

客户现场生产效率”的理念，推出SAS（SATO APP Stor⁃

age）智慧应用平台，开拓性地应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

术，帮助客户实现“品牌数据的统一集中管理，打印设计

的简单高效应用”的飞跃性进步，引领现场标签打印应用

进入智能化时代。

SAS智慧应用平台自2018年3月推出，目前已在日

本和欧美市场推广并获得了实质性的客户应用积累，计

划于2019年秋季在中国市场开始部署和推广，以期能为

更多的中国本地客户带来变革性的打印应用，助力中国

市场客户提高生产效率。Aut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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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的仓库和工厂
运营需要工业物联网
吴坚/文

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Jeff Immelt说：

“工业企业已置身于信息业中，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制造

企业如何充分利用这些信息，并利用数据来提升运营效

率，成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制造业的CIO们用全新的

视角看待运营管理，将所有工厂和仓库资产-库存、机器、

车辆、工人和最终产品转化为实时分析的数据来源，这意

味着CIO们将进一步开拓视野，从供应链扩展到客户和

下游厂商，一旦这些环境中的资产启用工业物联网(IIoT)，

它们将提供仓库从简单的存储空间转化为激活业务优势

的能力。

IIoT背后的驱动哲学是智能机器，比人类更精确，能

一致地捕获和传送数据。这些数据可以使公司更快地解

决低效和各种问题，节省时间和金钱，并支持商业智能。

特别是在制造业，IIoT在质量控制、管理产品品种、供应

链可追溯性和整体供应链效率等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

由此进一步深化，使人机界面（HMI）能够实现人与机器

和谐地工作。

利用 IIoT工作

将物联网引入仓库和工厂意味着部署连接设备技

术，如企业智能终端、条码扫描器、射频识别（RFID）读写

器、可穿戴设备、传感器和过道与货架信标。通过使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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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能够在工作和资产中进行

扫描，帮助现场工作人员更有

效率、简化工作流程和识别工

作流程改进的机会。

一项 Zebra的研究发现，

制造企业正在寻求技术解决方

案，同时管理多个仓库和工厂，

以提高准确性和更快的交付。

到2022年，完全互联的工厂和

劳动力的数量预计将翻一番。

这些仓库乃至更大数量的品号

（SKU），是由于消费者追求个

性化和个性化要求水平的提

高，进而推动了对供应链和制

造业的透明性需求。

一旦资产拥有了数字语音

并成为了物联网的一部分，那

么大量的智能信息就已经准备

好并等待被处理从而转化为洞

察力，这可以帮助用户将操作

变得更有效率。然而，对于制

造企业来说，为制造执行系统

（MES）配备智能分析应用来快

速响应这一信息很难，直到现

在，埋藏在供应链中的低效一

直存在。一种实时分析数据的

工具使制造企业能够准确地找

出这些低效之处，为未来的供

应链提供操作的可能性。

更多的数据意味着更多的机会来提高业绩洞察力，

这就是为什么 IIoT很快成为业务的一个关键方面。例

如，配送车辆通常只装载70%的容量，这意味着每辆拖车

的30%空间是空气。扫描拖车来识别空间的分析工具可

以将装车率增加到85%或更多，从而为各个大型物流运

营企业节省数百万美元。

RFID在仓库中的应用

为了装车操作更高效，企业需要高性能的无线网络

实现始终连接。智能传感器，如RFID标签、符合GS1标

IIoT 是物联网技术在制造

业中的应用。全球制造业正处

于变革之中，这将改变仓库和工

厂的运作方式，制造过程的每一

个阶段，包括端到端供应链管

理，很快将被 IIoT连接起来，制

造企业将用技术来处理大量的

关键信息并降低成本。

未来，以 IIoT为基础的智能

工厂将继续成为工业4.0的生命

线。在此背景下，供应链和生产

线之间的实时通信将推动自动

化和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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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条码和定位技术，将使数据收集的自动化和监测商

品的状态和找到物品变得更容易。所有这些都必须由一

个独立的后台系统来支持，这简化了数据分析以支持更

好的决策，并提供了改进的、实时的库存位置可见性。

一个良好的仓库管理系统（WMS）能够跟踪容积效

率、装载率以及装车何时接近完成。当拖车门即将被关

闭时，驾驶员可以提前收到报警，从而实现较低的停留时

间并释放垛口，然后开始新的装车，同时允许垛口管理者

重新分配资产，并允许工人应对最后一分钟的变化和装

载量峰值。

RFID的应用一直是仓库物流的热点。如今，这项技

术已经成熟，并在许多技术企业中应用于闭环解决方

案。RFID智能标签比条码标签存储更多的信息，是一种

有效的防伪手段。这就是昂贵的产品如纺织品或奢侈品

依赖于RFID技术来追踪库存的原因。

实时生产

越来越多的成品生产企业专注于保持较少的零部件

存量和子装配材料，避免存储成本的增长，并更多地依赖

于供应商按需提供组件。工业 4.0带来了向实时生产

（JIT）的转变，供应商在满足生产周期要求的前提下预见

生产商的需求并交付材料。诸如看板或电子看板等方法

将供应链与生产需求联系起

来，并利用技术有效地执行。

为了满足需要，JIT发货

通知客户，企业应该部署最

好的制造执行系统来跟踪和

记录从原材料转化为成品的

过程。跟踪和追溯生产确保

消耗和瓶颈是可见的，结合

仓库管理系统使得按需供应

链变得更加直观和动态。

未来，以 IIoT为基础的

智能工厂将继续成为工业

4.0的生命线。在此背景下，

供应链和生产线之间的实时

通信将推动自动化和数字

化。能够实现实时共享数据

的人类和机器将成为可能，

以提供更优质的货物、前所

未有的能见度和令人印象深

刻的成本效率。

(撰稿人：斑马技术大中华区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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