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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移动支付的

快速发展，消费者对零售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传统零售企业在迎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

站在了数字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的转型风口。

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零售企业如何抓住契机

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如何通过先进技术解决

当前面临的问题，进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变

得十分重要。

下期选题预告▶▶▶

广告索引

·ADVERTISEMENT INDEX

智慧城市

编码中心

杂志征订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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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证编码

雀巢

联合利华

宝洁

国际物联网展（深圳站）

亚太（青岛）智能装备展

亚洲智慧显示系统产业展

2019亚洲生鲜配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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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9
P11
P12
P13
P14
P15
P16
P17
P18
P19
P20
P21
P22
P23
P24

•物联网事

在当今快速发展的技术世界中，能够快

速了解并响应客户对物联网解决方案的需求，

并在运营、流程和投资回报（ROI）等方面实现

改善，对于解决方案开发人员和系统集成商的

成功都至关重要。

•产业观察

以零担货物运输公司为例，研究采用国

际通用全球位置码（GLN）进行地址信息标识

的实现方式和操作流程，形成解决方案，研究

并列举其他的能实现零担物流地址信息描述

和编码的备选解决方案，提出编码规范的实施

和落地推广措施。

25



2019年6月 第3期 总第78期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

有效进步的

深层逻辑

在玩具的世界里，乐高是绕不开的集大成者。20世纪 90年代，视频

游戏和电子产品兴起一度成为孩子们主要的玩乐内容，传导效应凸显，导

致乐高业绩下滑面临巨大挑战。而如今的乐高第三代 ev3机器人，无论成

人还是孩子仍然是其铁粉。是什样的“镇海神针”力挽逛澜，让乐高重拾自

信，不断创造佳绩。

转变思路，从客户角度出发考虑产品创新。直指问题的核心，从“孩子

们想要什么样的玩具”，变成了“孩子们的需求是什么，以及游戏在儿童生

活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果断调整产品设计思维，实现产品转型，一跃

成为行业领头羊。

当我们身处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当中，在经济、科技、文化三股力

量共同作用的大背景下，企业如何成为一家具备“操作系统级”体量的公

司，是值得探讨并付诸行动的。

“开放融通、互学互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不单是Slogan，也是企业

综合实力的体现，更是将不同层级的小市场统一成一个大市场去运营的能

力。只有实际掌握核心存量——客户，从客户深层需求出发，才能实现产

品的本质创新。

本刊编辑部

卷首语Introductory 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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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建设加快

近日，工信部明确表示要加快

建设 5G、工业互联网等新型智能基

础设施。工信部、国资委印发通知，

要求推动5G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加

快5G网络建设进程，指导各地做好

5G基站站址规划等工作。

目前，中央与地方正在加快数

字经济建设新一轮政策布局，发改

委将加快建立数字经济政策体系，

实施数字经济等重大工程；山东、江

西等地也设定数字经济占比GDP超

3成的增速目标，并将 5G等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传统产业升级等作为

突破口。

粤港澳大湾区加速移动

支付布局

微信、支付宝和银联等支付巨

头正逐步实现在大湾区交通出行、

零售等多场景的覆盖。移动支付的

互联互通，将促进智慧生活圈在粤

港澳大湾区的初步成型。

目前，大湾区跨境支付业务已

展开布局。支付宝将上线港版“支

付宝”AlipayHK跨境线下支付新功

能，率先覆盖大湾区和日本。支付

宝香港钱包用户在大湾区消费时，

可以通过线下扫码的方式进行跨境

支付。首批接受AlipayHK支付的商

家，将覆盖大湾区数十万商铺。

“互联网+医疗”瞄准百姓

就医痛点

国家卫生健康委就“互联网+医

疗健康”发展及便民惠民服务工作

情况举行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

了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情

况。目前全国有 6376家二级以上

公立医院接入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平

台，1273家三级医院初步实现院内

医疗服务信息互通共享，有 28个省

份开展电子健康卡试点，144个地级

市实现了区域内医疗机构就诊“一

卡通”。

邮储银行智慧化转型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将微信银行

各项功能在多媒体屏幕上进行展

现，吸引客户扫描二维码体验微信

银行服务，提升客户体验。目前该

项目已完成初期建设，基础功能已

在无人银行中展现。

通过使用AI语音语意、自助机

器人、人脸识别、VR互动等技术上的

创新，“无人银行创新实验室”在管

理上采用人体生物识别与感应技

术，对进入网点的客户身份进行识

别，系统采用刷脸登录的生物识别

方式，通过判断客户性别、年龄以及

客户标签信息，从而实现客户与设

备的“一对一”差异化交互体验。系

统对网点内外的温度、湿度和光线

进行采集，对客户流量、客户驻点进

行分析，实现网点内的灯光、屏幕亮

度、空调的自我调节，从而达到网点

内环境和设备的自我管理。

人工智能机器人采摘西

红柿

美国一家初创公司最新开发出

一种机器人，可利用人工智能自动

识别果实成熟度，并能熟练、轻巧地

采摘西红柿。美国马萨诸塞州这家

名为Root AI的公司首次开发这款

应用于农业领域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Virgo 1号，其核心特点是应用

人工智能软件实现实时检测果实成

熟度、轻柔触碰摘取、三维导航智能

移动。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Virgo 1号

能识别西红柿的成熟度，确定哪些

果实可以采摘，其识别效率要高于

传统的人工识别。采摘过程中，这

款机器人可自动行驶，前端安装有

传感器和照相机充当“眼睛”，机械

臂上两个像钳子一样的“手指”能用

合适的力度采摘西红柿，不会捏破

西红柿，也不会扯断藤蔓。

“网约护士”来了

手机上下个单，护士即可上门

服务。近日，国家卫健委正式发布

《关于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

工作的通知》及试点方案，确定今年

将在8城市进行试点。

机构或平台应当按照协议要

求，为护士提供手机App定位追踪

业界信息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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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配置护理工作记录仪，使服务

行为全程留痕可追溯，配备一键报

警装置。

人脑连接互联网

美国加州分子制造研究所的一

个新研究项目名为“人脑/云界面系

统”，可以将纳米机器植入人体，实

现与网络的实时连接。

这一研究项目被称为Brainter⁃

net，旨在将脑电波转化为可以通过

互联网进行传播和访问的信号。植

入人类大脑的一批纳米机器人将作

为人类大脑和超级计算机之间的

“联络人”，能够用科幻电影《黑客帝

国》的方式下载信息。

亚马逊监控系统诞生

亚马逊构建了一套完整的AI系

统，可以追踪到每一名亚马逊物流

仓储部门员工的工作效率，精细到

每一名员工的“上班”时间，一旦系

统判定你在“浑水摸鱼”，就会立即

自动生成解雇的指令。

AI监控系统追踪器可以监控员

工从货架上挑选和包装物品的准确

速度，并且严格列出了时间。最初

亚马逊对员工的要求只是每小时包

装 80件商品，现在这个要求提高到

每小时120件。

京东成立健康子集团

京东集团整合旗下的医药零

售、医药批发、互联网医疗、健康城

市四个业务版块，成立京东健康子

集团。新成立子公司将基于以医、

药为核心的现有优势业务体系。武

汉市民只需绑定信息，即可通过支

付宝提前预约挂号，体验候诊、诊间

缴费等一系列服务。

广州试点智慧路灯

广州供电局天河南二路智慧路

灯试点项目是广州市首批试点范围

内首个投产的项目，智慧路灯杆作

为微基站的载体将为未来 5G网络

布局提供最佳途径。

该技术将大功率直流充电桩与

路灯杆整合，与智慧路灯整合在一

起的直流充电桩，具备 60千瓦充电

功率，远高于目前国内智慧路灯中

普遍采用 7千瓦交流充电桩的功率

水平。此外，这些路灯灯杆上还集

成了原视频监控、通信基站、道路指

示牌等元素，市民可以在路灯基座

的触摸屏上查阅路况、连接WiFi，搜

索城市信息。

RFID助力行李分拣

近日，揭阳市潮汕国际机场率

先在国内机场运用 RFID技术上线

转盘式行李辅助分拣系统。

该系统具备行李自动绑定、行

李信息实时显示、行李快速查找和

行李数据统计分析等功能，可以有

效地提高分拣人员的工作效率，降

低分拣人员的工作差错率，并为管

理人员提供预测分析、实时监控分

拣态势的功能。

该套系统还将与即将上线的机

场通网上机场平台实现数据联动，

及时为旅客推送行李实时运输状

态，进一步提升旅客出行感知度。

UHF RFID无人机应用

于车辆跟踪和资产管理

无源 RFID无人机解决方案可

以捕获车辆上UHF RFID标签的 ID

号，在无人机完成飞行后，将这些数

据通过实时连接或Wi-Fi连接传输

到服务器。用户能够通过无人机收

集数千辆汽车在大范围内有关位置

的数据，其准确度约为8英尺。

RFID 公司 FEIG Electronics、

电子产品开发公司 Tiger Labs 和

Congruex 旗下无人机技术公司

CCLD联手开发了这种供汽车市场

使用的RFID解决方案，实现了以相

对较低的成本自动定位和识别大型

码头或存储地段的车辆。

RFID医疗试剂防伪管理

Iris Diagnostics 将一个基于

RFID的认证系统集成到其 iQ200自

动尿液分析系统中。

Iris Diagnostics的 iQ200自动

尿液分析系统通过塑料管将测量到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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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试剂薄片吸入主分析机。在机器

旁边的车厢里放着一堆薄板瓶，当

所有的薄片都从一个瓶子里抽出来

时，技术人员就把它取出来，把管子

装进一个新的瓶子里。

Iris 与 JADAK 合 作 ，将 Sky⁃

etek M2高频RFID读取模块集成到

尿液分析系统中。打印机编码器使

用 Skyetek M2 阅读器用嵌入式

ICODE SLI 应答器对标签进行编

码。JADAK解决方案实现了一种独

特的安全/密钥交换算法，以防止接

口的向后工程。该解决方案还允许

远程字段升级加密密钥和算法，以

防它们受到危害。

无人机读取率超95%
加利福尼亚理工州立大学(Cal

Poly)研究项目发现，使用RFID读写

器的无人机可以 95%至 100%的准

确率读取附着在钢钻或公用管道的

标签。油田通常需要存放成千上万

的管件(用于钻井作业的钢管)，这些

管件存放在油田的不同区域，因此

库存管理是一个非常耗时的工作。

使用RFID技术，RFID读写器在电子

标签标记物品范围内，便可实现读

取。但是在一个大型的存储场地

里，部署固定式读写器并不现实，而

定期使用手持式读取器读取也很耗

时。通过将 RFID电子标签附着在

几十个管帽或管道绝缘体上，附着

超高频读写器的无人机通常能够在

大约 12 英尺的距离读取到无源

UHF RFID标签。

龙舌兰酒NFC体验

美国烈酒品牌首次推出了带有

NFC(近场通讯)标签的产品。NFC

标签可以单独定制，Thinfilm对As⁃

tral标签进行编程，使其能够识别同

一消费者在48小时内第二次点击标

签的时间，这表明他们很可能已经

购买了该产品。Thinfilm基于云计

算的 CNECT平台还允许 Davos收

集消费者数据，比如他们如何使用

瓶子、在哪里敲击、何时敲击等。

餐盘底部镶RFID芯片

北京 CBD商圈的一家智慧餐

厅有就餐预定系统等软件平台，也

有后厨机器人手臂的硬件设备。当

顾客通过电话或网络订餐后，智慧

系统将就餐时间，顾客餐品种类、就

餐人数以及价格进行登记，随后顾

客需要的菜品将会在后厨系统中被

充分体现出来。

智能菜品冷链仓库是一个 0-

4℃的冷藏库，里面有很多“配菜机

械臂”，在接到前台顾客的点餐需求

后，机械臂就会通过餐盘底部的

RFID芯片从菜品仓库中抓取相应的

菜开始配菜，每一个装食材的餐盘

下面都镶嵌了一个RFID芯片，这些

芯片就像是菜品的身份证，帮助机

械臂识别菜品，并能实现菜品的追

踪，过期的菜品会被及时处理。

碟子底部安装了可读写的信息

存储芯片，顾客所需的菜肴品种在

这个芯片中被记录，并且能够让机

器手臂所识别，后者根据识别芯片

内容进行有序配菜与整合。接下来

再由送餐机器人归纳后送到指定的

餐桌，以上一切的操作均有系统进

行设置与协调。

用于自动化销售的RFID

面世

斯道拉恩索推出的名为 New

Retail的产品，使用可持续性 RFID

标签，集成了店内和在线售货，可实

现无线认证和支付。这个系统的核

心是由斯道拉恩索开发的智能柜技

术 (Intelligent Cabinets)，是一种为

使用智能手机进行即时采购而设计

的具有RFID功能的电子售货亭。

售货柜可以通过智能手机进行

解锁，接受任何的支付程序，如微信

和MobilePay等。每件商品都有一

个防篡改的、具有可持续性的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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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拉恩索Eco RFID标签，可以被售货

柜自动检测到。当售货柜的门关闭

时，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APP取走

已买商品。

RFID保护象牙等贵重物

《海关执法查没象牙等野生动

植物制品移交处理工作方案》中明

确了对海关执法查没的象牙等濒危

物种制品实物，采取移交封存和销

毁等处置方式。

各海关设立了专门保管象牙制

品等贵重涉案财物的精品仓库，专

人负责具体保管，推广运用RFID物

联网射频识别技术，将有源标签与

象牙等贵重物品绑定，实行定位跟

踪、远程监控，杜绝毁损、变质、替

换、失窃等情况的发生。

IDAct使用RFID标签

IDAct系统由密歇根大学的一

个团队开发，可以检测标签信号中

的微小波动，指示标记物品是否在

运动中，或者是否被触摸。另外，通

过分析房间电磁场的变化，系统可

以确定该房间内是否有人。在公寓

进行的测试中，系统从各种标记物

品中收集了26小时的数据。事实证

明，在检测特定活动时，它的准确率

超过96％。该技术可以被用于跟踪

任何数量的运动，包括饮用玻璃杯

中的水，从药瓶中拿药物，甚至在老

年人的厨房中定期准备膳食。

RFID助力智慧校车

义务教育学校校车动态监控设

备及平台项目借助北斗/GPS定位技

术、视频处理技术、4G通信技术、

GIS地图服务、RFID射频识别技术

和网络通信技术，建立可靠稳定的

运营信息管理平台，并开发功能完

善的智慧校车微信小程序。

一种更加“聪明”的智慧校车已

在安徽省肥西县多所学校投用。家

长可以通过手机APP及时查看上下

车打卡时的拍照图片，也可调取查

看乘车期间的车内视频监控录像，

智能监管孩子的出行安全。

RFID让生命周期可视化

目前，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

公司正在积极开展 RFID技术在资

产、智能仓储管理等系统的研究和

应用。

整套管理综合了RFID技术、网

络技术、计算机技术、数据库技术和

无线通讯技术。RFID电网资产全寿

命周期管理解决方案将实现对RFID

设备的管理，实现与PMS、SAP等系

统的数据交换和账、卡、物相符数据

的比对、分析，生成各种管理报表；

实现与 RFID手持终端业务数据的

上传与下载，实现对实物标识的日

常动态管理。

RFID技术实现了数据采集的

自动化和无纸化，使得实物信息与

系统信息达到实时同步。通过RFID

技术实现对资产变动信息的及时传

递与反馈，使各阶段业务的资产全

寿命周期管理与现场实物信息紧密

相连。

土耳其收费公路采用

ALPR技术

ALPR 技术为配合现有 ETC

(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不停车

电子收费系统)平台的交付执行，土

耳其的 ETC 平台采用了 ALPR 技

术 。 ALPR 技 术 (Automated Li⁃

cense Plate Reader)即车牌自动识

别系统技术，该技术可同时作用于

车辆的前牌照及后牌照上，以达到

视频采样执法及收费的目的。该技

术可根据不同国家制定的不同等级

对车辆进行分类别收费，根据不同

的车轴数量或不同的车辆轴间距，

对车辆进行不同等级的分类别收

费。现在，ALPR 技术不仅可用于一

般性质的企业系统收费作业，还将

服务于土耳其国土安全系统中的近

10000 条城乡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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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新闻

亚马逊测试自动打包机

亚马逊公司推出能够自动打包

订购商品的机器，从而解放数千名

员工。

这项技术中需扫描从传送带上

下来的货物，并在几秒钟后将它们

装入为每件物品定制的包装盒中。

亚马逊已经考虑在另外几十个仓库

安装两台机器，每台机器至少能够

替代24个员工。

淘宝迈入2.0时代

淘宝举行 2019会员自运营商

家峰会。以群、直播、微淘、专属客

服为核心的淘宝自运营矩阵，已覆

盖超50万商家。其中，数十万商家

通过淘宝群和专属客服为超过一亿

的消费者提供实时和针对性服务，

每天引导成交超亿元，并且还在保

持高速增长。2018年以来新增的直

播商家数量相比之前也增长了近 3

倍，有商家自运营成交占比甚至超

过了50%。

京东助力邮储银行

近日，京东与作为邮储银行互

联网创新实验基地、软件技术中心

的苏州市分行签署合作协议。双方

宣布将在会员权益方面展开合作，

将京东在供应链管理、技术、营销等

方面的优势与邮储银行的权益商城

相融合，通过“邮储食堂”权益商城

共同为邮储银行客户打造更优质的

权益服务。

苏宁成立快消集团

日前，苏宁成立快消集团，将融

合商品规划、供应链管理、双线运

营、市场、服务等统一职能，同时还

将重点负责商品采购、招商运营、促

销策划等基础商品经营。快消集团

将统筹管理线上超市、苏宁小店、苏

鲜生以及红孩子的商品运营管理，

集中采购、招商加速快消品的供应

链融合。

“智慧广场”新景象

在优衣库门店，优衣库小程序

扫码购、小程序随心搭、断码货品到

家服务、微信会员及线上线下联动

运营等特色产品和服务；在杰克琼

斯门店，绫致智慧零售门店专属导

购服务流程、基于小程序开发的导

购微商城和包括人脸识别+智能推

荐、会员优惠券、人脸支付等多项新

科技。万达广场还通过微信支付的

营销能力，将商场内的门店、服务进

行串联。

Alphabet推无人机送货

在获得澳大利亚民用航空安全

局进行批准后，谷歌母公司 Alpha⁃

bet旗下的无人机送货子公司Wing

近日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北部上

空推出了一项基于无人机的商业送

货服务。其最初的运营有大约 100

个家庭，在未来几个月，该公司则计

划进一步扩展用户覆盖范围。

百度发力AI
百度技术体系架构整合 ABC

智能云事业部升级为智能云事业群

组（ACG），同时承载人工智能 toB业

务和云业务；搜索公司及各BG的运

维、基础架构和集团级共享平台整

合至基础技术体系（TG）。而数据中

心作为上述一切业务的基础，是百

度发力AI的根基。

目前，百度在阳泉、顺义、南京

等地区都已部署数据中心。百度阳

泉云计算中心是百度自建的第一个

超大规模数据中心，也是亚洲规模

最大的数据中心。

新型易粘无泡标签材料

琳得科欧洲公司推出了系列易

粘贴标签材料，这种标签材料在家

用电器或电子设备的信息标签方面

特别有效，同时适用于需要高水平

空气排出性能的图像市场的大型标

签。这种标签材料还能抵抗由某些

特定塑料表面释放的气体所引起的

起泡。

这种标签材料采用创新的气体

释放粘合机制，在特殊设计有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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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粘贴表面增加了细小的空气通

道，因此称之为“微谷”。当标签粘

贴到(物体)表面上时，空气通过通道

排出，避免了气泡的形成并由此带

来了光滑的粘贴效果。

Alien推芯片Higgs-9

Alien Technology发布了最新

款集成芯片Higgs-9。在其已推出

的芯片中，Higgs-9可提供最高存储

容量，具有更高的灵敏度和更低的

成本。此款芯片是公司自 1994年

成立以来的第九款芯片，它取代了

以前最高存储芯片Higgs-3。

Higgs- 9 采 用 了 Alien 的

Higgs Sentinel内存平台，提供96位

EPC内存和 688位用户内存。其中

一些用户内存可以传输到 EPC内

存，从而使得 EPC数据最大可扩展

到496位。

除了内存提升，新款芯片还提

升了 3分贝的读取灵敏度和 6分贝

的写入灵敏度。芯片内存有四个数

据块，每个数据块可以包含一个唯

一密码，因此该芯片可以让一个标

签为不同的公司或个人提供访问单

独数据块的权限。

新型RFID材料面世

艾利丹尼森 (Avery Dennison)

开发出新型RF屏蔽解决方案，可用

于墙壁、门和墙纸等有障碍物的地

方，从而将RFID标签读取与特定区

域相隔离。有了这种名为 Shield⁃

Sense的RFID屏蔽材料，公司可以

通过识别最后检测到的标签位置来

识别被标记的商品在商店的前厅、

后厅，还是在特定的试衣间，同时还

能够减少货物损耗。该产品专为

UHF RFID传输而设计，但也可隔离

HF和NFC传输。目前已经有几家

大型零售商部署了此方案。

Zebra推新款阅读器

跟踪和打印解决方案公司 Ze⁃

bra Technologies发布了一款新的

阅读器ATR7000，可为仓库和商店

等业务提供有关标签物品或人员的

实时位置数据。与传统的RTLS解

决方案相比，它不但可以提供更准

确的位置数据，标签价格也更便宜，

因而其维护成本也更低。

ATR7000 阅读器可以自动捕

获标记的资产和佩戴 RFID徽章的

人，其他公司可以借助 Zebra的软

件，实时识别、定位和跟踪标签或徽

章，并根据这些数据接收警报。

可操纵阵列天线特性阅

读器研发

数字制造解决方案供应商 RF

Controls与RAIN UHF RFID物流集

装箱标签制造商Confidex合作开发

出一种实时无源UHF RFID解决方

案，该方案包括RF Controls的UHF

实时定位系统 (RTLS)阅读器 CS-

445B和 Confidex的标签。该方案

可以识别带标记的物品在区域内的

位置，其粒度约为18英寸。RF Con⁃

trols设计的这款RTLS阅读器，能为

资产和库存跟踪解决方案提供可实

时跟踪的超高频RFID标签。

该解决方案让用户能够在移动

空间时查看商品的位置，并创建区

域来触发或启用特定的操作。例如

在一家商店中，用户可以在销售点

周围设置一个区域来识别正在购买

的商品。

霍尼韦尔推在线商店

霍尼韦尔推 Honeywell Mar⁃

ketplace，这是一个为企业购买软件

解决方案、技术和服务以提高生产

力和效率的在线中心。同时它也是

一个应用程序商店，在这里独立软

件供应商可以在一个集中的位置管

理应用程序和解决方案，使客户和

合作伙伴能够下载解决方案来满足

他们的需求。

Honeywell Marketplace 使客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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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能够发现、评估和下载一系列行

业的关键业务软件，包括分销中心、

医疗保健、制造、零售、运输和物

流。该网站提供来自Honeywell以

及数十家第三方软件供应商的解决

方案。用户可以按行业、应用程序

供应商、操作系统或其他关键属性

搜索软件，然后下载演示程序并浏

览可用软件的屏幕截图。

不干胶标签推新设计

在线标签印刷企业 label.co.uk

近日为卷筒不干胶标签推出了新的

设计服务。

在线下单数字印刷的标签，是

小企业和短版印刷业务的一种选

择。到目前为止，这些业务需要使

用设计师来设计适合的标签，为印

刷过程做好准备。

使用 label.co.uk提供的新的设

计服务，无论是新客户还是已有的

客户，都可以得到由同一家公司提

供的专业卷筒标签设计。这包括对

印刷过程和公司能力的深刻了解，

并且提供专业的、B2B的标签印刷，

从设计到加工好印刷产品的一站式

销售。

海德堡推标签印刷平台

海德堡推出免费在线知识平

台，并命名为“标签专家”。在此，标

签专家将沿着供应链，提供每一步

标签生产所需的详细信息。标签赋

予产品一个独特的身份，在销售点

起着“刺激消费者购买冲动”的关键

因素。在过去几十年中，标签市场

已从一个细分市场发展成为一个规

模庞大的产业。随着行业的发展，

与标签相关的知识库也大大增加。

在数字时代，行业的利益相关者将

会把知识捆绑在一起并通过数字平

台发布。

跟踪粗糙木材的新型标

签面世

林业部门提供了一种应用超高

频RFID技术的案例，即跟踪森林里

每棵被砍伐的树木，记录从森林到

销售的每一块木板，但目前还没有

一种独特的 RFID标签能适应这种

情况。

位 于 德 克 萨 斯 州 的 Utility

Composites为解决这一问题开发

了一种可通过钉钉枪快速嵌入无源

超高频 RFID塑料短钉标签的解决

方案。到目前为止，木材和林业公

司一直在打印带有 ID号的金属标

签，然后在运输时从树上取下这些

标签。

这 种 标 签 内 置 Impinj UHF

RFID芯片，可以确保它保留在木材

中并能正常工作，而且还配有可远

距离读取的扩展天线。Utility Com⁃

posites有三条紧固件产品生产线：

Raptor Nails、Black Magic Staples

和最近发布的 SunDog RFID标签。

制造了这类标签和专用钉钉

机，可以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把

每根RFID塑料短钉钉进一根原木、

一棵树或一块木头里。此款 RFID

塑料短钉标签已经过测试，可用于

木窑炉，也可承受持续数小时的化

学浸泡。

UDI在全球各国的实施

情况

医疗器械行业标准《医疗器械

唯一标识基本要求》，该标准将于

2020年 1月 1日起实施。目前，部

分企业已在进行UDI的相关探索。

近期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

股份有限公司实施UDI系统，已完

成所有产品的UDI编码工作，建立

了UDI数据库，并实现了数据的共

享与交互，这也预示着我国医疗器

械即将进入UDI时代。

天猫国际拓展业务

天猫国际进口超市将于近日上

线。前期将聚焦在快消生活品，由

菜鸟提供全面配送服务，实现跨境

物流三日必达。而海外仓项目预计

将孵化超过100个海外中小品牌，为

中国消费者引进 1000个全球趋势

尖品。目前，天猫国际海外仓已经

开通了美国仓、日本仓和韩国仓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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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业务，欧洲仓也即将上线。

微信开放SDK接口

微信支付团队公布了最新的

“刷脸支付”开放政策即向商家和合

作伙伴开放SDK接口、提高硬件能

力，打通微信生态产品，发布服务商

激励措施，让商家和合作伙伴通过

摄像头可以接入各种类型、既有的

屏幕终端，带来精准推荐会员识别

的能力。

除了为合作伙伴提供了基础支

付，微信支付通过商户营销、商户管

理、质量运营、行业应用等工具，持

续提供营销工具、流量和数据能力，

助力商家和生态合作伙伴打造智慧

经营模式。

艾利丹尼森在印度开设

I.Lab
新的艾利丹尼森 I.Lab位于印

度浦那，为客户和合作伙伴提供现

场体验、现场演示和技术支持，以帮

助加工企业和合作伙伴探索围绕智

能标签解决方案和 RFID应用的机

会。

新的 I.Lab仿照荷兰乌赫斯特

海斯特的第一个概念实验室，将演

示艾利丹尼森的智能标签技术是如

何将任何物品带入数字生活，包括

满足航空、服装、美容和食品等多种

行业需要的。通过独特的个体级数

字标识，将物品的物理属性和数字

世界连接起来，企业可以从改进库

存管理和提高整个供应链的效率中

获益。

制造十万RAIN RFID标

签成为可能

DELO工业粘合剂与Mühlbau⁃

er和 Impinj三家行业的领导者联手

推出DELO MONOPOX AC6545粘

合剂，在Mühlbauer高速装配线上，

用这种粘合剂能够提高铜绑定RFID

的组装效率，使单条组装线上每小

时制造 10万个 RAIN RFID标签将

成可能。

这一目标的达成，将提高制造

商的产能并节省运营成本，使得

RAIN RFID标签能更广泛地运用于

高产量行业，例如服饰、零售、船运

以及航班行李查询。

DELO MONOPOX AC6545

的特点是对铜具有优异的粘附能

力，它的固化时间极短，确保零件组

装速度尽可能最快。这一产品在使

用热压头加热到 230 °C时，固化时

间最短仅需1秒。它是 DELO 针对

RAIN RFID 生产的粘合剂系列中固

化速度最快的产品之一。

传统印刷拥有更多防伪

选择

ShiftSecure 提供了一种肉眼

可见的防伪解决方案，用于“对真伪

进行无工具的初步评估”。印刷图

像可以无缝地集成到现有的标签设

计中，而防伪颜料进一步加强了防

伪措施。该公司已经改进了 Shift⁃

Secure解决方案，增加了其他选项，

并增强了与传统打印程序的兼容

性。ShiftSecure的新版本采用了多

种颜色，扩展了生产选项，超出了原

产品的防伪优势。该标签包括正面/

负面效果，允许明亮的图像出现在

黑暗的背景上。

量子芯片问世

埃因霍温科技大学，代尔夫特

理工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的国际研究团队展示了一种先进的

量子芯片，能够为神秘的马约拉纳

粒子提供明确的证据。芯片包含

“主题标签”形状的纳米线超薄网

络，具有允许Majorana颗粒交换位

置的所有品质。该特征被认为是用

于证明其存在的吸烟枪，并且是将

其用作未来量子计算机构件的关键

步骤。

Screen GA开发蓝墨水

Screen Graphic Solutions（英

文缩写 Screen GA）为其 Truepress

Jet L350UV+数字标签印刷机开发

了一种新的蓝色墨水。

新的蓝色墨水设计用于该公司

的Truepress Jet L350UV+系统，这

种印刷机可以在很多材料上进行印

刷，最快速度达到 60m/min。它还

可以精确输出广泛的蓝色色调，这

些在包装物上是经常使用的，如化

妆品、化妆用具和身体护理产品。

图1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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