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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事

将物理世界完全复制到数字环境中

是工业 4.0的主要目标之一。当前阶段，

大量企业尚未实现该目标，而数字孪生则

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技术。

下期选题预告▶▶▶

•特别报道

与以往的冷库和冷链建设不同，新一

轮的冷库和冷链建设不仅面临人们对食

物质量更高的需求，还恰逢物联网和人工

智能（AI）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和广泛应用。

•产业观察

根据国际标准对不同频段电子标签

的使用要求，在诸多行业和领域，电子标

签的作用正逐步得到人们的认可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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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Introductory remark

所有过往，皆为序曲

作为一名自动识别行业发展的见证者、记录者，在做本

期专题时无疑是兴奋的——《汉信码》标准，拥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二维码，穿越悠悠光阴，历经20多年的研发探索，终

于在 2021年 9月正式成为 ISO国际标准。这标志着在更加

智能互联、开放合作的世界自动识别技术标准舞台上，编码工

作者将继续为数字经济贡献中国智慧。

身处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加速转型的大变革时代，如

何利用技术的革新，实现数据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是信息

化强国的必经之路。汉信码 ISO标准的发布，正是通往这条

必经之路的纽带，它将催生出更多的应用落地，是科技强国、

网络强国的关键要素之一。

所有过往，皆为序曲。未来，仍需保持奋发的内在动力，

将眼界放开，敢于担当，不断迭代创新。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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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动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

全法》正式实施

2021年9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是中国

实施数据安全监督和管理的一部基

础法律，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提升国

家数据安全的保障能力和数字经济

的治理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

安全法》与已实施的《网络安全法》

《密码法》及同时实施的《个人信息

法》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数据

安全的法律保障体系，成为推动我

国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坚实

“防火墙”。

物联网技术为全运会消

防安全保驾护航

陕西省消防救援总队在西安奥

体中心内搭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四届运动会消防智能指挥系统和

实战指挥平台、场馆消防安全物联

网监控平台，可对全省赛事场馆进

行智能巡防，实时监控指导全省赛

事场馆、涉会场所消防安全风险评

估和隐患排查整治。

智能科技打造 24小时无

人智慧书店

天津鼓楼步行街的24小时智慧

书店将RFID技术、物联网和智能管

理有机结合，实现了书店 24小时无

人智慧化经营，给读者带来全新的

阅读体验。在这里，读者可以休闲

阅读、电子借阅、智能检索、自助结

账，让读者切实享受“新零售·智

慧+”带来的便利。

南京上线RFID电子抓拍

系统

南京交警在全市范围启用基于

RFID技术电子抓拍系统。这种新式

电子抓拍设备不仅能通过人脸识别

对驾驶人身份信息进行比对，还能

通过内存信息对车辆信息进行读取

比对，自动关联人员和车辆信息，让

违法抓拍更加精准。

日照城市大脑助力新型

智慧城市

日照市围绕“一网统管”和“一

网通办”启动日照城市大脑建设，已

接入全市31家委办局860个城市体

征约 8亿条数据，归集数字城管、智

慧交通等各类管理系统135个，接入

消防栓2800余个、城市部件70余万

个，接入全市监控视频约 2.7万路，

建设党群服务、出租车走航、全域视

频普查、全域监控视频态势感知、智

慧消防、渣土车治理等 50多个应用

场景系统，初步实现了“一屏观全

域、一网管全城”的目标要求。

我国建成全球最大规模

5G网络

截至 2021年 8月，我国累计建

成 5G基站 103.7万个，已覆盖全国

所有的地市级城市、95%以上的县

城城区和 35%的乡镇镇区。1-8月

份，国内 5G手机出货量达到 1.68亿

部，同比增长80%。到8月底，5G终

端连接数近 4.2亿，5G手机占比已

经提升到74%。

机动车电子驾驶证开始

核发

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 28个

城市成为全国首批机动车驾驶证电

子化推行城市，已取得机动车驾照

的市民可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

12123”APP来申请核发机动车电子

驾驶证。电子驾驶证式样全国统

一，并且与纸质驾驶证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电子驾驶证在全国范围内

有效，可在路面查验、违法处理、事

故处理、交管业务、客货运输、汽车

租赁、保险购置等行业领域广泛应

用，驾驶人无需再提交纸质驾驶证，

但有需要扣留驾驶证情形时，仍需

出示纸质驾驶证。

业界信息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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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发布数字化场景

拓展行动方案

《山西省数字化场景拓展行动

方案》正式发布。依据该方案山西

将拓展数字技术在智能制造、智慧

能源、新型智慧城市、智慧乡村、智

慧政务、智慧民生等典型场景应用，

以数字化场景应用拓展赋能现代服

务业体系构建，培育新业态、新模

式、新动能，为提升山西省服务业发

展质量和水平提供有力支撑。

首艘5G应急通信保障无

人飞艇试飞成功

国内首艘 5G应急通信保障无

人飞艇“彩云一号”在云南元谋完成

所有测试任务，试飞成功。我国地

形地貌复杂，自然灾害频发，应急通

信保障需求程度高。该无人飞艇覆

盖范围可达 100平方公里，升空后

可驻留 15至 30天。当自然灾害发

生，能第一时间提供全天候的应急

通信保障方案。

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

研究中心成立

全球首个以大数据服务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国际科研

机构——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

究中心在北京成立。中心依托中国

科学院建设，主要面向可持续发展

目标（SDGs）实现的重大需求，建设

多学科融合的可持续发展大数据云

服务系统平台，建立全球SDGs监测

与评估体系，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

心，为联合国和中国落实 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提供科技支撑。

工信部要求即时通讯软

件解除网链屏蔽

工信部有关业务部门召开了

“屏蔽网址链接问题行政指导会”。

会上，工信部提出有关即时通信软

件的合规标准，要求限期内各平台

必须按标准解除屏蔽，否则将依法

采取处置措施。

5G VoNR+工作组成立

大会成功举办

5G 确 定 性 网 络 产 业 联 盟

（5GDNA）下的5G VoNR+（新话音）

工作组成立大会成功举办。工作组

作为全球首个 5G新话音产业合作

阵地，由中国移动牵头以华为为代

表的 10多家单位参与，将致力于推

进VoNR+（新话音）标准技术及产业

发展，做大产业生态，促进 5G新话

音产业繁荣。

未来，5G新话音工作组将依托

于 5G确定性网络产业联盟，致力于

发展成为全球化的合作平台，聚集

更多产业伙伴力量，共同推动 5G新

话音的规模落地，不断拉近人与人

之间的距离，让更多人能享受到 5G

的独特价值。

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在

京召开

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以“共享

新成果，共注新动能”为主题，全面

展示机器人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

模式、新业态。在本届机器人大会

上，各大服务型机器人生产研发机

构均带来了公司的明星产品与观众

见面。

德国3D打印住宅竣工

德国首个 3D打印住宅在德国

贝库姆竣工。该住宅由两层独立式

房屋组成，每层楼的居住空间约为

80平方米，全部使用3D建筑打印机

进行建造。建筑物由三层皮肤的空

腔墙组成，里面填充了绝缘化合物。

在打印过程中，打印机会考虑到以

后要铺设的水、电等管道和连接，在

进行打印的同时在打印区域内进行

工作。这意味着可轻松地将手动工

作（例如安装空管道和连接）集成到

打印过程中。

北京将加快推进市属国

有企业数字化转型

“十四五”期间，北京市国资委

系统将从融入标杆城市建设、推动

产业数字化创新、推进数字产业化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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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加强数据价值化管理和完善

数字治理体系等五个方面强化举

措，加快实施一批带动效应强、辨识

度高的数字转型升级示范项目，打

造一批技术领先、行业影响力大的

数字经济标杆企业，推出一批科技

含量高、示范性强的数字化应用场

景，建成一批高标准、高水平的数智

基础设施标志性工程，努力成为首

都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

量发展骨干支撑力量。

首款智能加油机器人试

运行

国内首款智能加油机器人在中

国石化广西南宁石油南站西加油站

投入试运行。该智能加油机器人由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采用语音、触摸

屏、一键加油APP等人机交互技术，

以及人脸识别、北斗卫星定位等智

能应用，具备自动识别、精准定位、

仿真操作、动态监控、实时反馈、人

机协作、信息共享、云端维护等 8大

功能，具有重量轻、信息安全、防爆

安全等特点。

常德市共享电单车精准

停车感应系统测试

常德市城区部分共享电单车正

在进行精准停车感应系统测试，该

系统由常德市本地电单车运营公司

研发。在市民用车完毕后，系统将

自动识别车辆是否已到达规定停车

位，可做到前后识别误差约 5厘米，

左右角度误差约5度。

冰岛建成最大吸碳机

世界最大吸碳机在冰岛启动。

机器通过风扇吸入空气经过化学材

料过滤捕捉二氧化碳，被捕捉的二

氧化碳与水混合后注入地下深处，

可在几年内完成自然矿化。机器每

年吸收 4000 吨二氧化碳，大约与

790辆汽车的年排放量相当，该世界

最大吸碳机有助逆转气候变化。

欧盟将推“芯片法”

欧盟委员会宣布将推出一项

“欧洲芯片法案”（European Chips

Act）以建立先进芯片制造“生态系

统”，力求保持欧盟的竞争力并做到

自给自足。新的欧洲芯片法案旨在

共同打造包括生产在内的最先进的

欧洲芯片生态系统，并为突破性的

欧洲技术开发新市场。

国产水下直升机下潜深

度首次突破1000米
由浙江大学牵头，中国科学院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深

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参

与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海关键

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水下直升机

项目在我国南海海域完成海试验

收。水下直升机的下潜深度首次成

功突破 1000米。水下直升机是一

种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

概念自主无人潜水器，可长期驻留

海底工作，具有自由起降、定点悬

停、全周转向和贴底航行等常规

AUV难以实现的功能，可用于海底

移动观测、海底资源勘探、海底区域

巡航与探测、海底管线监测与维护、

海底救援与打捞等，填补海底移动

探测与作业领域的空白。

合肥站开启测温新设备

旅客在合肥站进站口的智能闸

机前，系统可快速对体温、口罩佩戴

等进行识别，在测量体温确认正常

后，闸门便会自动打开。新设备利

用人脸识别算法和红外智能测温技

术，提高测温精度和检测速度，方便

旅客出行。

湖北省高校5G网络将实

现全覆盖

湖北省通信管理局、省教育厅、

省发改委、省经信厅联合印发《关于

加快推进高校 5G 网络建设的通

知》，表示将围绕编制高校 5G基站

建设规划、推进资源共享开放、降低

用电成本、制定通信资费优惠政策

等7个方面，加快推进高校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力争 2022年 6月底前实

现高校 5G网络高质量覆盖。基础

电信企业和铁塔公司未来将会把高

校作为 5G网络的优先部署方向，编

制校园 5G基站建设规划，并按照共

建共享原则，统一设计、统一施工、

统一验收，科学有序、安全高效地开

展网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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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新闻中国移动助力建设数字

化农田

中国移动浙江公司在浙江嘉兴

设立海盐县通元镇数字田园物联网

系统项目示范建设地。该示范建设

地结合海盐通元农业场景，通过智

慧互联和数字赋能，系统性重塑乡

村生态空间、产业发展和人居环境。

农田里安装了各类电子传感器，湿

度、温度、虫害情况等数据可实时掌

控。如有异常，手机会收到预警信

息，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轻松控

制种植条件和设备，农民在家中可

以实时观察庄稼的生长情况。

湖羊全产业链数字养殖

天下牧业（长兴）有限公司依托

高校科研平台基于RFID技术，通过

对羊群生长数据、饲养日志等数据

的分析，对繁殖数量和质量高、生长

快速的羊群建立聚类模型，实现核

心群选育测定功能。

Facebook推出首款智能

眼镜

Facebook 与 Ray-Ban 品牌携

手打造了首款智能眼镜 Ray-Ban

Stories，这意味着 Facebook向提供

AR眼镜的目标更进了一步。该眼

镜具备拍照、录像、打电话、设备互

联等功能，用户通过它记录图像并

分享在社交平台。

Ouster向自动驾驶公司

提供数字激光雷达传感器

美国激光雷达技术公司Ouster

与中国自动驾驶公司矩阵数据科技

签署协议，为其货物配送车辆供应

数字激光雷达传感器。到 2025年

Ouster将供应 1190个数字激光雷

达传感器，并称矩阵数据科技计划

在其电动汽车上安装这些传感器，

以便在公共道路部署全自动送货车

辆时帮助实现自动驾驶功能。

EA新专利识别照片后自

动创建3D模型

游戏公司 EA申请了一种可以

从照片和视频中读取数据，自动创

建 3D游戏角色的新专利，简化了角

色的制作过程。该专利使用真实人

物的图像和标准的 3D多边形地图

网格进行建模，从而允许算法研究

照片并调整线框图以自动匹配，最

终的产品是一个完整的 3D角色模

型，只需要稍作调整就可投入到游

戏制作流程中。

全球最小 NB-IoT 芯片

亮相

智 联 安 科 技 自 主 研 发 的

MK8020 是迄今全球最小的 NB-

IoT芯片，基于 55nm低功耗工艺，

QFN封装仅4.5x4.5mm。芯片支持

无 32K晶振设计，高速 LPUART及

快速扫频等领先特性，针对多个物

联网典型场景进行了深入的差异化

设计。

谷歌发布新款 Titan

USB安全密钥

谷歌推出新版 Titan USB 安全

密钥，使用硬件方式进行验证，能够

企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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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保护谷歌账号安全。该设备

使用NFC的方式验证，提供 USB-

A、USB-C 接口版本，只需放在手机

背面触碰后再插入电脑，即可安全

登陆谷歌账号。

中国云服务市场已达 66

亿美元

科技市场分析公司 Canalys日

前发布中国云计算市场 2021年第

二季度报告。报告显示，二季度，中

国云基础设施市场增长 54%，达到

66亿美元。阿里云、华为云、腾讯云

和 百 度 智 能 云 分 别 以 33.8%、

19.3%、18.8%、7.8%的市占率位列

前四名。四大云服务提供商二季度

总体增长 56%，占云计算总开支的

80%。

成都天府国际空港新城

企业总部竣工投用

成都天府国际空港新城项目已

经完成主体结构施工和内部装修。

项目施工以来，中建三局运用BIM、

云计算、材料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建

立了互联协同、智能生产、科学管理

的施工项目信息化平台，实现设计、

加工、组装全程同步，确保建设“又

好又快”推进。项目从设计到施工

每个环节都贯彻了绿色环保的理

念，所有建筑都采用高效、低成本的

节能技术，达到 LEED金奖、绿建三

星、WELL金级认证标准，比传统建

筑节能15%左右。

小米发布智能眼镜

小米发布智能眼镜实现通知显

示、骑行导航功能，其内嵌相机不仅

可以拍照，还可拍照翻译。该眼镜

将芝麻大小的MicroLED微型显示

屏隐藏于镜架之中，通过先进的光

波导镜片，让光线实现空间转移。

上汽追投智驾公司Mo⁃

menta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

展，5G商用网络带来的低延时特征

赋能自动驾驶技术动力，车企领域

的头部企业上汽集团追加投资智驾

创业公司Momenta，进一步深化在

智能驾驶核心技术领域的战略合

作，共同开发全栈智驾算法，合力推

动L4级自动驾驶在国内加快落地。

俄罗斯MTS扩展莫斯科

4.9GHz 5G试验区

俄罗斯移动通信公司MTS在莫

斯科的 4.9GHz 5G用户试验区的数

量从14个增加到19个，这使得试验

区的总覆盖面积增加了 3倍。拥有

兼容5G 4.9 ghz智能手机的MTS用

户可以在指定区域无限使用 5G网

络，数据速度高达 1.5Gbps，网络延

迟将会变小。

华为发布矿山鸿蒙

华为推出鸿蒙矿山操作系统，

鸿蒙自OS在 C 端之后，再向 B 端

拓展，第一次进入工业领域实现商

用。矿山鸿蒙（矿鸿操作系统）带来

矿山领域的万物互联，打破协议、设

备等的连接鸿沟，从底层为煤矿行

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供服务。

紫光展锐曝光 6nm工艺

5G芯片跑分

紫光展锐曝光 6nm工艺 5G芯

片跑分成绩超 40万分，并展示全球

首个 5G R16 Ready技术验证实测

成果——高精度授时，将时间同步

精度提高至百纳秒数量级。这意味

着展锐芯片已经达到业界主流中高

端 5G手机的性能水平，5G R16高

精度授时可以实现不同科技设备之

间的精准协同协作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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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助力陶瓷企业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中国电信佛山分公司与新明珠

集团签订 5G智能工厂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将围绕 5G+物流、5G+智

能制造等技术在陶瓷领域的应用，

在 5G应用场景探索、节能降耗、安

全生产等方面展开全方位战略合

作。通过 5G切片+MEC技术提供

高品质的专属网络覆盖和边缘计算

服务，充分利用低时延、高带宽、广

连接、边缘计算上的性能优势，协助

新明珠在园区内实现施釉机器人、

AGV，AI质检，园区安全管理等应

用，提升厂区的生产线工艺、货品流

转效率，提高产品品控和园区的规

范生产水平。

高通利用 5G+AI赋能无

人机平台

继 Qualcomm Flight平台助力

“机智号”直升机在火星成功完成无

人飞行的关键突破之后，高通推出

全球首个由 5G和 AI赋能的无人机

平台和参考设计——Qualcomm

Flight RB5 5G 平台。Qualcomm

Flight RB5 5G 平 台 采 用 高 通

QRB5165处理器，能够以超低功耗

支持高性能异构计算，提供面向 AI

和机器学习（ML）的高能效边缘侧

推理，赋能全自主无人机。突破性

的影像功能支持顶级图像处理特性

和性能。

T-Mobile推出 Magenta

5G无人机

T-Mobile 同 Drone Racing

League 携手，推出全新的 5G竞速

无人机。Magenta 5G 是一款紧凑

型四轴飞行器，可提供超过 2.4 公

斤的推力。该无人机每次能够飞行

5 分钟，极速可达 60 mph（96.5 km/

h），穿越 1 英里长的范围。机载的

5G 模块，可借助 T-Mobile 公司的

5G 无线网络实时回传由高清摄像

头拍摄的现场 FPV 画面。

京东方美好生活馆落地

京东方（BOE）年度品牌巡展

“你好 BOE”美好生活馆正式亮相合

肥之心城广场。京东方通过“你好

BOE”美好生活馆内融合全球领先

的显示、传感、人工智能、物联网等

软硬件融合的前沿科技，展示了人

们一天生活“十二时辰”中的智慧家

居、智慧健康、智慧交通、智慧办公、

智慧文博等创新场景。

通用联手AT&T将配 5G

网络

通 用 与 美 国 电 话 电 报 公 司

（AT&T）达成合作，将从 2024车型

年开始为品牌旗下车型配备 5G蜂

窝网络。全新 5G网络将会基于更

加智能、安全的平台进行运营，现有

4G用户可以通过无线升级的方式来

让车辆拥有更加智能、安全的使用

体验。

数字人民币 NFC“碰一

碰”解锁单车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数字人民币体验区，美团联合中

国联通、中国银行展示了数字人民

币新应用基于智能SIM卡数字人民

币硬钱包的NFC支付功能，实现用

手机“碰一碰”，开关美团单车并同

步完成付款。这一创新应用将简化

共享单车的支付流程，提升用户体

验，有效解决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在

操作智能手机时的不便问题。

四地5G同步机器人辅助

手术实施成功

由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专家团

队领衔的四地 5G远程同步机器人

髋膝关节置换手术分别在上海市第

六人民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海口骨科与糖尿病医院、福建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台州恩泽医疗

中心（集团）恩泽医院进行。这是国

内首例多中心 5G同步机器人辅助

手术。将 5G远程医疗应用于人工

关节领域，在多点多中心开展同期

手术，在国内尚属首次。

这有助于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对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有着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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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导的首个二维码码制——汉信码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

2021年8月27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

际电工委员会（IEC）正式发布 ISO/IEC 20830:2021

《信息技术 自动识别与数据采集技术 汉信码条码

符号规范》（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and data capture techniques—Han

Xin Code bar code symbology specification）。这

是中国提出并主导制定的第一个二维码码制国际

标准，也是 ISO和 IEC近 20年在二维码码制领域第

一个新的国际标准。该标准的发布是我国自动识

别与数据采集技术发展的重大突破，填补了该领域

我国国际标准制修订的又一空白。

汉信码是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以下简称编码中

心）牵头自主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二维

码码制。汉信码在汉字信息表示能力和效率方面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数字和字符、二进制数据等

信息的编码效率、符号信息密度与容量、识读速度

和抗污损能力等方面达到或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

实现了我国二维码底层核心技术的后来居上。汉

信码技术在 2007 年成为我国国家标准（GB / T

21049-2007《汉信码》），2011年成为国际自动识

特别报道S PECIAL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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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制造商协会（AIM Global）行业标准，2015年在

ISO/IEC JTC1/SC31（ISO/IEC信息技术委员会自动

识别与数据采集技术分技术委员会）成功立项，由

编码中心技术专家王毅承担项目编辑（Project Edi⁃

tor），全权负责汉信码技术研发和国际标准制定工

作。

汉信码 ISO/IEC国际标准按照 ISO/IEC国际标

准编制规则开展编制，主要技术内容包括了汉信码

的符号特性与符号结构、数据编码与符号表示、符

号印刷、符号质量、译码过程、参考译码算法和数据

传输信息等，适用于自动识别与数据采集。

ISO、IEC是全球公认的国际标准化组织，任何

一项 ISO、IEC国际标准的立项都离不开成熟的技

术积累，规模化的产业应用以及各国国家成员体的

支持。汉信码自研发至今，技术优势已被国际专家

熟知，同时在我国追溯、医疗等行业的规模化应用

使得汉信码的影响力逐步显现。汉信码 ISO/IEC国

际标准的成功制定是我国条码、二维码等自动识别

技术产业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

汉信码国际标准的发布表明了，汉信码不仅是

中国的汉信码，更是世界的汉信码；汉信码 ISO/IEC

国际标准的发布，是编码中心科研工作者“繁霜尽

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的成果，是我国自动识

别与数据采集技术领域依靠自主创新和“国家标准

走出去”战略取得成功的典范，是中国技术实现国

际领先、增强中国技术自信的典型案例，具有着深

远的示范意义。Aut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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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信码的国际标准化历程回顾

矢志追求 不懈攀登
董晓文 王毅 邓惠朋/文

2005年 12月 26日，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以下

简称编码中心）完成国家"十五"重大科技专项——

《二维条码新码制开发与关键技术标准研究》，至

此，诞生了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二维

码——汉信码，填补了我国二维码码制自主知识产

权技术的空白。凭借完善的技术性能，在 GB/T

21049-2007《汉信码》国家标准制定发布之后，

2008年初，编码中心组建汉信码国际标准制定团

队，开始了汉信码的国际标准化进程。经过十余年

努力，汉信码国际标准制定团队完成了汉信码从我

国国家标准上升为国际权威行业标准——国际自

动识别与移动技术协会（Association for Automat⁃

ic Identification and Mobility，以下简称AIM Glob⁃

al），到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以下简称 ISO）和国际电工委

员会（International Electro technical Commission，

以下简称 IEC）标准，中国技术从国内走向国际，获

得了国际认可，为自动识别与数据采集技术领域贡

献中国智慧。

汉信码AIM Global标准研究历程

在汉信码AIM Global标准制定工作第一步是

将 2007年版汉信码我国国家标准翻译形成了汉信

码英文版标准草案。经过与国际行业专家反复沟

通协调，2009年初，汉信码AIM Global标准经AIM

Global董事会批准立项，由汉信码国际标准制定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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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负责人王毅担任项目编辑。在接下来的一年里，

项目编辑与AIM Global条码技术委员会 TSC专家

充分利用专题网络会议、项目编辑组会议、TSC全体

会议、邮件、电话等多种方式沟通交流，修改完善汉

信码AIM Global标准。

2010年 4月，汉信码经 AIM Global董事会同

意，开始标准公开征集意见（Public Review，相当于

我国国家标准的标准审定阶段）。2011年 3月，针

对公开征集意见期间收集的意见，AIM Global TSC

召集汉信码专题面对面会议，编码中心以AIM Chi⁃

na名义，由王毅等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在

本次会议上，AIM Global正式确定了汉信码 AIM

Global标准的最终技术内容和主要文本内容。

2011年9月，汉信码AIM Global标准正式发布

并实施，AIM Global主席Chuck Evanhoe盛赞汉信

码技术，鼓励中国尽快将汉信码上升成为 ISO/IEC

国际标准。

在汉信码AIM Global标准制定阶段，汉信码标

准主要进行了内容编排、描述完善以及补充实例等

编辑性修改工作，没有增加新的技术内容，技术内容

上与GB/T 21049-2007《汉信码》国家标准保持完

全一致。

汉信码 ISO/IEC国际标准研究历程

如日方升——汉信码 ISO/IEC国际标准正式

立项

2014年 6月，编码中心着手准备汉信码 ISO/

IEC国际标准制定工作，并得到了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2015年3月，编码中心承办了第 39届 ISO/IEC

JTC 1/SC 31/WG 1（ISO/IEC信息技术委员会——

自动识别与数据采集技术分委会——数据结构，以

下简称WG 1）会议。WG 1是在 ISO/IEC负责开展

信息技术中数据结构的工作组，QR 码、DM 码、

PDF417等码制标准均归口该工作组。在本次WG

1会议决议中，特别提到鼓励中国国家成员体尽快

2011年3月汉信码AIM标准专题研讨会参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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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汉信码 ISO/IEC 国际标准提案。2015年 5月，

中国国家成员体向 ISO/IEC JTC 1/SC 31提交汉信

码国际标准提案（NWIP）。2015年 9月，汉信码

ISO/IEC国际标准投票工作结束，新工作项目提案

（NP）获得 12个国家成员体赞同，来自 8个国家的

11位国际专家自愿参与汉信码标准制定，汉信码

ISO/IEC国际标准正式立项为 ISO/IEC 20830，并由

编码中心王毅担任项目负责人。

宝剑锋从磨砺出——汉信码GS1编码方案

初具雏形

2016年至2018年，汉信码工作组草案标准阶

段的研究过程也是汉信码国际标准制定团队提出

的新型技术与标准内容与国际专家对相关技术问

题的理解和文本内容确认的交互博弈过程。针对

众多专家在汉信码 ISO/IEC国际标准立项过程中提

出的支持多种编码、支持URI和GS1编码等建议，

汉信码国际标准制定团队在充分准备好的技术预

案中，提出了基于“AI + Data”的GS1编码技术方

案、支持基于代码页的多种语言编码技术方案以及

URI编码方案（第一版），顺利完成了最初的汉信码

工作组草案（WD）。

在2017年至2018年，汉信码国际标准制定团

队通过参加 ISO/IEC JTC 1/SC 31全体会议、第一

工作组会议、专门项目组会议及邮件、电话等方式，

对有关专家展开认真细致的解释说明与沟通协调

工作，广泛收集各国和各领域专家对于汉信码现有

技术的建议及意见反馈，对标准技术内容和文本内

容进行了补充完善。例如，对于 GS1编码技术问

题，项目负责人重点针对在 ISO/IEC标准框架下的

GS1专家的意见进行收集和整理，与权威的行业专

家深入沟通，对GS1关键专家就“AI + Data”字典压

缩编码模式提出的意见进行调整和补充，将技术方

案确定为基于优化 FNC1编码的扩展数字编码方

法，获得了GS1专家和 ISO/IEC专家的普遍认可，成

为现有的汉信码GS1编码技术方案。

2018年形成了最终的汉信码WD版标准草案，

在第一工作组内部达成共识，将标准制定推进到委

员会草案（CD）阶段。

2018至 2019年，汉信码 CD阶段。汉信码国

际标准制定团队根据专家意见对 13B表格进行了

相关处理意见的标注，完成了 CD技术草案。在

2018年10月启动的投票中，汉信码CD技术草案获

得全票通过。

在随后由 ISO/IEC JTC 1/SC 31和WG 1组织

召开的标准制修订意见讨论会（Comments and

resolution meeting,CRM）上，专家对于汉信码CD

投票收集的意见进行了充分讨论。意见主要集中

在对汉信码标准草案现有技术内容的理解有误或

认识不足方面，汉信码 ISO/IEC国际标准项目负责

人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并进一步补充了对

应章节的图表、示例等内容。2019年，汉信码 CD

技术草案获得WG 1全体专家的认可，结束了在分

委会内部的流转，注册进入国际标准草案（DIS）阶

段。

2019年 12月，汉信码 DIS投票结束。在WD

阶段和CD阶段一直对汉信码的技术内容认可的日

本代表在汉信码DIS阶段投票时提出了多个技术性

意见。尽管投票文件中已经标注如果汉信码国际

标准制定团队说明相关问题，并接受日本提出的意

见，则可视为同意，但根据 ISO/IEC的相关规定，必

须在处理DIS投票技术性意见后再进行最终国际标

准草案（FDIS）投票，汉信码的标准流程被延长。面

对出现的新问题，项目负责人王毅马上应对处理，

发现日本提出的技术性意见实际上都属于编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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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例如要求解释相关的纠错分组交织过程和增

加码字排布图示等。经过项目负责人分析后迅速

完成了意见处理，并联席WG 1召集人和 SC 31秘

书处提出尽快召开意见处理会。在随后召开的意

见处理会上，项目负责人的意见处理结果不仅得到

了日本代表的认可，更获得了全部与会专家的肯

定。会后汉信码 ISO/IEC国际标准项目负责人最后

修改完成的DIS版技术文档经 ISO/IEC JTC 1/SC

31认可，进入到FDIS阶段。

大鹏一日同风起——汉信码 ISO/IEC国际标

准成功落地

2021年 1月，汉信码在 ISO/IEC正式注册成为

FDIS标准文档，这标志着汉信码 ISO/IEC国际标准

正式进入批准（Approval）阶段。

在 ISO/IEC国际标准制定过程中，汉信码国际

标准制定团队对汉信码的技术内容进行了完善，主

要增加的内容有：

——为解决二维码在移动互联时代的应用挑

战，增加了汉信码的URI模式；

——为解决二维码在各类语言环境中协同共

用问题，增加了汉信码的Unicode模式；

——为解决二维码在全球商贸领域应用的挑

战，增加了汉信码的GS1模式。

这些技术内容的确立，是汉信码国际标准制定

团队在长期研究二维码技术和从事二维码技术开

发基础上，根据应用需求和国际专家的反馈，开展

的相关技术研究和实验验证基础上实现的。在制

定汉信码 ISO/IEC国际标准期间，汉信码技术方案

的完备性和实用性经过了多轮技术探讨和专家评

议，赢得了国际相关领域各个国家专家的广泛认可

和支持。

2021年 7月 28日，汉信码 FIDS投票结束并获

全票通过。在编码中心领导全力支持下，汉信码国

际标准制定团队和汉信码 ISO/IEC国际标准项目负

责人经过5年多的努力工作和充分准备，在 ISO/IEC

国际标准制定过程中，与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积极

沟通协调，保证了汉信码 ISO/IEC国际标准在NP、

CD、DIS、FDIS各个阶段投票一次性通过。2021年

8 月 27 日，汉信码 ISO / IEC 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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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echnology-Auto⁃

matic identification and data capture techniques-

Han Xin Code bar code symbology specification）

正式发布出版。

（作者单位：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Aut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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