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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了工业互联网标识二级节点在家居定制行业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标识在家居定制

行业的技术方案。通过探讨标识解析在个性化定制中的应用以及应用推进方案，认为标识可解

决家居行业大规模生产和个性定制化的矛盾，助力全屋定制，迎接发展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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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interpret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industrial Internet identification secondary 

nodes in the home customization industry, a technical plan for identification in the home cus-

tomization industry is proposed. In addition, the application of identification analysis in person-

alized customization and its promotion plan are also discussed. Industrial Internet identification 

can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large-scale production and personalized customization in 

home furnishing industry. It can also help the whole house customization to embrace new de-

velopment opportunities.

Keywords: industrial Internet; identification analysis; identification secondary node; personal-

ized customization; compatibility and intercommunication

在工业互联网、制造业转型升级和

大数据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工业

互联网创新应用的发展前景广阔，需

求巨大。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给生产

要素赋予标识，可以实现跨地域、跨

企业、跨系统信息的共享和查询，是

构建工业互联网的核心基础 [1]。作为

整个标识解析体系的中间环节，工业

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二级节点连接着

顶级节点，并面向行业平台、大型企

业平台和通用性平台提供服务，对服

务制造业和整个工业互联网的建设起

到了关键作用 [2]。

“全屋定制”是一项集家居设计

及定制、安装等服务为一体的家居定

制解决方案，是目前中国家具行业的

重要发展趋势之一。全屋定制的消费

理念为建材家居行业开辟了新市场。

尤其是在进入 2016 年以后，家居界更

是刮起一阵强劲的定制风：维尚、索

菲亚、欧派等都开始向全屋定制转型，

即从单品家具供应商向系统解决方案

提供商转变，为消费者提供“设计 +

产品 + 服务”一站式的解决方案。鉴

于家具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利用工

业互联网及标识解析技术，通过“个

性化定制”获取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可实现设计、制造资源和生产流程的

灵活组织，发挥工业互联网标识在产

品溯源、材料数字化等方面的重要作

用，从而可实现低成本、大规模定制，

促进家具行业定制家居模式的发展。

基金项目：广东省 2019 年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

级节点引导资金项目（面向家居定制行业的工业互

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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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业互联网标识二级节点的定

位和作用
（1）二级节点是标识解析体系

中直接服务行业企业的核心环节。

通过对接中国顶级节点和企业节

点，二级节点接入到整个国家工业互

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可以为企业和用

户提供灵活的标识编码注册和标识解

析服务。随着标识解析应用的快速发

展，二级节点是满足特定行业或者区

域要求，进一步扩展标识解析服务能

力、服务范围、服务深度的重要方式。

二级节点是构建安全、稳定、高效、

可靠的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的重

要基础和支撑环节 [3]。

（2）二级节点是推动标识应用

的重要抓手。

二级节点直接面向行业企业提供

服务，是标识服务的窗口。从这个意

义上讲，二级节点的发展情况将直接

决定标识解析体系在应用中的发展情

况。首先，二级节点是构建行业级标

识解析应用的平台，在充分保证数据

主权的前提下，可以促进跨企业的信

息共享和信息交易。其次，二级节点

本身将产生大量有价值的数据，包括

注册信息、解析日志等。对数据的分

析和挖掘就可能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应

用和模式 [4]。

（3）二级节点是打造标识生态

的重要引擎。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不仅仅

是基础设施，它还可以围绕标识标签、

标识读写器、标识解析软硬件、标识

解析集成、标识解析应用、标识解析

体系运营、标识解析公共服务等，形

成一个巨大的产业生态体系。二级节

点的建设和推广，可以加速产业聚集，

推动标识产业生态培育 [5-6]。

基于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在工业互

联网体系和产业应用中的重要作用，

构建家居定制行业工业互联网标识公

共服务平台，面向家具行业提供标识

解析服务，对于中国家具行业工业互

联网的发展具有关键性的意义。通过

对接国家顶级节点和企业节点，二级

节点为定制家居领域的企业和用户提

供灵活的标识编码注册和标识解析服

务。这不仅对家具行业的供应链管理、

重要产品追溯、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

等应用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还能够

有效加速家具产业聚集，推动标识产

业生态培育。

2 工业互联网标识公共服务平台
基于工业互联网标识二级节点提

供的基础服务，面向家居定制行业的

工业互联网标识公共服务平台，利用

标识解析技术的优势和特性，融合了

目前主流的的中间件技术、公钥基础

设施（PKI）安全技术、云服务技术、

大数据分析技术，以进行整体的合理

规划设计。 

如图 1 所示，在总体架构设计中，

依托基础平台（标识解析二级节点、

顶级节点）提供的标识创建、标识解析、

标识管理等服务，遵循工业互联网标

识解析体系规范和安全管理、风险控

制相关规范，可构建一码到底的定制

家具全生命周期、透明生产状态信息

的跟踪追溯系统。该系统主要由公共

标识服务平台和标识服务接口构成。

其中，公共标识服务平台是建立在二

级节点服务系统上的。

公共标识服务平台可以提供标识

解析调度服务模块、安全服务模块、

标识配置管理模块、应用接口模块、

标识解析展现模块、查询统计模块等

多种功能模块的服务。通过与对外提

供服务接口的配合，标识公共服务平

IPS：入侵防御系统

▲图 1  工业互联网标识公共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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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在面向定制家具企业的各种业务场

景时，为接入的信息化系统提供标识

解析应用服务。

工业互联网标识公共服务平台的

具体功能应用包括：

（1）标识解析调用服务模块。

该模块不仅可对接调用标识解析

二级节点或标识解析企业节点的标识

注册、标识管理（标识关联信息的增、

删、改）等服务接口，还可对接调用

国家顶级节点提供的标识解析服务接

口，并提供调用接口的配置管理。此

外，该模块还支持通过超文本传输协

议（HTTP）或 handle 协议访问的调用

标识解析二级节点、标识解析企业节

点及国家顶级节点相关标识解析服务

接口。各级标识解析节点的通信过程

须建立 HTTPS 安全隧道，同时调用过

程须符合各级标识解析节点的权限管

控机制。

（2）标识配置管理模块。

该模块除了提供标识前缀初始化

配置、标识前缀的管理和维护外，还

提供证书配置、节点服务互联网协议

（IP）地址配置。其中，IP 地址支持

IPv4 和 IPv6（分别指第 4 版、第 6 版

IP）双栈协议，即在界面上允许选择

输入 IPv4 或者 IPv6。标识配置管理模

块能够根据标识二级节点系统颁发的

前缀码和自定义码自动合成标识码，

并创建标识码的关联产品信息，绑定

标识码与应用企业提供的产品批次关

系等。

（3）标识应用接口模块。

面向不同平台架构和不同开发语

言的异构行业信息化系统，提供统一

规范的标识解析应用层接口，有助于

实现调用方全流程标识解析应用。通

过融合安全服务模块的各种接口安全

管控功能，该模块可提供标识注册、

标识管理、标识解析服务接口。提供

数据结构校验功能，可以验证调用方

上传标识关联信息结构的完整性和规

范性。此外，应用接口还支持跨平台

调用和不同开发语言的对接。接口需

要采取 HTTPS 安全隧道，并且支持轻

量级的数据交换格式对象简谱（JSON）

或者可扩展标记语言（XML）。

（4）标识解析展现模块。

该模块基于移动终端提供统一的

标识码关联信息来展现功能，并支持

各种主流的移动端操作系统。标识解

析展现模块不仅支持各种移动应用程

序（APP）软件（微信、支付宝、移

动浏览器等）进行扫码（二维码）展现，

还可同时展现企业信息、品类信息、

单品信息，并支持展现信息的收缩、

嵌套标识码关联信息的扩展展现，以

及统一资源定位系统（URL）链接跳转、

电话信息拨打、邮件信息的调用（发

邮件）等。

（5）查询统计模块。

查询统计模块具有标识发码量查

询、标识码追踪、事务日志分析、发

码统计分析和数据查询功能。该模块

具有可视化分析功能，支持报表的导

出，可提供产码报表（日、周、月）

和趋势分析图。

（6）账号权限管理模块。

为应对工业互联网标识应用接口

层的调用、内部管控及企业信息化系

统所提供的接口服务，在服务平台上

建立账号，可以管理和区分用户身份

及其对应的权限，即根据用户身份集

合来确定角色，并按照角色所面对的

系统功能来分配权限。用户初始化固

定后，仍可进行添加或修改。权限设

定管理可灵活实现到功能菜单级别。

账号权限管理的对象覆盖了整个服务

平台数据、功能、操作和接口。配置

管理设置了专门的界面入口，并且需

要最高角色权限才可进行操作。安全

服务模块为该管理提供安全保障。这

类管理方式，保证了平台服务和企业

信息化系统的权责分明，使之具有可

控性和可追溯性。

（7）安全服务模块。

安全服务模块向工业互联网标识

应用接口层及内部管控提供统一的安

全服务功能，例如：向企业信息化系

统应用接口提供权限管控功能，提供

多种调用方身份确权机制（账号 + 密

码确权或数字证书验证）和相关配置

管理功能；提供调用方 IP 白名单控制

及相关管理配置功能，控制调用方 IP

地址，以实现对调用方服务器的控制。

为保障调用方通信数据安全，在应用

接口创建 HTTPS 安全隧道及相关的秘

钥 管 理 配 置（ 支 持 RSA 2048 或 SM2

算法），可以实现接口通信数据的加

密。此外，该模块可为标识应用支撑

服务系统调用方部署和配置数字证书。

基于 PKI 体系的数字签名技术，不仅

可以实现接口调用方在标识创建、标

识管理、标识删除过程中对标识关联

信息的数字签名，还能实现调用方标

识关联信息操作过程的数据完整性验

证和行为不抵赖。

（8）存储备份模块。

备份不仅仅是数据的保护，其最

终目的是在系统遇到人为或自然灾难

时，能够通过备份内容对系统进行有

效恢复。因此，在考虑备份选择时，

除了消除传统输入指令的复杂程序或

手动备份的麻烦外，更要实现自动化

及跨平台的备份，以满足用户的全面

需求。

（9）日志分析模块。

作为整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志分析模块由多台服务器构成，并

通过网络的协调同步共同完成日志分

析。面向海量的日志信息，该模块可

通过实时的日志分析为用户提供服务。

日志分析系统会周期性地产生众多日

志分析任务。这些任务在系统的调度

下被分派到适合的计算节点。日志分

工业互联网标识在家居定制行业中的应用探索 区景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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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任务具有计算量大、时效性强、准

确性高等特点，其性能好坏决定着整

个系统的成败。日志分析系统的模块

结构介绍，使任务调度模块在整个系

统中的核心作用得到明确。与此同时，

一个高效任务调度模块需要实现的目

标也被提出。日志分析模块不仅可以

针对异构企业信息化系统的调用过程

进行日志记录，例如记录故障、权限

获取信息，还能够提供日志信息查询

检索、可视化的日志分析报表、IP 访

问分析报表、错误记录统计报表，并

且具有日志定期自动清理功能。

3 应用集成和推进方案     

3.1 标识在定制家居供应链端的数据互

通应用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及工业

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提供的标识

解析服务，可以解决上下游企业在供

应链端的编码转化和产品数据信息互

通问题。这对发挥工业互联网标识在

数据共享、数据互通的优势，降低上

下游企业在供应链端的管理成本和提

高数据互联互通的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1）供应商企业结合自身对成

品管理的要求，为所有生产成品分配

统一的产品编码。简而言之，供应商

企业无须改变自己原有的编码体系，

也无须为下游的供货产品打上额外的

条码或二维码。

（2）供应商企业在自身的仓库

管理系统中，特别是在出库的业务流

中对接工业互联网标识应用接口时，

可通过前缀码 + 自定义码的方式构建

标识码，并在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

系中创建工业互联网标识对象。标识

关联信息采用预先与下游企业协商的

数据结构。该过程在出库业务流程的

后台执行，不会对相关管理系统的操

作界面产生影响。

（3）供应商企业在完成标识创

建后，只需要在产品外包装打印自家

产品的产品编码即可，无须增加其他

额外条码。随后，物流系统将会把产

品配送给下游的定制家居企业。

（4）定制家居企业在供应商企

业产品入库过程中，可通过原有条码

扫描外设获取供应商供货产品编码信

息。 仓 库 管 理 系 统 不 仅 能 够 通 过 产

品编码确定供货商企业的标识前缀

（88.168.106），将标识前缀 + 产品编

码进行拼装形成标识码，还可以调用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接口获取标识关

联信息（获得结构化的产品信息数据），

并将供货商产品信息数据添加到自身

的仓库管理系统中。

（5）基于标识解析获取的结构

化产品信息及自身“物料编码”的编

码规则，定制家居企业可以进行编码

转化，给存入的供应商产品创建唯一

的“物料编码”，为自身的业务管理

提供服务。

3.2 标识在定制家居全生命周期透明生

产状态信息中的跟踪追溯

在面向家居定制行业的工业互联

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项目的应用案例

中，工业互联网标识能够对异主、异构、

异地数据进行跨流程、跨设备、跨系统、

跨平台的互联互通。作为数据对象的

载体，工业互联网标识能够串通并承

载各个生产环节的状态信息，可实现

厂内、厂外双线数据信息流的监控。

厂内数据信息流是指定制家具企业原

有的生产制造系统数据流。厂外数据

信息流则是通过一码到底的工业互联

网标识码的解析查询，实现定制家具

的透明生产过程状态的跟踪和产品信

息的溯源，具体如图 2 所示。

为降低工业互联网标识对现有生

产制造体系的影响，避免直接在生产

制造设备系统上改造调用工业互联网

标识接口的操作，可以选择后台的企

业资源计划（ERP）、制造执行系统

（MES）、仓库管理系统（WMS）等

信息化系统的旁路形式接入。由于状

态跟踪即时性要求不高，所以亦可以

采用异步的形式对工业互联网标识解

析信息中的状态生产信息进行更新。

接单是消费者缴纳定金确认购买

行为的环节，也是定制家具整体服务

开始的环节。作为工业互联网标识自

定义码的部分，订单号可以拼接该定

制家具企业的标识前缀，形成工业互

联网标识码。该标识码，即一码到底

的“一码”，贯穿于定制家具的全生

命周期。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的核心

价值是共享互通。作为工业互联网标

识的解析信息而上传的数据，属于定

制家具企业可公开查询的信息内容。

企业自身不愿将内部生产等敏感数据

标识化以供用户查询解析。如果的确

存在厂内生产深入应用工业互联网标

识实现协同制造的案例场景，企业可

考虑在本地建设和部署节点，并将工

业互联网标识数据存放于该节点中。

企业可直接掌控管理标识数据，同时

设定权限控制和完善安全防护机制。

各个环节上传作为工业互联网标

识解析的信息，以进行定制家具生产

制造、销售、服务状态的跟踪和信息

追溯。

（1）接单环节。生成的订单编

码作为工业互联网标识私码部分，然

后拼接定制家具生产制造企业的前缀

作为一码到底的工业互联网标识码。

该环节上传的标识解析信息包含客户

基础信息和订单基本内容，例如客户

姓名、联系方式、住址、购买产品名

称等。

（2）现场测量环节。在这一环

节中，定制家具企业将安排专业测量

人员上门测量定制家具的尺寸。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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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数据将被录入该环节的标识解析

信息中，以供用户解析查询。

（3）拆单环节。该环节主要是

指物料清单（BOM）分单。由于此类

信息属于生产制造数据，对外信息追

溯展现的意义不大，因此详细信息不

必展示，仅须展示拆单状态和完成时

间即可。

（4）材料入库环节。该环节是

供应链应用的延申，即在解析信息中

记录并嵌入供应商提供的物料货品的

工业互联网标识码。这些标识码由于

分别使用各自供应商企业的标识前缀，

因此具有唯一性。用户点击嵌入的工

业互联网标识码，就可获取相应供应

商货品的相关信息，从而实现溯源。

如果供应商企业未申请工业互联网标

识前缀，则以供应商名称和供货货品

名称代替即可。

（5）开料、封边、钻孔、修色、

分拣、包装、成品入库。这些环节均

属于内部生产制造的环节。此类环节

可解析展示“加工环节名称”“完成

状态”“加工地点”和“完成时间”4

个基本状态信息。

（6）发货和物流环节。在这一

环节中，工业互联网标识可以承载“发

货地点”“发货联系人”“收货地点”“收

货联系人”“发货状态”“所选物流”

和“物流状态”等基本信息。

（7）售后安装环节。售后安装

可以在标识解析信息中存放产品安装

指引示意图。

3.3 标识在定制家居售后安装指引的

应用

基于一码到底的案例设计理念，

在定制家具产品的生产制造过程中，

企业根据不同产品情况确定不同的安

装指引过程，并形成图文或视频材料

记录在该产品工业互联网标识码的解

析信息中。该标识码以二维码的形式

▲图 2  一码到底的定制家具全生命周期信息追溯流程图

CRM：客户关系管理

ERP：企业资源计划

MES：制造执行系统

PLM：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SCM：供应链管理

WMS：仓库管理系统

WWS：商品管理系统

▲图 3  定制家具售后安装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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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打印在产品外包装上。

如图 3 所示，当定制家具产品抵

达现场时，任何安装人员（安装师傅

或者消费者）都可以扫码解析产品上

的工业互联网标识码获取每一个产品

部件的安装指引信息。安装人员只须

根据该安装指引进行定制家具的安装

即可，无须特别关注每套产品的不同

安装方法。另外，涉及泛家具生态圈

的相关企业也可解析获取该定制家具

产品的安装指引信息，用以对接自身

产品的配套生产或安装。在未来，要

实现这种更深入、跨企业的协同工作，

还需要克服很多困难。

如图 4 所示，在安装人员完成售

后安装后，消费者可直接在扫码解析

的界面对该服务和产品进行评价反馈。

反馈信息将返回至定制家具企业，以

供企业进行分析。此类反馈信息甚至

可以包括交付安装地址等终端消费者

的相关信息。

3.4 标识应用推进方案

（1）加入相关产业联盟。

这类联盟包括工业互联网产业联

盟和家具产业联盟。联盟可向成员企

业大力开展关于应用工业互联网标识

解析体系的宣贯活动，以全方位构建

本地家具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标识解

析体系。

（2）寻找试点应用企业。

针对本地代表性家具企业展开调

研，有助于收集相关重要信息：企业

基本经营情况、企业信息系统建设应

用状况和企业全流程管理过程中标识

码（私码、自定义码）的使用情况。

通过现场参观等方式调研企业，向被

调研企业宣贯工业互联网标识的基本

知识、应用意义和应用案例（如图 5、

图 6 所示），有利于推动试点企业落地。

（3）参与应用平台规划建设。

本地的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

台、家具智能制造平台、定制家居服

务平台的规划和设计工作需要各方积

极参与进来。工业互联网标识体系需

要被融入各个应用平台的建设方案中，

以逐步推进工业互联网标识体系在家

具产业生态圈的建立。

（4）寻求服务商和渠道商深入

合作。

针对工业互联网标识体系的应用

接入，企业应与区域软件服务商和渠

道合作伙伴进行现场技术交流和培训，

重点介绍工业互联网标识体系的应用

层接口、标识关联信息的结构、标识

码的各种操作过程。现场演示各种接

▲图 4  定制家具售后安装实现效果图

▲图 5  供应链打通（数据共享、满足定制化需求）

▲图 6  产品防伪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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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调用（包括标识创建，标识关联信

息的增加、修改、删除，标识的销毁），

可促进合作伙伴从技术层面深入理解

工业互联网标识体系对其平台或者产

品创造的价值。

（5）打造示范应用和经典案例。

工业互联网标识二级节点基于家

具行业实际应用场景，挖掘工业互联

网标识体系在家具行业的应用案例。

如图 5、图 6 所示，应用案例能够展

现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标识体系的价

值，帮助企业更好地认识标识体系，

推动家具企业真正落地应用工业互联

网标识解析体系。

4 结束语
“个性”是全屋定制的核心部分。

它的优势在于能满足不同个性需求、

减少库存积压和降低营销成本。虽然

这有利于加速新产品的开发，但是相

关细节却错综复杂，环环相扣。这就

需要发挥工业互联网标识在产品溯源、

材料数字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灵活

组织设计、制造资源和生产流程，以

解决家居行业大规模生产和个性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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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矛盾。人、数据和机器的全连接，

能够推动数字工厂、智能产品、生产

服务化、跨界合作的逐步实现，促进

虚拟世界和物理世界的融合。这不仅

能使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还使人与

人、人与厂商的低成本地连接成为现

实。有了工业互联网标识的助力，定

制家居行业必将迎来发展好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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