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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亚智能 RFID 鞋服行业电子标签方案 

行业现状 

整个零售行业(包括线上线下)而言，电商所占的份额大概在 10%上下，另外大约 90%左

右的份额是由实体销售所贡献，但整个零售行业面临新一轮变革确是无可置疑的。纯电商

时代很快将结束，纯零售的形式也将被打破，新零售将引领未来全新的商业模式。 

 

 

  在这个变革的节骨点上，整个零售行业显然有些适应不良，由此电商的崛起成为实体

零售低迷理所当然的理由，此外像人力、店铺租金及原材料成本飞涨、行业过度竞争、商

业模式单一等都成为实体零售低迷的万金油原因。客观而言，这些都是原因，但不是关键

原因，真正关键的原因在效率。电商之所以对实体零售构成压力是因为其效率更高。 

ZARA 之所以能独步服装业全赖其超高的效率，其服饰从设计理念到成品上架仅需 10

天左右。UR 快时尚服装连锁品牌的 RFID 应用管理供应链技术确保了货品的快速采购与生

产、快速配送与调配、快速销售与反馈，整个供应链的高效运转，实现了 7 天的全球领先

前导时间、每周每店两次货品更新、每年推出万款新品，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时尚的、

易于搭配和优质的服饰。据悉，该应用项目分别实现了门店收货、盘点效率提升 10 倍以

上，门店出入库效果提升 5 倍，信息准确率更完整、规范，人力资源将大大降低。 

 

  显然，实体零售行业的竞争已进入效率为王的时代，可谓到效率者得天下，而如何提

升效率已成为当下实体零售行业的当务之急，如何提升?智能化、信息化及自动化乃最佳药

方，特别是以 RFID 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将给实体零售业带来新的爆发! 

 

RFID 技术能给新零售带来什么? 

 

  去年，亚马逊的 Amazon Go 免排队商店一经推出便吸引了全球媒体的目光，Amazon 

Go 最大的特色便是不用像传统零售超市一样排队结账，顾客选好自己需要的商品后就可以

直接离开。事实上，借助 RFID 技术同样可以在零售超市实现免排队和自动结账流程。 

 

RFID 对零售商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体现在供应链管理、库存管理，店内商品管

理、客户关系管理及安全管理这五个方面： 

 

供应链管理：这在零售业中最早使用 RFID 的，同时亦是目前 RFID 用得最多的一个领域; 

 

库存管理：RFID 应用的主要内容包括利用固定或移动读写器对进出仓库以及仓库货架上的

商品进行扫描、提高货物出入、拣货、盘货的工作效率、向上游供货商提高库存的可视

性，方便及时供货、与店内货架自动补货系统相联，及时补货，使库存达到优化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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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店商品管理：在这块上，目前多数零售店都将 RFID 应用在一些易盗或贵重的商品上;服

装店多数拿来智能盘点，防伪防盗，还有的配合试衣魔镜来搜集最直观的消费行为数据，

为门店运营改善最高效最先进的消费体验。 

 

客户管理：RFID 主要集中应用在自助结账及改善客户店内购物体验两个方面; 

 

安全管理：一般应用在商品防盗及遗失上，其次则是用 RFID 识别码替代原来的密码控制 IT

设备的使用权或某些重要部门的出入权。服装供应链商拿来防伪防窜货，保护品牌运营，

维护品牌商誉。 

 

    RFID 的应用使得零售商在这些部分的管理上更加智能化、信息化及自动化，把人从日

常大量机械化的重复工作中解脱出来，避免对人工过度依赖的同时大大提升了零售企业日

常的管理运作效率。 

 

  事实上，RFID 技术让零售商对库存的管理更为精确，使得实体店可减少 20%-30%的断

货率，增加 1%-2%的销售额，让零售商在精益生产、降低库存及精简劳动力上有更大的发

挥余地。以零售门店日常的数据盘点为例，原本全人工操作可能需要一天甚至更久，且其

准确率亦无法保证，应用 RFID 技术后，几分钟甚至更短的时间便可完成，其分门别类的各

项数据皆被详细记录。 

 

  此外在品牌防伪、追溯及藉由 RFID 技术为客户带来的差异化购物体验(如更快速的购

物结算流程)等方面，RFID 技术都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企业还可依据 RFID 技术提供

的详细交易数据进行经营趋势分析与购买模式挖掘，为未来经营策略的制定提供可靠的数

据参考。 

 

  事实上，正是 RFID 技术在零售业应用上巨大的技术优势，全球零售企业巨头们早早就

展开了布局。 

 

  作为世界第三大零售商的麦德龙集团(METRO Group) 宣布计划在整个供应链及其位于

德国 Rheinberg 的“未来商店”全面采用 RFID 技术，麦德龙首席信息官 Mierdorf 表示：“尽

管我们遭遇了许多的技术挑战，但我们终于能大幅度改进货品交收程序，享受 RFID 所带来

的丰硕成果。” 

 

  效果立竿见影，麦德龙的 RFID 项目实施后，仓储人力开支减少 14%、存货到位率提高

了 11%、缺货情况减少 11%，以及货物丢失降低了 18%。 

 

  如今，麦德龙的 RFID 应用技术已经发展至第二代，麦德龙集团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Gerd Wolfram 表示，“第二代 RFID 技术就在眼前，Intermec 是协助麦德龙部署

RFID 技术的策略性合作伙伴，我们与该公司的合作将为麦德龙 Cash & Carry 搭建一个实际

可用的第二代 RFID 设备体系，同时也证明了两家公司是采用这种崭新技术的先驱。” 

 

  作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已然是 RFID 技术应用的领头羊，沃尔玛要求供应商在

包装箱及集装箱上贴上 RFID 标签，并开发出基于 RFID 等技术功能完备的供销存系统及全

球卫星定位系统，以实现零库存管理要求，零售行业分析师估算，沃尔玛通过采用 RFID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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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每年可以节省 83.5 亿美元。 

 

  此外，梅西百货、美国杰西潘尼(J.C.Penney) 、玛莎百货和美国服装(American 

Apparel)等零售巨头皆已大范围布局了 RFID 技术应用，RFID 技术应用不断被看好，俨然已

在零售业掀起应用新高潮! 

 

    而作为全球 RFID 技术应用最前沿地带之一，RFID 在国内零售业的应用亦如火如荼。 

 

  值得一提的是，知名快时尚服装连锁零售品牌 UR 的 RFID 应用项目同样广受业界关

注，成为零售服饰业的标杆应用。 

 

    UR 自 2016 年 5 月宣布“RFID 决战 UR 项目”启动，7 月 DRP、WMS 系统项目即正式上

线、8 月仓库完成整体上线、11 月电子标签拣货与自动输送线系统上线、12 月打通 SCM

系统工厂装箱项目上线，这一系列项目的上线，确保了整个供应链的高效运转，实现了 7

天的全球领先前导时间、每周每店两次货品更新、每年推出万款新品的目标，使得门店收

货、盘点效率提升 10 倍以上，门店出入库效果提升 5 倍，信息准确率更完整、规范，人

资资源大大降低。 

鞋服行业中 RFID 的应用 

随着 RFID 电子标签在零售行业越来越高的渗透率，服装也逐渐开始引入 RFID 技术在整个

管理体系上应用，预计在未来的几年，渗透率将得到较快的增长。有数据显示，2016 年年

底，以服装为主的全球连锁零售行业对 RFID 标签的需求数量超过 50 亿枚。诸如国外的迪

卡侬、ZARA、优衣库，国内的海澜之家、拉夏贝尔、UR、富安娜都已全面实施 RFID 项

目。 

RFID 电子标签在服装行业应用之高，其中有两大原因：首先，这一场景下的标签属于易耗

品，一旦电子标签流转至最终环节，即消费者手里，电子标签的使命随即完成;而另外一个

原因，是得益于其越来越低的制造成本，目前国内该应用场景下的单枚电子标签的平均成

本不到 1 元钱，这对于一件服装的售价而言，大体上不到 1%。 

01 奢侈品牌 Prada 

2001 年 11 月起，世界知名的意大利服装品牌 Prada 高级成衣集团开始在服装上安装 RFID

电子标签，记载有关服装的式样、尺寸、颜色和其他细节以及价格的相关信息。 

当顾客穿着 Prada 的衣服经过他们的商店，RFID 系统将控制店内的显示器播放模特在米兰

的 T 型舞台上展示同款的衣服的画面。 

 

这一技术的使用极大地增添了消费者购买 Prada 产品后的成就感 

02 国际品牌 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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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 于 2014 年就引入了 RFID 技术，在今年，H&M 计划在 1800 家门店中安置 RFID 射频

识别技术，自动统计产品种类、数量以及消费情况。 

03 迪卡侬 

迪卡侬在 2010 年专门设立了自己的 RFID 公司——Embisphere，目前约 85%的商品使用了

RFID 标签标记，除了应用于库存和供应链管理之外，还在门店实现了批量收银，减少消费

者排队时间，提升体验。 

迪卡侬 RFID 项目负责人 Jean-MarcLieby 表示，RFID 技术提升了 5 倍盘点效率，减少了约

10%的商品损失率。 

04 ZARA 

Zara 母公司 Inditex 在 2014 年决定全集团采用 RFID 技术，以改善集团供应链，并表示并

表示 RFID 是新一代门店管理的重要革新。 

2016 年上半年财报上，Inditex 首席执行官公开表示：通过 RFID 技术的应用，改善了近

70%旗舰品牌的库存及供应情况，加上设计、生产和配送方面的升级，上半年销售额上涨

11.1%达 104.7 亿欧元，利润则达到 7.5%的涨幅至 12.6 亿欧元。 

事实证明，ZARA 通过 RFID 技术实现了超高的效率，其服饰从设计理念到成品上架仅需 10

天左右。 

05 优衣库（Uniqlo） 

为了覆盖优衣库所不能达到的更低价的服装，GU 于 2006 年正式成立。2017 年 9 月 15

日，GU 在日本横滨开了一家面积 3 万平方米的由 RFID 技术驱动的数字化店铺，这家新店

开张亮相了以 RFID 技术为核心的产品及几个特色应用，有 RFID 购物车、RFID 试衣镜、

RFID 自助结账等智能化设备。优衣库是首个在全球范围内使用电子标签的日本零售商。 

在顾客挑中一件衣服后，镜子上镶嵌的触摸屏显示出了这件衣服的各种信息：尺码、款

式、面料……衣服上的电子标签信息已被镜子内嵌的 RFID 读取设备读取到。不仅如此，屏

幕上还显示出适合与这件衣服搭配的裤子、帽子、墨镜等商品的图标，这是商家预存的信

息，顾客点击即可查询这些商品。   

06 海澜之家 

于 2014 年末正式启动了“RFID 流水化读取系统”的研发工作，并选定了 3 家企业作为海澜

之家 RFID 流水化读取系统的标签供应商，标签内包含着商品品号、色号、规格、数量等信

息。 

2016 年初“RFID 流水化读取系统”正式启用，该系统投运后，将大幅降低用工成本，提高收

发货效率，为服装企业优化供应链管理做出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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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在引入 RFID 技术后，收货环节在人工上减至原来 1/3 的同时还将效率提高 5 至 14

倍。 

07 红豆 

2016 年，红豆男装加快转型升级，采用了 RFID 技术，推出智慧门店，从全息投影，到智

能货架、智能试衣间，再到个性化 DIY 定制等。 

08 太平鸟 

2016 年，太平鸟采用了 RFID 自动识别智能试衣间自动采集用户行为数据的解决方案，利

用大数据以及 RFID 技术为乐町新品女装提供更多的市场信息，以帮助其做顾客行为分析以

确定哪些款式最受顾客欢迎。 

09 拉夏贝尔 

2016 年拉夏贝尔集团确立了旗下全品牌全环节导入 RIFD 技术的规划，包括成衣工厂挂

标，物流中心收发货，门店快速收货、盘点及智能化管理等。 

拉夏自 17 年春季产品起全面导入 RFID 洗唛，在成衣工厂进行加工挂标，规范了成衣工厂

的生产流程。并采用 RFID 平板检测设备对成衣进行装箱检测，加强了出货前的品检流程，

减少多装、少装及错装的情况。在物流中心，通过通道机快速读取产品信息，提高收货效

率，杜绝串码、少货等情况发生，实现 100%数据全检。在货品出仓前通过发货复核平板验

证，保证发货的准确性的同时，大大提高了发货效率。 

10 时尚品牌“茵曼” 

互联网时尚品牌汇美集团在 2017 年 5 月 5 日正式将 RFID(射频识别)技术应用到旗下主要品

牌之一“茵曼”中。 

该项目中，茵曼将会在每件新品中植入一片比一粒比大米还小、肉眼不易察觉的 RFID 芯

片，每一件衣服对应唯一标码。未来，用户在茵曼+线下体验店拿起一件衣服的次数，进

出试衣间次数，都可被追踪。 

11 富安娜 

  与海澜之家一样，富安娜集团同样深知 RFID 技术的价值，成功应用 RFID 供应链管理

方案解决了防伪及防窜货的问题，通过将 RFID 电子标签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就植入到商品内

部，实现商品进行生产-仓储-物流-销售全过程的监控和数据采集，避免了假货、渠道窜货

的产品被拿到网上低价倾销，从而有效地维护了企业及代理商的利益。 

12 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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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UR 品牌的 RFID 智能应用系统成功落地运行，通过 RFID 供应链技术，实现

了 7 天的全球领先前导时间、每周每店两次货品更新、每年推出万款新品。其 RFID 项目阶

段性收益包括：通过的 RFID 项目倒逼供应商挂吊牌、挂钉、标签装箱、预约送货等更规

范，从源头上用技术手段遏制伪造窜货等不良商业行为的发生，并实现信息互通，供应商

之间更加协同沟通，增加供应链管理的透明化程度。电子标签与输送线结合的配货模式，

更准，更精，更快，更实现自动配货。 

我们能做什么？ 

深圳诺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服装及零售行业 RFID 技术开发应用，为现代时尚

零售企业提供智能、先进和潮流的服装 RFID 管理整体方案。 

RFID 吊牌 

RFID Hang Tag                       

A 薄型款 Ultra-thin Tag 

已复合的 RFID 吊牌，卷状成品并可批量打印写入数据 

Converted RFID tag in roll of printing end encoding 

 

B 厚型款 

RFID inlay 复合在硬吊牌纸板内，外观可以定制 

Converted by RFID inlay in customerized-graphic paper tag 

 

 

RFID 不干胶标签 

RFID Adhesive Label 

具有粘性的 RFID inlay 标签，可以直接粘帖于现有吊牌背面使用 

Adhesive label with RFID inlay,easily sticking on graphic paper tag 

 

 

RFID 织唛标签 

RFID Fabric Lable 

嵌入在织唛标签内，可缝制在衣服内侧 

Converted by RFID inlay on the inside of garment. 

 

 

RFID 洗唛标签 

RFID Care Label 

将 RFID inlay 缝制在洗水唛里 

Converted by RFID inlay on care label 

服装 RFID 应用的标签种类很多，鞋业行业的主要是洗水唛 RFID 标签，不干胶 RFID 标

签，吊牌 RFID 标签，RFID+EAS 双频可回收硬标签，例如拉夏贝尔用洗水唛，海澜之家用

不干胶，UR 与 ZARA 用双频硬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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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装一般用洗水唛，在工厂生产过程中植入进去，不容易掉，可以实现全渠道追溯，

更好地实行防伪防窜货管理; 

在一般没有防伪、防窜货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建议使用不干胶标签或者吊牌 RFID，

使用成本相对低; 

做直营与类直营、原来或者计划要用 EAS 门店防盗的服鞋企业，使用 RFID+EAS 双频

硬标签，工厂挂标签绑定，门店零售过后再回收解绑重新使用，使用实施的性价比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