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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深圳市成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中国物联网产业的先锋企业，卓越的

RFID读写设备制造商和解决方案提供商。成立于2005年，是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及深圳市双软认证企业，多次获得年度最佳RFID读写设备

企业奖。

“深圳成为”的核心业务是RFID及条码智能读写设备和解决方案，

为企业进行信息化的进程提供专业的技术、设备以及解决方案。目

前，产品远销海外100多个国家及地区，客户数量超过4000家，应用

涉及物流、交通、医疗、金融、零售、电力、畜牧业、安防、制造、

大型展会等各行业领域。公司拥有完善的销售及服务体系，包括深圳

总部、国内其他多个办事处、印度的子公司，以及海外众多授权代理

商，为全球客户提供优质产品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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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产品系列我们的产品系列

我们的产品

作为专业的智能终端制造商，深圳成为始终致力于为多行业客户提供更加便捷、可靠、多选择的工

业级产品。凭借强大的研发实力与行业领先的技术水平，自主研发并生产了一系列品类齐全、功能

丰富的智能终端，现已基本形成工业级移动手持终端与车载终端两大产品体系。

模块化的产品设计可以满足客户各种应用环境的需求。1D/2D条码扫描、全频段RFID读写、指纹识

别、GPS定位导航、摄像等功能技术都可以轻松集成到我们的产品中，同时，支持4G全网通、3G、

WIFI、蓝牙等多种无线通讯方式，用户可根据使用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产品得到国内外客户的高

度认可，现广泛应用于物流、交通、医疗、金融、零售、电力、畜牧业、公共事业等各行业领域。

CHAINWAY C3000 
工业级智能手持终端
智慧互联  尽在“掌”控 CHAINWAY C4000 

工业级智能手持终端
释放人工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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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NWAY C4050 
工业级智能手持终端
极致畅快 智所未见

V600 / CWJ500
车载智能终端系列
全程智能把控  出行安全无忧

CHAINWAY C6000 
工业级智能手持终端
坚固便携 卓尔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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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NWAY C3000

CHAINWAY C3000是深圳成为基于Windows CE 6.0操作系统开发
的一款性能强劲、功能齐全、可靠耐用的高性能工业级智能手持
终端。搭载高性能800MHz处理器，支持RFID读写、1D/2D条码扫
描、指纹识别、WIFI、蓝牙、3G通讯、500万像素摄像头、GPS定
位等各种功能，其中强大的UHF超高频读写功能，具有更出色的灵
敏度，更快的读取速度，以及更可靠的读取性能，即便您在距离标
签5米远的地方，仍能轻松准确地读取信息，高效便捷地开展工作。

我们的产品系列我们的产品系列

R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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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CE操作系统
C3000采用Windows CE 6.0操作系统，系统稳定、操作简易、安
全性高、兼容性好。

坚固耐用
主机具有IP65高防护等级，达到IEC密封规格，6面均能承受多
次从1.5米高度跌落至混凝土地面的冲击，能够在-10℃至50℃的
环境温度下正常作业，并且通过严格的信号测试及静电抗干扰
测试，防水防尘、抗震耐摔，基本满足各种苛刻环境条件下的       
使用。

高性能处理器
高速双核800MHz处理器，256MB运行内存，4GB闪存，提供 
Micro SD/TF卡扩展功能（最大可支持32GB），保证在任意应用
场合都能运行流畅。

双电池设计
C3000标配3200mAh可充电锂电池，并且支持选配容量为
5200mAh的手柄电池，电池总容量高达8400mAh，可实现超长
的续航时间，满足全天候工作的需要，同时手柄的配备，易于握
持，工作更方便。

数据采集功能丰富
全面支持行业领先1D/2D条码扫描、精准低频/高频/超高频RFID
读写、指纹采集、GPS定位、高清摄像、无线通讯等多种功能，
基本满足各行业的应用需求。

HANDHELD COMPUTER
WINDOWS CE SYSTEM



CHAINWAY C4000

CHAINWAY C4000是深圳成为引进行业最新科技，基于Android 4.4
智能操作系统平台打造的一款安全可靠、性能强大、使用简易的高
性能工业级智能手持终端。采用极速四核1.3GHz处理器、IP64工业
级防护标准，配置一流、可靠耐用。支持全频段RFID读写、1D/2D
条码扫描、指纹识别、摄像头、WIFI、GPRS、3G、蓝牙等各种功
能，用户可灵活选配，能全面满足各行业领域的使用需求。

我们的产品系列我们的产品系列我们的产品系列我们的产品系列

R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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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扫描
Chainway C4000采用行业领先Zebra扫描引擎，支持1D/2D条码的扫
描，提供更快的识别精度与速度，并且能够识读污损、低品质条码。
对于物流快递行业包裹经过多次转运造成的问题条码，C4000都能精
准读取。

全频段RFID读写
各种类型的工作频率，C4000都能支持，包括低频、高频、超高频、
NFC等工作频率。不管是用低频配天线延长杆进行动物管理，还是用
超高频批量信息采集功能进行货品的盘点，C4000都能全面满足您的
需求。

指纹识别
支持指纹识别功能，用户可进行指纹录入、指纹图像处理、指纹比
对、指纹删除等操作。电容按压式的指纹传感器，指纹信息的采集更
精准、快速。

红外通信
Chainway C4000可选配红外通信模块，能远距离采集信息，同时可
通过安全加密协议进行加密处理，安全可靠。红外通信还具有抗电磁
干扰、便于高速应用、空间接入灵活、经济的特点，在电力抄表等领
域得到广泛应用。

无线连接
C4000的无线连接方式多样，3G、WIFI、蓝牙等多种可选，瞬时连
接、网络稳定不掉线，无论您在室内或室外工作，都可以拥有极速流
畅的上网体验，随心所欲进行更高效的文字、报表、图片、音频、视
频信息的实时查询、传输与交互。

配件丰富
我们提供丰富多样的配件，供客户按需选择。电源适配器、充电底座
多种充电方式可选；提供扩展口进行丰富的功能拓展；手柄电池让您
拥有独具特色的双电池容量，实现手持机的超长续航，让您随时随地
发挥C4000强大数据处理功能。

HANDHELD COMPUTER
ANDROID SYSTEM



CHAINWAY C4050

深圳成为引进行业最新科技，精心打造的一款性能强劲、功能全
面、率先支持4G全网通的高性能工业级智能手持终端。
基于Android 5.1智能操作系统开发，采用行业领先的高性能四核
CPU，配置一流，性能卓越、运行快速且省电。双频WIFI和4G全网
通通讯功能，可为用户提供更快的数据传输速率和上网速度。集条
码扫描，RFID读写、指纹识别、多种实时无线通讯、拍照等功能于
一身，同时具备高可拓展性，用户可根据使用需求量身定制。拥有
IP64高防护等级，能承受1.2M的高空跌落，坚固耐用，性能稳定，
完全满足各种环境条件的使用需求。

我们的产品系列我们的产品系列

R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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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卓系统
采用时下流行的安卓操作系统，为您打造熟悉、至简的操控体验，用
户可以像使用熟知的安卓手机一样，轻松上手，运用自如。与C4050
的完美结合，不仅操作简易，且安全性高、兼容性好，能够兼容多种
第三方应用软件，满足各种行业领域的应用需求。

精准条码扫描
采用行业领先Zebra扫描引擎，支持1D/2D条码的扫描，提供更快的
识别精度与速度，并且能够识读污损、低品质条码。对于物流快递行
业包裹经过多次转运造成的问题条码，C4050都能精准读取。

行业领先4G全网通
C4050率先支持行业领先的4G全网通（4G版），同时支持双频
WIFI：2.4G+5G、蓝牙等无线通讯方式，可灵活切换，瞬时连接、网
络稳定不掉线，无论您在室内或室外工作，都可以随时随地拥有自由
畅快的上网体验。

高分辨率大屏
在户外阳光直射环境下，也能获得清晰的图表信息显示。Chainway 
C4050配备了高分辨率4寸大屏、高敏光线传感器，在自动调节模式
下，会根据光线强度自动调节屏幕亮度，以达到最佳的显示效果。

全频段RFID读写 
各种类型的工作频率，C4050都能支持，包括低频、高频、超高频、
NFC等工作频率，性能强大，不管是用低频配天线延长杆进行动物管
理，还是用超高频批量信息采集功能进行货品的盘点，C4050都能全
面满足您的需求。

指纹识别
支持指纹识别功能，用户可进行指纹录入、指纹图像处理、指纹比
对、指纹删除等操作。电容按压式的指纹传感器，指纹信息的采集更
精准、快速。

HANDHELD COMPUTER
ANDROID SYSTEM



CHAINWAY C6000

2016匠心巨制，C6000工业级手持终端，坚固便携的机身，流畅高
效的性能，黑白两色可选经典款式，全面满足多行业应用需求。

极速领先4G全网通，同时支持双频WIFI：2.4G+5G无线通讯，搭配
行业一流1D/2D Zebra扫描引擎、精准高频RFID读写，运行于安卓
5.1操作系统，搭载高性能4核CPU处理器，800万像素自动对焦摄
像头及补光灯，内置PSAM安全加密卡，超长电池续航时间，以及
防水防尘抗震耐摔高防护性能，您所期待的手持机超凡性能体验，
C6000悉数尽有，助您提升工作效率，尽情释放人工效能。

我们的产品系列我们的产品系列

R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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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强无线连接
C6000不仅支持行业领先的4G全网通，同时支持双频WIFI：2.4G+5G
无线通讯方式，瞬时连接、网络稳定不掉线，无论您在室内或室外工
作，都可以拥有极速流畅的上网体验，随心所欲进行更高效的文字、
报表、图片、音频、视频信息的实时查询、传输与交互。

安卓5.1系统
采用时下流行的安卓操作系统，为您打造熟悉、至简的操控体验，用
户可以像使用熟知的安卓手机一样，轻松上手，运用自如。系统操作
简易，安全性高、兼容性好。

NFC
C6000的短距离通信技术，安全性高，连接快速、稳定，功耗低，能
够满足特定领域如用户认证、电子支付等的应用。

条码扫描
C6000采用行业领先Zebra扫描引擎，支持1D/2D条码的扫描，提
供更快的识别精度与速度，并且能够识读污损、低品质条码。对于
物流快递行业包裹经过多次转运造成的问题条码，C6000都能精准
读取，高效便捷。

高频RFID
C6000支持高频RFID电子标签的精准读写，支持ISO14443A/B，
ISO15693协议标准，模块性能稳定、成熟，能兼容识别市面各种类
型的电子标签，广泛应用于票务，医疗，一卡通，停车收费，门禁，
身份识别等行业领域。

移动便携
糅合人体工学设计和工业设计思想，以“轻”“巧”为设计核心，握
感舒适，携带方便，功能按键布局合理，可单手操作，适应于各种移
动应用场景。

坚固耐用
C6000具有IP65高防护等级，达到IEC密封规格，6面均能承受多次从
1.5米高度跌落至混凝土静电抗干扰测试，防水防尘、抗震耐摔、可
靠耐用，基本满足各种苛刻环境条件下的使用。

VEHICLE COMPUTER
ANDROID SYSTEM

物流 医疗

仓储 服装



智能车载终端系列

V600是深圳成为按照交通部新颁发的规范及新形势下的行业应用需
求，采用全新安卓平台打造的车载驾驶培训计时终端。产品采用全
新的4G全网通通讯模式，支持WIFI、蓝牙通讯、多种IC卡、指纹、
人脸识别、身份信息等验证模式，同时搭配双路摄像头进行视频、
语音、图片信息采集，兼容汽车OBD信息采集，能够完全实现校
车、货车、驾校车辆等行驶的全过程管理，有效保障行车安全。 

我们的产品系列我们的产品系列

R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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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卓操作系统
采用安卓操作系统全新打造的一款智能化车载终端，操作简便，功能
丰富，轻松实现对运行车辆的动态监控管理。

指纹验证功能
具有可靠的活体指纹识别、身份验证功能。

IC卡读写功能
用于身份验证、一卡通消费等领域。

GPS/北斗定位功能
实时获取车辆位置、行驶速度、方向等数据，显示车辆动态，对未上
传成功的数据，具有再次上传的功能，实现对车辆实时跟踪。

OBD信息采集
可准确记录车辆的速度、油耗等行驶情况，实时提示；并能可靠存储车
况数据，客观分析驾驶行为，给出中肯的驾驶建议，节省行车开销，确
保行程安全；专业诊断车辆故障，及时维护保养，延长汽车寿命。

4G通讯
通过4G网络能够将行驶时间、定位数据、报警信息、图片视频等进
行实时传输，当车辆偏离预定线路或出现异常情况时，自动向管理中
心报警。

视频监控图片抓拍功能
通过前置摄像头或USB摄像头能够抓拍图片，实时进行视频监控，并
可通过网络传给管理中心，并发送信息给相关人员。

语音提示功能
具有良好的语音功能，所有提示信息均能够以语音的方式提示（如刷
卡提示、按指纹提示、GPS信息等），并且支持录音功能。

数据存储功能
采用非易失性存储芯片，存储的信息在断电或断网后不丢失。

VEHICLE COMPUTER
ANDROI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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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深圳成为手持终端产品系列丰富、功能齐全，能够满足各种行业
的信息化使用需求，助力客户简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降
低运营成本。

发展至今，我们已成功为全球超出4000家客户提供智能设备产品
及解决方案，行业覆盖交通、物流、医疗、制造业、金融业、畜
牧等20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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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教育局学生管理

用户背景
西非考试委员会(WAEC)每年都会在其成员国国家(尼日利亚、
加纳、塞内加尔、利比里亚、塞拉利昂)范围内举行统考。每
年春季及夏季，大约220万名考生会在尼日利亚的15000个考
试中心进行考试。考试委员会需要为每个地区制定考试的地
点、时间、科目、频率等一系列计划，并对考生进行监督与
管理。

面临挑战
1. 没有一个有效的管理系统与监督机制，考试委员会的工作
复杂、效率低下。
2. 采用人工识别比对考生身份信息，无法阻止作弊、替考等
问题发生。
3. 没有一个系统来记录考试科目、时间等考试信息，不利于
后续对学生的综合分析与管理。

解决方案
通过配置深圳成为PDA，集成RFID信息读写功能，利用移
动数据通讯功能实时连接数据库后台系统，实现考试科目、
考试时间和地点等数据的系统化存储与管理，智能化识别考
生身份信息，高效精准，助力监考人员精准快速识别考试人
员，从而防止考生作弊、替考等行为发生，提升考试的公平
性与权威性。
 
应用成效
1. 构建了系统化的考试信息管理系统，有助于教育局统筹计
划、合理安排各个地区的考试，提升了工作效率。
2. 通过PDA智能识别考生身份信息，有效杜绝或减少了替
考、作弊等情况的发生。
3. 方便收集参考人员、参考人数量及参考人学校数据，供教
育局参考以优化考试流程。
4. 对每个学生的考试信息进行详细记录，包括作弊行为，方
便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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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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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医院移动护理管理 

案例背景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医疗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医院之
间的竞争已经从医疗技术、设备条件的竞争转移到医院工作
效率和管理水平的竞争，如何提升医院的管理水平和医护人
员的工作效率，成为许多医院争相突破的难题。为提升医院
的综合实力，四川省某医院与我司达成合作，成功部署成为
移动信息护理系统。

面临挑战
1. 采用了PC端的HIS系统作为医院管理总系统，该系统对临
床护理无法进行高效信息化管理。
2. 执行医嘱时需要打印病人资料信息，依靠人工进行信息的
查询及核对，无法满足移动办公的需要。
3. 缺少每一条医嘱执行的详细记录，无法对护理过程进行有
效监控。
4. 护士工作量无法准确统计，绩效无法准确考核，无法高效
地进行护士排班。
5. 护理文书存在书写不规范、不易识别等问题，影响工作     
效率。

解决方案
深圳成为移动护士站解决方案以移动网络技术为载体，依托
医院现有HIS系统，通过移动护理APP，将医护业务整合延伸
到移动手持终端，形成一个实时、动态的工作平台。医护人
员通过手持终端随时随地采集、查询、核对、录入医嘱信息
或患者信息，利用无线网络进行信息的传输或共享，方便快
捷、安全可靠。

应用成效
1. 提高了护理人员的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规范了护理流程。
2. 有助于提升医疗水平，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患者满意度。
3. 完善了医院的信息化建设，提升了医院整体信息化水平，
医院形象也得到提升。
4. 方便了对护理人员的监督与管理，有利于促进整个医院护
理人员的优化配置，提升医院的管理水平。
5. 专业、规范、统一的护理文书减少了护士工作量，提高了
医院的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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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挑战
1. 采用传统人工记录的方式采集贫困人群信息，工作量大，
效率低下。
2. 无法对图像信息进行采集，信息记录不全面。
3. 采用人工比对的方式进行身份核实，耗费时间长，且容易
出错，冒领、重复领取等现象时有发生。
4. 资助人口较多，管理复杂，成本不可控。

解决方案
基 于 客 户 使 用 需 求 ， 深 圳 成 为 利 用 指 纹 识 别 技 术 ， 通 过
C4000指纹手持终端的配置，帮助墨西哥社会发展部建立了
一套完善的资助体系和数据库，不仅解决了个人身份识别、

全面信息采集等问题，还提高了资助的移动性，降低了社会
发展部救助物资的成本。

应用成效
1. 通过指纹识别技术的应用，解决了个人身份识别的问题，
快速精准，有效杜绝了冒领和多次重复领取的现象。
2. 通过无线传输功能可实时传输并保存申请人信息，并建立
详细的个人档案，方便日后的查询与管理。
3. 手持终端小巧便携，具有优越的移动性能，对于偏远山区
贫困人群的资助提供了极大地便利。
4. 完善了资助系统，优化了资助流程，大幅提升了管理效
率，降低了资助成本。

用户背景
为改善社会贫困人群的基本生活，墨西哥社会发展部会针对

符合贫困标准线的人群（包括学生）给予一些福利资助，如

发放救助食品。而由于资助人口较多，对资助对象进行人工

比对发放，效率低下，冒领、重复领取等现象时有发生，资

助成本不可控，常超出财务预算。

墨西哥社会保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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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ICAR动物管理与溯源

用户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
求，特别是对动物类食品的安全问题尤其重视。为加
强对动物的管理以及建立动物类食品溯源体系，欧洲
某国农牧部门通过与深圳成为合作，成功引入高效智
能的RFID信息技术，将动物的饲养、管理、运输、
加工等各个环节纳入信息化管理，建成高效、便捷的
现代化动物管理系统，并提供动物食品“从餐桌到农
场”的完整溯源，有效确保动物类食品的安全。

面临挑战
1. 采用牲畜卡人工记录动物饲养信息，工作效率低、出错概
率高。
2. 采用纸张记录动物信息，不易保存，查询耗时。
3. 出现食品安全事故时追溯困难。

解决方案
深圳成为基于RFID技术，为每只动物建立唯一可识别ID身份
标识码，并在标签内录入该物种的身份信息。在对动物进行
饲养管理时，只需通过移动手持终端对动物标签进行扫描，
即可快速、批量获取扫描范围内的动物信息，并上传至数据
库进行保存，便捷高效。之后的管理加工等各环节的信息也
将通过移动手持终端进行采集并上传至数据库系统，形成完
整的产品溯源系统。

应用成效
1. 提高了记录工作效率、减少了出错率。
2. 对动物的饲养、运输、加工等各个环节的信息进行系统记
录和管理，查询便捷，帮助实现产品的溯源。
3. 促进农牧产品整个生长及加工过程的公开、透明、绿色、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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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广州亚运会边境出入安检管理

合作背景
C5000系列手持移动数据终端（读写器）被第十六届亚运会
（广州）组委会选中，用于运动员证件以及出入境人员的识
别管理。

方案简介：
通过部署成为智能化安检系统，利用PDA实时读取出入境人
员的证件信息，通过无线网络连接数据库系统查询比对，对证
件信息进行快速准确地识别，与传统人工识别方式相比，极大
地提升了出入境人员识别的速度与准确度，杜绝了身份造假、
试图“蒙混过关”等情况发生，从而保障整个亚运会的安全。

应用详情
1. 巡查民警持用移动终端设备（PDA）对证件办理信息进行
查询，并核查登入人员的证件是否真实有效。
2. 封闭性好的码头设置可移动门禁设备，对进出限定区域的
人员进行刷卡登记。
3. 总站、站指挥中心、站巡查队可登入到该系统监控巡查民
警的巡查情况，并通过网络实现与移动终端的通讯指挥。
    

应用成效
1. 用智能化识别系统代替传统人工识别的方式进行身
份的查验，边境安检效率大幅提高，缩短了人员出入境       
时间。
2. 通过PDA对出入境人员的证件信息进行精准核查，有
效杜绝了伪造证件、身份造假等情况出现。
3. 实现对巡查人员工作情况的实时监督，并通过网络进
行实时通讯指挥，加强了巡检工作的管理。
4. 亚运会出入境人员安检精准高效地进行，促进了整个
亚运会安全、顺利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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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银行钞箱管理

案例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有银行每天面临的现金流转量
也越来越大，与此相伴的是各种危害社会安定的手段也在提
高，特别是针对金融领域的犯罪时有发生，银行金库及钞箱
很容易成为金融犯罪的目标。而当前，银行金库钞箱流转完
全采用人工模式，操作繁琐，效率低下，容易出现假冒调款
以及钞箱流转无法监控等管理“盲区”和安全隐患。

面临问题
1．钞箱无电子化身份信息，需进行人工分类管理，工作效率
低下，劳动强度大。
2. 钞箱在金库、押运及网点之间的流转采用磁条、简单证件
等方式进行人员的身份认证，容易出现假冒、伪造等情况，
存在安全隐患。
4. 钞箱流转业务流程无实时的电子化记录，不能自动生成报
表，管理极为不便。

解决方案
通过成为PDA集成先进的RFID识别跟踪技术，对钞箱交接、
现金物流各个环节实现信息化追踪，管理者可实时查看钞箱
流转信息，实现金库钞箱流转信息化管理，便捷、准确、安
全、有效，从而杜绝潜在安全隐患，提高银行金库科学化管
理水平。

应用成效
1．钞箱流转信息化：全面实现银行业务电子化处理，提高了
银行的信息化管理水平。
2. 钞箱管理高效化：优化了银行现金物流业务工作流程，工
作效率更高。
3. 钞箱交接更安全：通过PDA对交接的人员及钞箱进行智能
化身份识别，精准快速，避免人为的错误。
4. 运转信息实时化：管理者通过后台可实时查看每个钞箱的
流转信息，为业务调度及规划提供依据，提升了管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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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中央电力集团抄表管理

面临问题
1. 辖区范围大、用户数量多、且地区分布广，电力抄表工
作量大，效率低下。
2. 需挨家挨户，进入室内进行电表数据的抄写，存在扰民
困扰。
3. 电量数据无法及时上报，无法对抄表人员进行有效的监
督与管理。
4. 历史数据不易保存，且查询不易，管理者无法进行高效
的用电数据分析与管理。

解决方案
通过成为手持终端集成抄表工作所需的各功能模块对电量
信息自动化采集，再利用无线通讯技术进行信息的实时传
输，实现抄表工作的自动化采集与实时管理。并且，抄表
管理系统与企业生产管理系统的无缝对接，可实现终端抄
表数据与生产管理系统后台数据的无缝融合，减少后台数
据人工录入环节，提高工作效率与数据准确率。

实施效果
1. 通过部署使用成为C5000智能终端，集成RF模块与蓝牙
功能，无需入户即可实现远程抄表。
2. 通过PDA自动读取电量数据信息，无需人工抄录，显著
提升工作效率与抄表数据的准确率。
3. 利用无线网络进行电量数据的实时传输上报，方便管理
者及时获取用户电量信息并进行管理。

案例背景
越南中央电力集团属于国有公司，主要从事电力发电，
电力传输，配电和电力销售等领域。负责越南中部12
个省份及城市的配电供电任务，负责这一区域所有城
市，农村，山区及岛屿的电力网络建设、开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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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俄等国电商企业物流管理

面临挑战
1. 物流中心商品数量大、品种多，订单分拣环节采用人工方
式，工作量大、耗时长、差错率高。
2. 无法进行货物运输的跟踪记录，配送时间不可控，常常出
现延时等情况，且出现突发事件也无法及时获知及处理。
3. 无法提供实时的物流跟踪信息查询记录，客户购物体        
验差。
4. 没有一个可靠的考核依据，人员管理不便，无法建立有效
的激励机制。
5. 物流中心之间的信息不流通，不利于总部的统一管理与         
调配。

解决方案
通过将条码识别技术运用到物流中心的订单分拣环节，实现
分拣智能化，整个分拣流程更为简洁顺畅，分拣效率得到大
幅度提升。并且对每一笔订单从分拣、出库到配送的整个流
程的时间、执行者等关键信息进行记录，通过无线网络共享
至信息管理平台，管理者通过后台系统即可高效便捷地实时
获取信息并进行管理，还能为用户提供物流跟踪信息查询服
务，进一步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体验。

应用成效
1. 促进物流配送的标准化、精细化、可视化，在节约成本的
同时，提升了物流的运转效率。
2. 实现了智能收货和发货，脱离人工操作，让分拣环节更加
自动化和智能化，保证包裹分拣正确率达到99%。
3. 实现全国分拣中心网上互联，方便总部对各网点的统一管
理，提高了仓与仓之间的调拨速度，促进资源最优化配置。
 4. 物流信息实时追踪，规范了业务流程，提高了工作效率和
管理效益。
5. 提供实时物流追踪信息的查询，客户满意率也得到提升。
6. 建立了更加完善的物流配送网络体系，全面提升了企业形
象和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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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百货零售管理

用户背景
用户为国内大型的上市百货连锁企业。专注经营精品时尚百
货类，包括女装、男装、鞋靴、化妆品、运动系列、时尚配
饰、名品箱包等上万种百货商品。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市
场环境竞争加剧、人工成本上涨、以及客户对购物服务体验
的要求增高等因素，百货企业越来越需要利用现代化手段对
商品进行精细化管理，以提升销售服务质量，降低管理成
本，吸引更多年轻时尚的消费群体。

面临挑战
1. 现场销售时，为客户查询服装商品相关信息时，过程繁琐，
响应速度慢，客户体验差。
2. 销售服装种类繁多，库存盘点工作由手工或条码读写器来完
成，工作量大，且容易出错。
3. 销售数据的统计由固定式电脑输入完成，效率低下，容易出
错，销售情况无法及时反馈给管理者。
 
解决方案
针对百货企业对服装商品的管理需求，深圳成为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将RFID技术引入服装管理，结合无线网络通讯技术的应
用，为用户配置了成为C3000超高频圆极化手持终端，帮助用
户实现库存服装信息的批量盘点、销售现场服装信息的实时查
询，以及销售数据的上传、智能化统计与管理。操作简易，功
能实用，部署迅速，提升工作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显
著提高商场档次，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

应用成效
1. 实现便捷、高效、互动智能的导购服务，第一时间响应客
户需求，提升客户的购物体验。
2. 盘点工作更加高效便捷，以前人工几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工
作量，现在几分钟轻松解决。
3. 通过网络实现终端数据与管理系统的实时传输，方便总部
及时了解产品的销售情况，及时优化营销策略。
4. 采用智能互动的现代化方式进行门店销售与管理，提升管
理效率的同时，大幅提升了商场及品牌形象，吸引了更多的
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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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地市驾校信息化管理

用户背景
国内各省地市驾校为进一步加强对驾校车辆的管理，规范驾
驶培训业务流程，纷纷采用信息化技术手段，来加强对教练
及学员的综合管理，提升驾驶培训质量及服务，实现驾校的
信息化管理。CHAINWAY作为国内领先的驾培行业信息化整
体解决方案提供商，成为各省地市驾校的首选，目前，合作
驾校客户已超过2000家。

面临挑战
1. 驾校的管理工作复杂，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资源，管
理质量差、效率低下。
2. 无法对学员的培训学时及里程进行有效统计，无法保证充
足的学车时间。
3. 对培训学员及驾驶人员身份无法进行有效辨认，容易出现
身份造假、替代等现象。
4. 无法实现驾驶培训过程的监控与管理。

方案简介
根据驾校培训管理需求，以及国家交通部门颁发的规范，
CHAINWAY为驾校企业量身定制了完整的信息化管理解决方
案，包括提供软件系统及智能车载终端，“一站式”解决驾
校信息化面临的所有问题，实现智能化身份校验、培训计时
管理、培训状况实时监控、多终端视频、习题自主学习等，
全面满足驾校培训管理的所有需求。

应用成效
1. 方便并简化管理部门与驾校的考试与培训工作，减少
无谓的人力资源浪费。
2. 根据采集的数据，可以很方便的对各个驾培学校、训
练点、教练人员的绩效进行记录考核，大大提高管理经
营效率。
3. 显著提升驾校培训服务质量，提升学员的综合素质，
激发学员的自主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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