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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的智能运输集装箱
中集集团利用联网集装箱提高物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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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物流和运输行业加入工业 4.0革命，借由连接服务和新的物联网（ IoT ）功能实现智能化的集装箱，

将在提升运输效率、安全性和透明度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集装箱制造商而言，智能集装

箱创造了向最终客户提供差异化产品并且拓展产品组合的机会。

本案例研究考察了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中集集团 ）如何通过其子公司中集

科技开发智能集装箱，从而支持工业4.0的物流需求。中集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运输集装箱制造商之

一，拥有48% 的市场份额（来源 ：Berg Insight）。通过将全球连接和可追溯性与集装箱内的传感器和

跟踪设备集成，中集能够提供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的服务。 

运输集装箱 - 运输转型
运输集装箱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运输方式。二战后，20英尺标准箱得到广泛使用，承担着全球80%
以上的贸易货物运输，而且它们的使用仍在继续增长。

虽然没有人确切知道目前使用了多少个集装箱，但据保守估计，目前有2,800万到3,100万个集装箱在

全球流转。另外，每年生产和部署的集装箱增量为200万至300万个。

随着越来越多的集装箱用于运输，想要跟踪单个集装箱及其货物的状态变得越来越复杂。与此同时，

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都需要通过更好的库存控制和防损来提高盈利能力。

监管和消费者需求给集装箱运输带来了额外压力。例如，为了确保质量，药品和生鲜产品生产企业需

要确保其产品在特定温度下通过冷链安全运输。要应对这些挑战离不开智能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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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更智能的运输集装箱 
以往，集装箱制造商之间的差异化程度很低。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该行业已经从高度分散转变为高度整

合。中国制造商目前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占全球集装箱产量的97%以上（来源 ：Berg Insight ）。

随着移动技术的进步，现在能够以合理的成本实现单个集装箱联网。物联网 （ loT ）技术与这种移动连接服务相

结合，使得集装箱变得智能化。中集集团等物流设备制造商利用这些技术进步，通过更广泛的增值服务来实现

差异化，满足客户对更先进的可追溯性、控制和安全性的需求。

新丝绸之路上的智能集装箱 
古代丝绸之路不是一条单一的公路，而是连接中国和欧洲的多条路线，最初由贸易商使用驮兽和手推车开辟而

成。这些古道至今仍在使用，但商队已被沿着公路、铁路和水路运输的集装箱所取代。 

中国目前占全球商品贸易的约12%（来源 ：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在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反映了古代

丝绸之路在货物运输方面的持续重要性，该倡议旨在加速亚太地区和中东欧的经济增长。

中国政府为弥合经济和技术差距而提出这一发展战略，重点聚焦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

欧亚国家之间的连通性及合作。

货物从中国运输穿越多个国家和大陆，以往难以跟踪货物，也难以控制和保证更敏感货物的运输，其中包括不

间断的冷链等要求。丢失和被盗以及海关和港口管理机构流程也会减慢货运速度。

为了找到全新的解决方案来解决这些长期存在的问题，中集集团成立了子公司中集科技，开发和部署智能技

术，以便与母公司的产品集成。虽然中集科技最初专注于智能集装箱，但现在正将重点扩展到所有物流设备。 

中集科技旨在帮助客户从传统物流公司转变为以有效方式使用大数据的企业。物流链中主要参与者之间的合作

将建立智能集装箱和其他智能设备的互联生态系统，这将使中集科技设想的转型成为可能。

为加速转型，中集科技与Telenor、华为、中兴、奥一以及行业价值链中的许多创新企业以及物流标准组织共

同建立了全球智能集装箱联盟，旨在结合相关合作伙伴的知识和信息，建立市场标准，推广智能集装箱。 

实现“一带一路”全线集装箱追踪
2018年春季，由Telenor Connexion连接的第一个中集科技智能集装箱通过卡车、火车和轮船沿丝绸之路运

输。随着集装箱沿着道路运输，它为集装箱和货物的所有者以及运输服务提供商提供了准确的信息。以前，所

有这些信息都必须从许多不同的系统和位置进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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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集装箱联网的物联网解决方案 
为了使智能集装箱成为现实，中集科技需要通过移动/蜂窝网络，提供简便、稳定、覆盖全球的连接解决方

案。当联网物体跨越海洋和国家时，可靠的覆盖至关重要 ——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地区。为了向客户提

供持续连接服务，全球覆盖必不可少，这意味着连接服务提供商的漫游功能至关重要。其他关键要求还包括跟

踪定位的能力和服务质量，以确保资产不会减损和消失。

由于集装箱的生产和生命周期跨越十年以上，中集科技寻求能够保证长使用寿命、稳定性和可靠性的物联网连

接技术。联网集装箱需要面向未来的SIM卡和模块，支持双向通信以进行无线（ OTA ）更新，这有助于避免在

现场进行昂贵的更换操作。实际上，这意味着通过移动网络的连接是唯一可能的集装箱联网技术。

在评估多家供应商后，中集科技选择了Telenor Connexion全球连接解决方案。无论在哪个国家需要连接服

务，该解决方案都能提供来自可靠合作伙伴的单一SIM卡解决方案。其他好处还包括安全的连接，近乎实时的

使用可见性以及资产控制信息的全面概览。

在奥一（ Telenor Connexion在中国的合作伙伴 ）的帮助下，中集科技为终端客户提供了端到端的一站式智

能物流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涵盖业务创新、售前技术支持和产品生命周期管理。此外，中集科技还可以从

Telenor Connexion 的物联网专家获得全天候客户支持，包括与奥一中国本地支持部门合作的专设支持中心

团队。

为什么选择移动连接服务？ 

连接大量产品时，Telenor Connexion 解决方案经济高效，提供可靠的连接和卓越的服务水平。

• 与客户流程轻松集成 

• 总拥有成本低 

• 全球可扩展性 

• 移动资产和交通工具的全球覆盖 

• 大规模资产设备的理想选择

• 无需现场手动安装 

• 出厂预集成连接性

• 连接安全

• 基于全球标准的安全端到端连接 

• 无需与本地网络进行交互

外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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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NOR CONNEXION全球连接服务 
作为全球物联网供应商，Telenor Connexion基于世界各地400多个移动网络，提供覆盖180多个国家的物

联网连接服务。这确保了一流的网络和服务性能以及高成本效率。客户借助Telenor 全球SIM解决方案，与

Telenor Connexion一家物联网供应商联系，便可以在不同国家实现数百万台设备联网。

成果 

中集科技的联网集装箱解决方案具备多种优势。以下是目前为止的一些成果 ：

TELENOR CONNEXION全球连接解决方案 

• 适用于世界上任何市场的单一SIM卡解决方案 

• M2M级SIM 

• 通过我们的SIM服务门户进行全面监督 

• 全球连接服务的可靠合作伙伴 

• 专属客户经理作为发票事务以及提供支持的单一

联系人 

• 每个设备有专用 IP 地址

• 安全的VPN连接 

• 可配置的触发器，以防止黑客攻击 

• 近乎实时的使用可见性 

• 全面概览和资产控制 

• 位于瑞典的M2M SIM专家提供全天候客户服务

“作为全球市场的领导者，在推进运输行业跨入新的阶段，以满足日益增长的 

国际贸易和不断发展的社会对未来效率的需求方面，中集发挥着重要作用。凭借

Telenor Connexion灵活的全球物联网解决方案，中集得以开发智能集装箱， 

以满足客户需求，并为‘一带一路’倡议和工业4.0革命提供支持。”

深圳中集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周受钦博士

数据质量提高 ： 

集装箱可以自动安全地共享位置、内部/外部温度、

冲击和门警报、装载状态、空集装箱等数据。 

人工检查减少 ： 

对集装箱的持续监控简化了检查和海关流程。

数据采集简化 ： 

以前，中集集团的运输公司客户需要从不同国家的

不同铁路公司检索位置数据，这样做成本高昂，而

且往往很困难。

分包商评估更佳 ： 

联网集装箱使客户能够根据采集的数据对首选分包

商进行评估。

客户满意度提升 ：

客户可以通过物联网平台自行检索实时数据。

合作更轻松 ：

智能集装箱解决方案和大数据访问使中集科技能 

够与保险公司合作，为最终客户提供先进的保险 

服务。

损坏减少 ：

实时数据确保对集装箱行程的每个时刻和每个步骤

都加以监控和跟踪。在货物发生任何损坏的情况下，

客户能够轻松确定应由物流链中的哪个服务提供商

负责。

安全性更强 ：

集装箱可以配备数字锁，以确保不会发生未经授权

进入集装箱的情况。

损失降低 ：

可以更容易地找到被盗或放错位置的集装箱。

港口报关更快速、更简化 ：

随着港口数字化程度的提高，对到货和集装箱的数

据要求也越来越高。港口当局所需的数据可以在集

装箱到达之前发送，以确保处理过程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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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规划
目前，中集科技提供的连接服务是作为一项附加功能，但在未来，中集科技计划使联网集装箱成为标准。与全

球智能集装箱联盟合作，中集科技计划通过联网集装箱和基于大数据的云平台为更多客户提供支持。

作为一项长期战略举措，中集科技在联网集装箱方面所做的努力，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保持一致，

并将促成各个领域中越来越多的应用，需要Telenor Connexion的进一步支持和服务。 

公司简介
中集集团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物流和能源设备供应商，总部位于中国深圳。中集集团

致力于提供高质量和可靠的设备和服务，包括集装箱、运输工具、能源、化工和食品设备、海上物流服务、机

场设施等。

TELENOR CONNEXION —— TELENOR集团旗下的专业物联网企业 

Telenor Connexion是国际物联网领域的全球领导者，管理逾1,000万连接数（ 2018年 ）。我们是Telenor集

团旗下的专业物联网企业。Telenor集团是全球主流移动网络运营商，跻身欧洲三大、全球十大物联网运营商

行列（ 2019年 ）。

Telenor Connexion为拥有大量设备的客户以及包括Telenor各子网在内的其他服务提供商提供管理物联网连

接服务和云服务。 

Telenor Connexion与沃尔沃、斯堪尼亚、日立、安联和富世华等客户合作，在全球范围内管理逾1,000万连

接数（ 2018年 ）。总部和技术中心位于瑞典，在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南非、日本、韩国、中国、新加

坡和马来西亚设有销售办事处。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telenorconnexion.com

万物互联  智享未来



关于Telenor Connexion

Telenor 集团的全资子公司Telenor Connexion是专业的物联网企业，业务遍及全球。Telenor Connexion为拥有

大量设备的客户以及包括Telenor 各子网在内的其他服务提供商提供管理物联网连接服务和云服务。作为国际物联网

连接领域的全球领导者，Telenor Connexion在180多个国家管理逾1,000万连接数。公司总部和技术中心位于瑞典，

在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南非、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设有销售办事处。

www.telenorconnexion.com           
sales@telenorconnexion.com

我们如何为您提供帮助？

有关Telenor Connexion全球连接服务和云

服务的更多信息，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

sales@telenorconnexion.com

TELENOR CONNEXION -- 您的全球连接服务合作伙伴
经验丰富的专业全球物联网供应商 ： 

• 全球最大移动运营商之一Telenor 集团旗下的专业物联网企业

• 为全球行业领导者提供连接服务已约20年 

• 物联网专家提供一流的服务支持 

• 已完成大量复杂的国际物联网部署项目 

•  全球可扩展的解决方案，可实现快速、安全的部署 

• 以客户为中心的灵活方法和快速响应

全球物联网SIM，便于工业部署和集成 

• 无论最终用户身处哪个市场，只需一张SIM卡 

• 轻松将生态系统集成到客户的生产流程和系统中 

• 云端技术SIM解决方案 

• 出色的覆盖范围、可靠性和部署速度 - 实现解决方案的预集成

全球连接服务的可靠合作伙伴 

• 多网络连接解决方案 —— 覆盖180多个国家的400多个一流全球移动网络 

• 无论部署市场数量多少，都只需与我们一家供应商联系 

• 安全且可扩展的物联网解决方案，可集成到客户的销售、生产和交付流程中

一流的服务和支持  

• 全天候客户支持，位于瑞典的物联网专家提供一线支持 

• 利用内部资源即可解决物联网问题

成本可预测 

• 量身定制的客户档案 

• 实时管理和查看SIM卡 

• 配置触发器以防止不必要的流量行为

万物互联  智享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