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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 needs of various participants in the traceability syste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China, this paper references the coding technology and HTML5 mobile
adaptive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entry process, providing APP, website and other
query methods for flexible user selec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pointed out the methods of data
management and risk control, and regulatory auth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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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对我国农产品追溯系统中不同参与主体的需求差异分析的基础上，引用编码技术和HTML5移动端
自适应技术等技术完善信息录入过程，提供APP，网站等多种查询方式可供用户灵活选择，同时指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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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管理和风险控制的方法及监管部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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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人们对食品安全关注越来越多，尤其是对日常必
需的农产品的质量要求。建立农产品质量可追溯系统，科学地监管农产品种植、生产、加工、流通和销
售过程，对于防止突发或群发性食品安全事故的出现具有关键性的监督作用。
近几年，我国一些地区、部门和行业开展并实现了农产品质量追溯工作，如河北省建立了农产品质
量追溯系统，甘肃省建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均取得了一些成效，在一定区域实现了农产品的
追溯管理。但依然存在着各系统之间互不兼容、不利于消费者查询、不利于政府部门的实时监管等问题，
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1]。因此，改善现有系统的碎片化状态，链接各个信息孤岛，建立一个能够整合
追溯信息，满足不同使用者不同使用需求的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十分必要。

2. 参与主体的需求分析
基于对农产品流通方式的总结和分析，可以发现在整个农产品流通环节中基本包括生产商(企业或菜
农)、中间商、消费者，这些参与主体也是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的主要使用者。除此之外，政府相关监管
部门也是质量追溯的主要参与主体。由于不同参与主体的参与程度、使用方式、使用目的等的不同，对
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的需求也会有所区别[2]。
生产商——质量追溯系统可以提高品牌影响力，符合顾客的认可。但是问题是会增加生产作业的成
本，因此生产者需要操作便捷，成本低的输入系统。
中间商——质量追溯系统可促进其标准化和效率化，将销售中承担的质量风险进行转移，也会提升
中间商的服务形象。为此中间商要求可追溯系统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消费者——质量追溯系统的直接受益者，对追溯系统的基本需求为真实性、便捷性。追溯方式的便
捷程度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参与度。消费者如果不积极参与进来，整个系统将失去主要意义。
政府监管——政府监管部门的力度是影响追溯系统成败的主要因素。政府监管部门要求对整体追溯
流程有绝对的监管权限，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要求系统信息追溯的便捷性和准确性，同时也要确保数据
在一定时间内留存，便于调查回访。

3. 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构建
农产品生产商将对应批次产品建立单独数据库，并在标准化包装的基础下安装信息识别码，将农产
品的第一信息录入数据库。中间商在收货和转手的情况下分别录入应有的信息，对产品信息进行确认，
并保持产品信息的更新，直到卖给消费者。消费者可以通过商品上信息识别码进行查询确认，如有问题
可以直接反馈。系统进行分析后报给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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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功能以数据库为中心，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录入系统，数据维护系统、查询系统和监管系统。
具体框架如图 1 所示。

3.1. 录入系统
1) 技术支持
a) 编码技术
现今使用最广泛的编码技术为条码技术，条码分为条形码和二维码。相比于条形码，二维码存储信
息量更大，但不如条形码可靠。两者在不同情景下有不同的应用。近年来二维码的应用领域在不断扩大，
使用二维码作为农产品追溯系统的标志将是大势所趋[3]。除此之外，信息识别技术还有 RFID 技术，RFID
技术储存量更大，更便捷安全，还具有写入功能，但这种技术目前成本还比较高，只适用于部分高附加
值的农产品。
根据确定的编码对象，采用《GB/T 16986-2003，EAN·UCC 系统应用标识符》标准中规定的相应标
识符，对农产品进行编码。涉及生产者，产地，采摘时间，包装信息；中转者，中转地，中转时间，包
装时间等元素作为编码对象。用贸易项目标识符 AI(01)来标识农产品 GTIN 代码(14 位)。用生产日期标
识符 AI(11)来标识采摘(中转)日期(6 位)。用包装日期标识符 AI(13)来标识批次代码(6 位) [4]。用源实体
参考代码标识符 AI(251)来标识产地(中转地)代码。
农产品每经过一个节点，都要求将相应的信息转化为相应代码，进行添加。
b) HTML5 移动端自适应技术
这种技术主要运用在信息录入和信息查询的移动端场景下。本着便捷性的原则，信息应当能在第一
时间迅捷的录入数据库，消费者也希望在第一时间进行查询，因此把录入和查询功能移植到移动端就尤
为重要。为此要做到系统与移动端的兼容，移动端自适应就成了要克服的主要难题。采用 HTML5 进行
反应式页面编码，使用 Mobile Jquery 类库配合响应式布局相对代价小的实现跨终端兼容。不仅可以实现
台式计算机和移动式设备的无缝式衔接，对不同型号，不同尺寸的手机做到了同样的兼容
c) 数据库技术

Figure 1. Structure diagra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quality traceability system
图 1. 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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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采用 MySQL 数据库。Mysql 是最流行的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由瑞典 MySQL AB 公司开发，
目前属于 Oracle 公司。MySQL 是一种关联数据库管理系统，关联数据库将数据保存在不同的表中，而不
是将所有数据放在一个大仓库内，这样就增加了速度并提高了灵活性。
系统以农产品流通方式分类形成数据库，每一参与方作为一个节点形成数据表，表中数据元素包括
生产时间，生产地点，中转时间，中转地点，商品指定信息描述等内容。每一最小单位包装的农产品作
为一条数据元组。
2) 信息输入方式
a) 生产商：生产商往往起到对农产品初加工的作用，为此要求生产商进行农产品包装标准化[5]。只
有在标准化的基础上，才更容易进行编码和信息跟踪。每一个编码对应标准化包装的最小包装单位，以
条码的形式，或 RFID 技术贴附在单位包装外部[6]。在编码形成的同时，数据库会生成对应的表，用来
存储此批产品的全程信息。生产商根据实际情况通过移动端将指定数据存入系统。
b) 中间商：中间商在购入产品和卖出产品两个节点，分别要对农产品进行检查，采取数据。包括节
点的时间、地点、产品状态，支持图片形式上传。中间商通过包装上的编码，对应找到数据库中的信息，
根据中间商的账户有权限进行数据的查看和录入。在经过多层中间商时，需要对数据进行持续更新，直
至产品卖到消费者手中。

3.2. 数据维护系统
1) 数据管理
在平台数据中心设置专门部门负责数据的管理，数据库系统的维护和更新。系统维护人员应对主机
设备进行定期检查，确保各设备都能正常工作。同时用户权限的设置应遵循最小授权和权限分割的原理，
政府相关部门有权对整个系统数据进行监督。数据应确保安全稳定，保留时间为产品销售后六个月。数
据管理人员应做好数据的及时备份，并对过期数据也要做到及时的清除。
2) 风险控制
为了防止网络安全扫描以及病毒查杀时对网络性能造成影响，系统维护人员应定期进行安全漏洞扫
描和病毒查杀工作，并根据业务的实际情况对扫描时间做出规定，一般安排在非业务繁忙时段；当发现
主机设备上存在病毒异常的服务或者开放的服务存在安全漏洞时应及时上报分管领导，并采取相应措施。
其中网站主机的备份分两种：系统配置的备份和数据的备份。网站主机至少保持最近三个月的系统
和数据备份，以保证意外发生系统及时恢复。

3.3. 查询系统
1) 查询方式
查询渠道包括网站登陆，短信问询，电话人工服务及手机软件自助查询四种方式，满足有不同生活
方式和习惯消费者的要求。为了适应发展需求，本系统的手机软件自助查询支持移动端数据查询，消费
者可以关注平台公众号或下载平台 APP，通过内置扫码功能对产品实时跟踪[7]。消费者可随时查询农产
品的身份档案，包括生产地，生产日期，质量标准，国家统一要求标准等，产品状况信息将以时间轴顺
序展示。
2) 反馈方式
系统采用便捷的反馈方式，将反馈通道与查询通道进行整合。消费者在查询过程中发现问题可以直
接进行问题反馈，填写有关信息，并支持图片上传。系统收到反馈进行辨别处理，发送到平台相关部门
进行处理。消费者也可以采取电话投诉方式进行反馈，平台将第一时间对问题产品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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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监管系统
在平台上开放监管系统，允许第三方机构或政府机构进行协助监管[8]。力求政府有关部门的配合，
对信息问题和农产品安全事故进行及时追溯，问责。此监管系统有权限对数据进行访问查看，但同时兼
顾到数据的安全保障问题，监管系统无权对数据进行修改。

4. 总结
农产品可追溯体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不断发展并在发展中依照实际情况持续完善。本文在
分析各参与方的不同需求后，给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可行方案，并提出了相应的技术与要求，为我国可追
溯系统标准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参考。相信在未来几年，我国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将会健康有序地发展，
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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