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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100097;

100097)

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以果蔬类农产品为研究对象, 通过分析农产品生产过程, 研究农事操

作、生产环境、检测信息、生产视频的信息采集技术、数据交换技术、产品溯源技术。方法

采用 C/S 架构农

产品企业的管理系统与 B/S 架构的农产品追溯系统相结合的模式, 设计开发农产品多源追溯系统。结果

实现了

农产品环境数据自动采集、生产过程视频、生产农事记录的信息化管理, 并能够通过手机短信、触摸屏、手机二
维码扫描、追溯网站等多种追溯方式对农产品生产信息追溯, 为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水平提出了可行的解决
方案。结论 该系统在山东滨州的追溯服务中心和农产品生产企业进行了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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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quality and safety issues, the information collection

technology, data exchange technology, and product traceability technology were studied for the farming operations, production environment, test inform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video by analyzing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rocess. Methods

By using C/S structure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management system combined with

B/S structur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ceability system, the multi-source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ceability
system was designed and developed. Results

The functional modules of the system contained the autonomic

recording of environment data, the product video data, the farming operation data, and the agri-product information. They can be traced by the methods through short message, touchscreen, code scanning with mobile,
and the traceable website, etc. Conclusion

This system has been demonstrated in some Traceability Service

Center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nterprises in Binzhou, Shan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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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近年来,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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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环境变化曲线、农事操作详细记录、包装检测记
录等追溯信息。同时对这些信息进行详细记录也能够
为企业生产者提供有效实用的参考数据。

假羊肉、速生鸡、瘦肉精、绝育黄瓜等食品安全问题

因 此, 本文在 借鉴 国内外 相关 研究的 基础 上,

层 出不 穷。据 统计 中国每 年食 物中毒 人数 至少在

以果蔬类农产品为研究对象, 采用 C/S 架构企业的

20～40 万人,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给人们身体健康

生产管理系统与 B/S 架构农产品追溯平台相结合的

和农产品出口贸易造成不利的影响 [1-2]。农产品追溯

模式 [14] 。采用条码识别技术、移动开发技术、web

能够从生产到销售的整个供应链过程中对质量安全

应用技术、GSM 技术实现包括网站追溯、触摸屏追

信息进行记录、存储, 从而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管
理, 为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跟踪与溯源提供依据。
为此, 国内外学者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

溯、手机短信追溯、手机二维码扫描追溯的多方式
产品追溯。

2

系统分析与设计

追溯管理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傅泽田追溯
单元划分、追溯信息采集、传输、处理等方面总结了

2.1

果蔬类农产品生产过程包括生产基地选择、定

食品追溯技术的发展现状, 并提出当前追溯技术的
研究热点将从简单信息记录逐渐过渡到智能化决策
支持领域

[3]

。张建等在对肉类食品供应链追溯单元

生产过程危害分析

植、田间农事管理、采收、产品检验、包装等过程

[15]

,

其生产流程如图 1 所示。

识别与质量传递关系分析的基础上, 确定了肉类食

根据上述生产流程可以得出影响果蔬类农产品

品供应链追溯单元的活动形式, 以追溯单元的变迁

质量安全的因素主要有土壤质量、灌溉水源、施用肥

过程为依据, 对肉类食品追溯系统流程进行了优化

料、施用农药、采收器具、包装物等。对每个环节所

[4]

。Abad 等人采用智能 RFID 标签对生鲜水产品冷链

涉及的影响农产品质量的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在

运输过程中的温湿度环境进行实时监测, 实现了对

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控制点, 如表 1 所示。在生产过程

生鲜水产品运输过程的追溯 [5] 。申光磊引入“RFID+

中须按照果蔬类农产品生产过程关键控制点与危害

条码”技术, 对肉牛及生产的牛肉进行标识, 跟踪牛

分析中要求的相关标准进行种植。同时, 根据企业的

肉全生产过程[6]。孙传恒实现了基于 Linux 的嵌入式

经营类型和经营产品的不同在企业内部建立果蔬类

农产品流通阶段质量追溯系统[7]。Maitri、Tseng、任

农产品生产过程管理系统, 用于跟踪、记录、管理农

晰、叶春玲、陆昌华、王东亭等人也分别在水产、果蔬

产品质量安全相关信息, 并将采集到的信息上传至

和畜禽等领域实现了生产、加工过程产品追溯[8-13]。综

追溯系统的数据中心, 为产品的有效追溯提供支持。

上所述, 前人在追溯领域已做了比较多的工作, 但针
对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控制点进行跟踪与记
录, 实现集农产品生产视频跟踪、无线传感器环境监
控、生产农事记录信息采集于一体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系统的研究还不多见。
在进行农产品信息追溯时, 单纯的文本追溯信
息, 不能使普通消费者直观、充分地了解所购买农产
品的相关信息。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 将生产农事记
录、检测信息、生产环境、视频信息进行详细记录, 并
将这些信息同步传输至追溯平台, 建立产品追溯编
码与视频文件、环境数据、生产农事记录的映射关系,

以黄瓜种植信息采集为例, 首先记录黄瓜的品种、定
值日期、所在地块或棚室等信息; 定植后在日常农事
操作中, 每次对该棚室进行如施肥、施药、灌溉、采
收等操作时, 都需要记录操作的日期、人员、所在地
块或棚室、操作数量、肥料名称、药品名称等信息; 在
这一阶段可以通过录制视频, 记录该时期所做的包
括施肥、施药、检测、采收等关键生产过程的操作视
频; 这些信息都将记录并存储至生产管理系统里, 此
外在该棚室部署的环境传感器也将环境数据通过无
线网络传输至系统当中。

2.2

追溯系统架构

使消费者在产品追溯时能够根据农产品追溯码查询

追溯系统架构如图 2 所示, 通过对从种植到包装

到诸如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关键阶段的视频信息、从种

等环节的跟踪和溯源进行分析, 建立“从农田到餐

植到采收过程中的环境温度、土壤温湿度以及光照强

桌”的农产品生产过程的追溯体系。果蔬类农产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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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产品生产流程(图为作者原创)
Fig. 1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rocess

Table 1
控制点

表 1 果蔬类农产品生产过程的危害分析
Hazard analysis for fruit and vegetable production process

危害分析

限值

预防措施

纠正措施

定植

土壤质量不合格

GB5618-1995,
GB3095-1996…

土壤环境定期检测

对污染的土地采取环境保护措施
或另行择址

施肥

施用禁用肥料或施肥
数量不当

GB15063-2001,
GB2946-1992…

登记肥料采购及使用记录

退回不合格肥料,规范施肥方法

施药

施用禁用农药或施药
数量不当

GB/T 8321

登记农药采购及使用记录

退回不合格农药，规范施药方法

灌溉

水质不合格导致重金
属、化学污染

GB5084-2005

水源检测

禁用不合格水源

采收

农药残留

NY5089-2005…

检测产品抑制率

召回不合格产品

包装

使用有危害包装物包
装导致污染

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

检测包装物

召回不合格产品, 消毒不合格包
装物

贮运

贮存环境不合格或保
鲜措施不当

GB/T10547-1989,
GB/T18518-2001…

监测贮运环境

召回不合格产品, 改善贮运环境

产过程管理子系统对前节所述的农事操作、生产企

理响应速度较快, 但是, 由于 C/S 架构系统运行需要

业、生产视频、产品检测、产地环境等信息进行管理,

用户下载相应的系统软件, 在软件的更新维护效率

并上传至追溯系统服务器数据中心进行统一管理。消

上有一定的缺陷; 而 B/S 模式的系统会受到网络速度

费者则可以通过网站、触摸屏、手机短信、手机二维

和并发运行速度慢的限制。

码扫描等方式查询农产品的相关信息。目前系统研发

因此, 在架构选择上, 综合考虑 C/S 和 B/S 架构

主要是基于 C/S 和 B/S 架构, 在架构选择上, C/S 架构

的优缺点, 采用 C/S 架构, 实现对生产企业进行生产

能够充分利用客户端 PC 的处理能力, 使得系统的处

信息的跟踪记录, 将比较复杂的生产过程、环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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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包装信息、生产视频信息管理交给企业 PC 机来

之后才会产生追溯码。因此, 在数据库设计时需要考

处理, 采用 B/S 架构实现系统的网站追溯, 负责产品

虑如何建立农产品的生产操作信息(包括定植、施肥、

追溯功能。

灌溉、采收、用药、检测等)、生产环境信息(温度、

3

湿度、光照、土壤电导等)、农产品视频信息与追溯

关键技术研究

码的映射关系。外部追溯码与内部生产过程信息映射

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信息采集、上传与追溯过程中

机制如下:

所涉及到的关键技术主要包括追溯编码与追溯信息

农事操作信息: 在记录农产品定植信息时, 系

映射、数据交互、产品追溯等关键技术, 下面分别对

统会为每一次定植生成一个唯一的种植号, 这个定

这几方面的关键技术进行介绍。

植编号对应着定植的产品名称、定植日期、定植所在

3.1

地块(棚室)等信息。在以后记录施肥、施药、灌溉、

追溯编码与追溯信息映射关系
追溯码是每一个产品的唯一标识 [3,

16]

, 农产品

经过采收包装后的产品追溯标签如图 3 所示, 追溯标

采收、产品检测信息时, 需要选择在那个已定植的产
品上进行操作, 系统自动将定植编号存入至施肥、施

签由企业名称、包装日期、产品名称、一维条码、二

药、灌溉、采收、产品检测等农事信息记录表中。定

维条码、数字追溯码六部分组成。追溯码为 20 位, 其

植编号作为这些农事信息记录表的外键, 用于标识

中前 8 位为企业编号、9~12 位为产品编号、13~18

农事操作与定植记录的对应关系, 这样在查询诸如

位为生产日期编号、19~20 位为包装批次号。

施肥、施药等农事操作表时, 就能够根据定植编号确

由于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尚未产生追溯码, 只是

定该操作是在哪个地块, 那个产品上进行的。环境信

记录日常的农事管理信息, 在农产品经过采收、包装

息: 环境信息的采集主要包括生产过程和贮运过程

图 2 追溯系统架构(图为作者原创)
Fig. 2 Tracebility system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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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交互。Web Service 能够提供一个能够通过 Web
进行调用的 API(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 它为
应用程序间的互操作提供了分布式的应用程序平台。
服务提供者使用 Web 服务描述语言 WSDL(web service description language)将服务发布到注册中心, 服
图 3 产品追溯标签
Fig. 3 Traceable tag

务请求者通过服务发布者提供的服务地址查找所需
服务, 并使用通过简单对象访问协议 SOAP(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来调用服务。从企业端生产过

的环境信息采集, 采集参数包括空气温湿度、土壤温
湿度、光照、乙烯浓度等信息, 通过无线传感器网络
将这些信息进行采集并传输企业端数据库中, 并对
企业编号、传感器的设备编号、地块(棚室)或贮存仓
库的映射关系进行配置。

程管理系统角度来分析, 数据交互包括从追溯系统
下载数据和将本地数据上传至追溯系统两部分, 下
面分别对这两部分进行介绍。
(1)下载数据
在日常蔬菜生产中, 由于有可能增加新的需要

视频信息: 和环境信息的配置方式一样, 视频

种植的农产品或增加新的蔬菜生产企业, 而每一个

信息是将企业编号、监控设备所在地块(棚室)或贮存

农产品或企业的编码是唯一的, 因此, 为了对这些信

仓库、IP 地址、端口号的映射关系进行配置。

息进行统一管理, 应由追溯系统的中心数据库进行

包装标签: 在生成标签时, 通过选择定植时间、

增、删、改、查的操作, 企业端不能自己制定产品的

产品及定植地块(棚室)确定唯一的定植编号, 并将产

编码, 而是通过生产过程管理系统将企业的唯一标

品的定植编号和所生成的追溯码进行映射。

识性代码以及各个农产品的唯一标识码下载, 在包

在进行产品追溯时, 系统首先根据追溯码查到

装标签生成时系统则根据已下载的这些产品和企业

定植编号, 然后查询出与此定植编号相关的施肥、施

所对应的编码生成最终的追溯码, 追溯码中的产品

药、灌溉、采收、产品检测信息。对于生产环境与视

编码和追溯中心的产品编码及其他企业同样产品的

频信息系统则根据定植编号查找到所在地块(棚室)、

编码保持一致, 并且也保证了每个企业的企业编码

定植日期、包装日期, 查询从定植至包装这一阶段的

的唯一性。

视频和环境信息, 并以视频及环境变化曲线图的方

(2)上传数据

式进行展示。

生产过程的信息采集只是将数据存储至生产企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对企业端生产过程管理系统

业的数据库中, 为了使消费者能够根据追溯码进行

数据库进行设计, 实现追溯码与生产农事信息的一

产品追溯, 需要将这些数据上传至追溯系统的数据

致性匹配, 其中数据表关系图如图 4 所示。

库中。在上传过程中, 中心数据库中的农事信息、生

TBPRODUCT 表存储了产品的包装信息包括条码号、

产环境信息以及视频信息的数据表应同时存储企业

企业号、采收编号等, 企业号与采收号唯一确定了

编码, 用来区分不同企业上传的信息。

TBHARVEST 表中的采收编号和种植编号, 从而可

上 传 过 程 主 要 是 先 将 信 息 序 列 化 , 并 以 xml

以根据种植编号找到地块编号, 并根据地块与视频

(extensive markup language)格式上传至服务器进

采 集 设 备 和 环 境 采 集 设 备 的 映 射 关 系

行处理和存储 [17,

(TBDEVICEPLANT, TBOPERVIDEO)表确定该地块

上传不同, 视频不是存至数据库中, 而是以文件

的数据采集来源。这样就可以将该地块所种植产品的

的形式存至服务器的相应目录里, 并且, 为了能

农事信息表(定植、施肥、灌溉、采收等)、检测信息
表、期间的环境数据表、视频数据表一一对应起来。

3.2

数据交互技术
果蔬类农产品多源追溯系统采用 Web Service 技

术实现追溯系统与企业端生产过程管理系统之间的

18]

。与农事信息、生产环境信息

够 兼 容 多 种 操 作 系 统 的 浏 览 器 (IE, Safari), 需 要
将 视 频 转 换 成 为 .flv(Flash video, IE 支 持 )
和.mp4(MPEG-4, Safari 支持)格式, 追溯系统通过
判断浏览器的类别, 并根据消费者所使用的浏览
器返回相应格式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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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生产过程管理系统数据表
Data table of production process management system

产品追溯
短信追溯技术
短信追溯的基本流程如下, 消费者将追溯码通

过短信发送追溯条码至指定的短信平台所对应的平
台号码中。短信平台将手机号码、发送内容、发送时
间存至短信数据表中。短信追溯服务端将定时扫描短
信数据表, 对已上传的信息进行解析, 获取用户输入

3.3.2

手机二维条码扫描追溯技术
手机条码扫描是采用智能手机实现便携式、自动

化的农产品信息追溯, 它的核心是图像的实时获取与
解码, 手机摄像头解码流程如图 5 所示。手机解码程
序在识别出追溯编码后, 将启动手机端的 web 浏览器,
通过含有追溯码的 url 请求方式获得追溯结果。
3.3.3

网站与触摸屏追溯技术
网站与触摸屏追溯都是通过网页的形式进行

的追溯码, 并对追溯码进行验证、查询, 最后将追溯

产品追溯, 消费者通过访问追溯网站并输入追溯

结果通过短信平台发送至用户的手机中。

码, 或者使用带有二维条码扫描头的触摸屏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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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进行扫描, 将能查到产品信息、企业信息、农事

Android 操作系统上开发实现; 手机短信追溯网站追

信息、生产环境信息、检测信息、生产视频信息等

溯系统是在 windows Server 2003, oracle10g 数据库环

追溯结果。

境下开发实现。系统的网站追溯、手机二维条码追溯、

4
4.1

短信追溯、触摸屏追溯的运行界面图如图 6 所示。

系统实现与应用

4.2
系统实现

系统应用测试
该系统在山东省滨州市的追溯服务中心和多家

果蔬类农产品多源追溯系统采用 c#和 java 语言

农产品生产企业中得到了应用。并将该追溯系统与单

实现, 系统共由 5 个子系统组成, 包括企业端的生产

纯文本信息追溯系统进行访问量测试。测试周期为

过程管理系统、追溯中心的触摸屏追溯系统、手机条

2012 年 9 月 1 日至 2012 年 10 月 31 日, 追溯的品种

码扫描系统、手机短信追溯、网站追溯系统。其中企

为冬枣、西红柿、圆茄、尖椒, 生产企业为 4 家, 测

业端的生产管理系统和触摸屏追溯系统是基于 C/S

试的追溯方式为网站追溯、手机二维条码追溯、短信

的 Winform 应 用 程 序 ; 手 机 条 码 扫 描 系 统 是 在

追溯、触摸屏追溯, 测试结果如表 2 所示。

图 5 Android 手机摄像头解码流程(图为作者原创)
Fig. 5 Decoding process of android mobile phone camera

Table 2
品种

普通追溯

多源追溯

表 2 追溯访问量统计
The visit statistics of product trace

网站

手机扫描

短信

触摸屏

合计

冬枣

14

19

4

11

48

西红柿

8

11

2

6

27

圆茄

6

8

1

7

22

尖椒

4

8

2

5

19

误码

2

0

1

0

3

合计

34

46

10

29

119

冬枣

35

65

6

11

117

西红柿

15

23

8

13

59

圆茄

10

19

4

12

45

尖椒

11

17

2

9

39

误码

4

0

1

0

5

合计

75

124

21

45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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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系统的运行界面
Fig. 6 System interface
(a)网站追溯(b)手机二维码扫描追溯(c)短信息追溯(d)触摸屏追溯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 从追溯内容上看多源追溯

溯产品和生产视频的映射关系。此外, 与传统的农产

次数要高于普通追溯的次数, 从追溯方式上看追

品追溯相比, 在追溯内容上该系统实现了上视频信

溯次数由手机扫描追溯、网站追溯、触摸屏追溯至

息、环境信息和生产信息等多源信息的采集与展示,

短信追溯依次递减。此外, 表中的误码是由于用户

在追溯手段上实现了包括手机短信、触摸屏、手机二

输入错误导致的无效追溯,由于手机扫描追溯与触

维码扫描、追溯网站四种方式的产品追溯, 并通过应

摸屏追溯均是通过扫码放是输入的, 因此不会出

用测试分析得出每种追溯方式的优缺点。

现条码输入错误,而采用网站和短信方式进行追溯

在系统实现上应用面向对象分析设计技术, 采

码输入时用户有输入错误的可能。因此这两种方式

用分层编码的方式, 下层功能为上层功能提供服务,

的追溯误码次数为 0。网站追溯误码率略高于短信

实现了各层之间程序代码的分离, 降低了系统各功

追溯。

能模块之间的偶合度, 提高了系统的可重用性、可扩

5

结

论

本文以果蔬类农产品为研究对象, 设计实现了
农产品多源追溯系统。在企业端, 采用 C/S 架构的农
产品溯源信息采集系统对农产品生产企业的生产过
程的农事操作、生产环境、产品包装及农产品相关视
频信息进行跟踪记录, 通过 web service 将信息上传
至追溯平台, 为农产品的快速准确追溯提供数据支
持。

展性。系统可以通过简单的扩展能够将畜禽、水产等
农产品集成至追溯平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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