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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ＲＦＩＤ的物联网技术在农产品安全领域中的应用研究
魏笑笑

（西安邮电学院，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６１）

摘要从农产品安全管理技术的现状出发，介绍基于ＲＦＩＤ的物联网技术在农产品安全领域中的应用实例，表明在农产品安全领域中运
用物联网技术，构筑农产品供应链的新型管理模式，从而实现农产品质量的可视化和可追溯，使农产品的质量更加安全、有保障，将对农
产品产销价值链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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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经济发展正在改变人们的饮食习惯，人们对饮

食健康、食品安全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消费者要求享有农产

ＦＤＡ进行登记，以便进行食品安全跟踪与追溯。澳大利亚也
已经建立了一个畜牧标识和追溯系统（ＮＬＩＳ）。

品生产、流通的安全因素知情权。另一方面，农产品安全事

多行业的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在我国才刚刚起步，但发展

故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农产品安全问题

很快。为了符合发达国家对农产品等食品安全的要求，促进

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因此，构建农产品等食品安全体

我国食品质量的提高，对出口食品实施安全跟踪和追溯制度

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重大课题之一。从国外的

已经迫在眉睫。我国正在实施从“农场到餐桌”（Ｆｒｏｍ

做法来看，监管追溯制度已经成为保障农产品安全的一个重

ｔｏ

要且行之有效的方法，各国分别针对自己的国情制定了相应

定农产品安全运作的管理机制；二是完善农产品生产与销售

的法规政策，农产品等食品安全监管追溯体系必将成为市场

安全管理体系。物联网技术的特性使其应用于农产品安全

准入的先决条件。

管理有很好特性，可以通过其相应的后台信息系统，达到对

Ｆａｒｍ

Ｆｏｒｋ）的农产品安全追溯系统，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制

物联网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在国外许多地方已经在食品

农产品的安全管理。从长远来看，实施应用物联网技术的农

安全中得到了应用。２００９年温总理提出了国内物联网产业

产品安全管理必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

的构想：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中，加快推进传感网发展，尽快

益。建立农产品安全追溯体系，需要制定一系列的农产品质

建立中国的传感信息中心。并且国家有关部门已将物联网

量安全追溯标准和解决的关键技术，比如如何构建统一的农

产业纳入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抓紧制定相关促进政策。

产品监管服务体系，如何降低成本达到在农产品等食品单品

物联网技术受到业界和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农产品

级的应用，如何实现全球范围内的食品信息互通与信息跟踪

等食品安全领域中的应用将十分广泛。因此，笔者以物联网

等问题。

为核心，重点研究物联网相关技术在农产品安全领域中的具

２物联网技术概况

体应用。

２．１物联网介绍物联网（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１农产品安全管理技术现状

ｔｅｍｅｔ基础上，利用射频自动识别（Ｒａｄｉｏ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ＩＯＴ）是在Ｉ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

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法国等部分欧盟国家就倡议建立

ｄｏｎ，ＲＦＩＤ）、无线数据通信等技术构造的一个实现全球物品

一种旨在加强农产品等食品安全信息传递、控制食源性疾病

信息实时共享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物品（商品）能够彼

危害和保障消费者利益的信息记录体系，即农产品可追溯体

此进行“交流”，而无需人的干预。其实质是利用ＲＦＩＤ技

系。欧盟、美国、日本等地区和国家均要求对出口到当地的

术，通过计算机互联网实现物品（商品）的自动识别和信息的

农产品等食品进行跟踪和追溯。欧盟规定，从２００５年１月１

互联与共享。ＲＦＩＤ是目前比较先进的一种非接触识别技

日起，在欧洲销售的食品上必须有可追溯标签，否则拒绝进

术。以简单ＲＦＩＤ系统为基础，结合ＥＰＣ标准和已有的网络

入。目前，欧盟利用物联网技术建立的食品可追溯系统，主

技术、数据库技术、中间件技术等，构筑一个由大量联网的阅

要应用在牛肉的生产和流通领域，以保持生产和监管的透明

读器和无数移动的标签组成的物联网。ＲＦＩＤ标签中存储着

度及产品完整详尽的个体信息。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

规范而具有互用性的信息，通过无线数据通信网络把它们自

（ＦＤＡ）要求在美国国内和国外从事生产、加工、包装或掌握

动采集到中央信息系统，实现物品（商品）的识别，进而通过

人群或动物消费的食品部门于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２日起开始向

开放性的计算机网络实现信息交换和共享，实现对物品的
“透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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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物联网组成及工作原理典型的物联网是由ＲＦＩＤ系

统、中间件Ｓａｖａｎｔ系统和Ｉｎｔｅｍｅｔ系统３部分组成旧１。其中，

３９卷２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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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ＦＩＤ系统主要包括ＲＦＩＤ电子标签（Ｔａｇ）、阅读器（Ｒｅａｄｅｒ）

信息管理技术给每件商品标上号码、保存相关的管理记录，

及数据交换和管理系统（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软件；中间件Ｓａｖａｎｔ系统

从而可以进行追踪溯源。一旦在市场上发现危害消费者健

由Ｓａｖａｎｔ服务器、ＯＮＳ（Ｏｂｊｅｃｔ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Ｎａｍ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服务器、ＰＭ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服务器及相应的数据软件等组

Ｍａｒｋｕｐ

成；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系统由计算机系统和网络服务器等组成（图１）。

ｌ数据库
＇Ｉ

Ｉ‘

３基于ＲｎＤ的物联网技术在农产品安全领域中的应用
３．１物联网技术在农产品跟踪和追溯模型中的应用
３．１．１农产品生产。在农产品生产的源头，不管是畜类饲

ｌ

０ＮＳ

【跳址

服务器

养过程中的饲料信息，还是种植过程中的肥料信息，均可以

口Ｃ数据

通过电子标签记录到食品安全数据库中，作为将来质量追溯
一ｌ

Ｉ一

ｌ

康的食品，即可从该市场中撤出该食品。

ＥＰｃ

莲Ｉｎｔｅｒｒｌｃｔｉ篓姻设：甾［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盯Ｓｅ雌ｒｖ［ｃｓ

的原始数据。

３．１．２农产品加工和包装。生产者记录的所有农产品的相
关信息必须提供给供应链的下一个参与方。在这个环节将
根据生鲜农产品的质量、尺寸、色彩进行分级，并包装成物流

单元。根据供应链中前一个环节参与方提供的数据，可以生

圈１基于ｌⅢｍ的物联网系统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１１Ｉｉｎ零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ＦＩＤ

成所需信息的产品标签。

物联网具体的工作原理：当装有电子标签的物体接近微

３．１．３农产品运输。农产品运输环节的应用主要体现为对

波天线时，阅读器受控发出微波查询信号。安装在物体表面

在途农产品的监控、跟踪及道口检查。ＲＦＩＤ可以为物流公

的电子标签收到经微波天线发出的查询信号后，根据查询信

司提供实时监控和跟踪服务．对于业主也可以通过计算机网

号中的命令要求，将标签中的数据信息反射回微波天线。微

络方便地查看自己货物的位置等情况。同时，也可以准确地

波天线接收到电子标签反射回的微波合成信号后，经阅读器

记录农产品在运输途中变质的时间和原因，并且因此确定是

内部微处理器处即可将电子标签中的识别代码等信息分离

供应链中的哪个环节应该负责。

出来。这些识别信息作为物体的特征数据被传送到Ｓａｖａｎｔ

３．１．４农产品销售。物联网技术在零售环节的应用体现为

系统以供处理，处理后传送到Ｉｎｔｅｍｅｔ，然后再在Ｉｎｔｅｍｅｔ上

对食品统计、食品防盗、食品有效期监控等。物联网技术的

利用ＯＮＳ找到该物品信息所存储的位置，由ＯＮＳ给Ｓａｖａｎｔ

应用实现了农产品“源头”及农产品供应链的完全透明度，因

系统指明存储该物品的有关信息的服务器，并将这个文件中

为物联网系统提供了一串详尽而具有独特视角的供应链信

的关于该物品的信息传递过来，从而完成与物体有关的信息

息。对于农产品保鲜问题，农产品一旦变质，ＲＦＩＤ读写器终

查询、统计、管理等应用ｐ１。

端也会实时显示过期信息，提示消费者不要食用，零售商应

２．３物联网技术在农产品安全领域中应用的意义将物

尽快将其撤下货架。

联网技术应用于农产品等食品安全追溯管理，是利用了物

３．１．５农产品危机应急方案。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物流商、

联网的技术优势——ＲＦＩＤ非接触自动快速读写、可数据加

经销商或消费者不仅可以根据农产品安全追溯系统找到每

密等，从而实现了统一管理、高效流通、协调运作。在农产

件食品的最终消费者，还可以找到流通或生产加工过程出现

品流通的各个环节，系统利用ＲＦＩＤ技术方便快捷地获得农

问题的环节，形成一个高效管理和运作的链条。

产品的状态信息和农产品所处的环境信息，同时将这些信

要确保食品质量，源头是关键。保障了源头的质量，接

息经过数据库和网络技术进行整合，形成了完整的农产品

下来整个食品链的安全保障就有了很好的基础和起点。

流通信息流程，实现对农产品的全程监控和跟踪追溯。在

３．２应用举例在国外，很多饲养场都已经运用ＲＦＩＤ标签

农产品跟踪系统中，企业对产品及其属性与参与方的信息进

来全程监测禽畜动物的基本情况，如生长、健康、饲料以及流

行有效标识是基础，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传输及管理是成功

通等情况Ｈ１，从而保证向市场提供放心的肉类食品。以生猪

开展农产品等食品跟踪的关键。实施产品跟踪与追溯，要求

食品供应链追溯模型为例进行说明。

系统具有可靠、快速、精确、一致的特点。有效的追溯需要供

基于ＲＦＩＤ技术的生猪食品产销管理系统以ＲＦＩＤ技术

应链中的每个作业者对其产品进行唯一标识，目的地的位

为核心，把现代网络技术、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库技术与生猪

置、产品的进入与输出之间的连接都应记录在数据库中。做

产业现状相结合，构建从生猪繁育养殖、屠宰加工到配送销

这项工作时，每个作业者负责将这些数据准确地传递给供应

售的产业链全过程的信息追溯管理系统。该系统可为种猪

链的其他伙伴。

养殖繁育和商品猪饲养、屠宰、销售提供最有效的信息管理，

利用物联网技术进行产品追溯，可用２种方法来进行追

同时可以为政府等有关部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基础数

踪：一是从上往下进行跟踪。即农场、食品原材料供应商一加

据，为金融保险机构向养殖企业、农户投保提供依据。为消费

工商一运输商一销售商一零售销售点，这种方法主要用于查

者提供真实准确的产品信息，吃上真正的“放心肉”。

找造成质量问题的原因，确定产品的原产地和跟踪产品的流

该系统分为本地应用系统和公共服务平台２个层次。

通情况；另一种是从下往上进行追溯，也就是说如果消费者

其中，本地应用系统包括养殖生产管理系统、面向肉食品生

在零售销售点购买的食品发现了安全问题，就可以向上层进

产企业的生产管理系统、面向零售商和消费者的肉食品安全

行追溯，最终确定问题的所在，这种方法主要用于产品回收

信息查询分析系统和面向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系统４个层

或撤销中。农产品等食品安全监管追溯系统是利用现代化

次。整体系统设计为５个部分，即生猪生产质量安全追溯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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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信息系统、养殖场信息管理系统、运输屠宰信息记录系统、

通过生猪食品产销质量追溯系统，实现了生产加工环节

分割加工及消费信息管理系统、质量安全查询追溯系统。系

各关键工序的现场数据实时采集，同时对包装、物流环节通

统如图２所示。

过条码关联，使得成品质量追踪成为可能。
采用ＲＦＩＤ技术实现在屠宰过程中的应用，关键技术是
将满足屠宰生产工艺要求的特殊电子标签固定在屠宰生产
线的挂钩上，每一头待宰牲畜的信息与挂钩上的电子标签信
息一一对应，并在生产线重要的工序位置和检验检疫位置安
装ＲＦＩＤ电子标签读写器、控制器等设备，这些设备全部通过

网络与后台计算机连接起来。而ＲＦＩＤ的阅读器一方面将挂
钩电子标签内的信息读出来，送到后台计算机进行数据处
理；另一方面，将工序过程信息写入挂钩电子标签内，供后续

工序岗位使用。系统还可以通过使用挂钩电子标签及其内
部数据信息的读取和加载，实现对待宰牲畜和屠宰加工后牲

畜胴体的一一对应及在整个屠宰过程中的追踪与追溯。

圈２基于ＲＦｍ技术的生猪食品产销管理系统

№．２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ａｎｇ
ｆｏｏｄ

ｂａｓｅｄ帆ＲＦＩ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啦

ｔｅｄｍｄｏｇｙ

（１）饲养场设定。对饲养场进行编号，对应到各个不同

的饲养场；对于大型的饲养场，可进行养猪棚的设定；一个养
猪棚又可以有多个猪圈。

由此可见，这套系统涵盖了物联网技术研究和应用推广
的主要方面，解决了物联网技术在生猪食品产销管理从信息
感知、信息交换到应用集成各个层面的关键问题。
４结论

ＲＦＩＤ技术被列为２１世纪十大重要技术项目之一，被认

（２）生猪基本信息的设定。对生猪进行编号，详细记录

为是影响未来全球产业发展的重要技术，广受关注。ＲＦＩＤ

牲畜来源、畜别、出生时间、畜养时间、免疫情况、出栏时间；

的优良特性，使其在农产品的物流和安全追溯上有着很好的

详细记录生猪的体貌特征、日常饮食、病史、生育史；可以记

应用前景。目前，民众要求重视食品安全的呼声越来越高。

录畜主的信息，如姓名、证件号、联系电话、地址等；可以随时

而利用物联网技术进行食品安全管理。可有效控制问题食品

查询当前每个生猪的健康状况，是否接受过免疫检查。

的出现，并能做到出现问题迅速查找源头，快速截断危害源，

（３）生猪信息显示占可以在种猪圈入口处安装电子耳标
读写器及ＬＥＤ显示屏，当生猪入圈时可以显示详细信息。

（４）屠宰场设定与查询。对屠宰场基本信息的设定、查
询，可以对某一个屠宰场的当前屠宰状况进行查询；同时可
以针对某一头猪进行跟踪查询。
（５）猪肉的管理。对屠宰完的猪，可以按部位进行检索，
查询每个部位的编码，在猪肉上打印粘贴可视条码，条码标

签上可以印刷猪肉等级、名称、编号、重量、出场日期以及其
他需要的信息。

可使农产品的追踪更加实时、准确，使农产品的质量更加安
全、有保障，将对农产品产销价值链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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