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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事

人脸识别作为一种非接触高安全性

生物特征识别方法，在摄像环境不可控的

条件下，姿态和光照被公认为是最大的两

个影响因子，目前光照可以通过一些滤波

算法加以解决。而姿态影响至今，成为人

脸识别中最具挑战的因素。

•产业观察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强物流园区

和网购的管理，迫在眉睫。其中，物流管

理和商品防伪更为重要，它关系到我国及

其商品和装备的信誉。

下期选题预告▶▶▶

广告索引

·ADVERTISEMENT INDEX

新时代

杂志广告合作

杂志征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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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

唯智

雀巢

宝洁

集保

联合利华

强生

亚洲智能卡暨金融消费展

上海国际零售业设计与设备展

新型防伪技术展

广州商业支付系统设备展

上海国际物联网展

亚洲生鲜配送展

封面

封二

封三

封底

P1
P3
P5
P7
P9
P11
P12
P13
P14
P15
P16
P17
P18
P19
P20
P21
P22
P23
P24

•特别报道

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如何充分利用

大数据资源，整合、开放、共享，让数据更

好地为民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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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美国PC Magazine总编辑柯斯塔认为数据的未来应用有七大趋势，其

中以数字汇流对未来最具冲击；结合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语音识别

等技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颠覆性技术和新兴趋势。

国际上，2018年CES(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上，语音助理和智能家

居成为消费科技行业的关键战场。“数据是一种战略优势。全球数字化转

型的大背景下，人工智能和先进的技术将在企业甚至整个行业中掀起更多

剧烈的浪潮。依靠大量的数据分析能力，做出正确、及时的决策来满足客

户需求。”

国内，增量时代结束，存量时代博弈开始。这意味着正值改革开放40

周年的2018年，是“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发端，通过科技创

新，实现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新征程，调整产业结构，行业进一步细分布局，商业模式的破与立，相

互交织，充满着“成长的动力与烦恼”。同时，“依托技术是行业共识，把握

好技术走势，让技术为我所用，而不是为技术所用。”

机会来了，就要好好把握，专注走好每一步。2018无疑是自动识别领

域全面进入新时代的开局之年。

本刊编辑部

卷首语Introductory 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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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电子标识六项国

家标准正式发布

近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

发布了机动车电子标识六项国家推

荐性标准，将于 2018年 7月 1日起

正式实施。此次发布的六项标准包

括：GB/T 35789.1-2017《机动车电

子标识通用规范 第 1部分：汽车》、

GB/T 35788-2017《机动车电子标

识安全技术要求》、GB/T 35790.1-

2017《机动车电子标识安装规范 第

1部分：汽车》、GB/T 35786-2017

《机动车电子标识读写设备通用规

范》、GB/T 35787-2017《机动车电

子标识读写设备安全技术要求》、

GB/T 35785-2017《机动车电子标

识读写设备安装规范》。

马克华菲智慧门店全面

升级

马克华菲智慧门店采用包括

AR技术在内的引流方式，给店内的

每一个商品都配置了 RFID标签。

通过物联网识别器，消费者站在智

能试衣镜前试穿衣服，大屏可自动

识别商品 ID，向消费者展示模特的

试穿效果，同时还可展现产品介绍、

评价、搭配等内容。在高端版本智

慧门店中，除了AR引流功能和智能

导购功能外，马克华菲还新增了门

店盘点和智能巡店功能。

巴西鞋店使用 RFID技

术

巴西鞋店 Sapati使用 RFID平

台，以提升消费者体验。目前，该系

统已完成第一年的运营，门店的销

售额提升了 100%，已为巴西 1000

家门店提供服务。

京东方电子标签落地盒

马鲜生旗舰店

盒马鲜生旗舰店近日落户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BOE(京东方)打

造的零售物联网解决方案，是通过

电子价签、自助终端等设备，结合线

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发展趋势，提

升运营效率和用户体验。目前，除

盒马鲜生外，BOE(京东方)还进驻其

他商超，为阿里HOMETIMES家时

代、天猫超市、京东四季优选、家乐

福、顾家家居、优梵艺术等新零售商

超、大型连锁商超提供 ESL系统解

决方案。

废弃 ATM取款区变身

无人便利店

由废弃的银行ATM取款区改

造成的无人便利店正式对外营业，

人们可以通过支付宝扫码进门，最

后通过支付宝扫码来进行付款，全

过程无人工干预，购物体验十分顺

畅方便。

几禾科技的无人便利店运用

RFID、重力感应校验等技术，而支付

宝则对其输出了支付、实名认证、芝

麻信用三大能力。

经过改造后的无人便利店和普

通便利店主要有三点不同：一是进

门改造成了支付宝扫码自动开门；

二是货架上的每个商品都贴了付款

专用的RFID；三是出门的收银区设

有专门的感应区，当用手机扫收款

码时，支付宝上可以显示商品的名

称及价格，点击确认购买成功后，大

门便可自动打开，整个支付过程大

约2、3秒左右。

业界信息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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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hiPay提供无缝自助

结账技术

金融科技初创公司MishiPay推

出移动自助结账技术，以取代现行

的排队结账。MishiPay不同之处在

于它“扫描、支付、离开”这一无缝链

接的体验，同时结合RFID以防止盗

窃，一旦用户不付款离开，传感器就

会发出警报。反之，用户付了钱，安

全功能就会被禁用，用户可以自由

地带着所购买的物品走出大门。

手机保护壳变身车钥匙

福特最近获得智能手机外壳专

利，手机外壳可成为汽车钥匙。该

专利结合了合理、典型的智能手机

外壳设计、NFC通信功能、UHF发射

器和接收器的附加优点。

“小卖柜”入局无人货架

美的集团推出无人值守便利

柜“小卖柜”。以全场景即时零售为

目标，利用物联网技术打造无人零

售用户体验。“小卖柜”基于RFID识

别技术进行库存管理和订单管理，

支持大量商品无序混摆，在满载200

个商品情况下 5 秒准确识别率在

99.99%。美的集团与阿里云合作，

在美的、阿里云 link双平台支持下提

供物联网智能技术支持，提高数据

化运营能力。

厨余回收桶亮相

RFID 厨余回收桶具有资料传

输与秤重的功能，在计算厨余时可

以将厨余倾倒者个人资料回传，以

便日后打印出账单。安装了 RFID

厨余垃圾桶的小区，厨余的年度排

放量可以有效减少 30% 的厨余量。

近场通信安全测试技术

成国际标准

近 场 通 信 安 全 测 试 技 术

(NEAU-TEST)日前正式发布，成为

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

(ISO/IEC)国际标准，这是中国自主

研发的物联网关键共性安全核心技

术再次“走出去”。这项国际标准是

近场通信安全(NEAU)技术的测试标

准，它规范了NEAU协议的符合性

测试方法，提供了测试装置、测试规

则以及测试用例、测试步骤、预期测

试结果等，确保了NFC设备之间建

立安全连接，防止设备遭受近距离

空口窃听、设备伪造、数据篡改等欺

诈攻击。

RFID 简化 Hatstore.se

的配送流程

Hatstore 通过 delivery man⁃

agement软件 Consignor的网页版

Consignor Ticket 打印 RFID 标签。

无论承运人有多少，Hatstore都可

以在一个系统中预约和打印所有货

运信息，Hatstore也可以追踪其货

运，并向客户发送通知，告知客户配

送在途。

SuperCom部署电子监

控套件

SuperCom 日前推出一体化

RFID和移动技术及产品套件。Su⁃

perCom的PureSecurity Suite是一

个电子监控和跟踪平台，包含智能

手机集成、安全通信、防篡改机制、

指纹生物识别、语音通信和触摸屏

等一系列功能。

区块链融合RFID技术

蛙力买(Walimai)成功研发专属

RFID防伪标签，可通过智能手机应

用进行扫描，并与区块链技术关

联。每件产品都带有不同的 RFID

标签，且会随着供应链中的更新和

代码更改进行动态变化，杜绝了复

制或伪造行为。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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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扫描通道机面世

近日，一款超高频RFID扫描通

道机正式上市。该设备对比其标准

型ROV-SC201通道主要优势在于

体积小、读取速率快、同时定制高度

可直接接入电网仓储自动化流水

线，实现仓储出入库流程全自动化

管理，无需人工干预等。目前此通

道机已成功应用于“国家电网智能

化仓储”项目里，有效地进行大数据

分析，打造敏捷供应链，实现降本增

效的管理目标。

智能技术融入包装

欧洲造纸、纸浆和包装制造公

司斯道拉恩索提供基于 RFID的包

装连接产品，并被称为“智能包装解

决方案”。该公司同时提供近场通

信 (NFC)和超高频 (UHF)的 RFID标

签，以及读取器和基于云的软件，用

于管理读取数据，以便在产品通过

供应链移动或被消费者与零售商处

理时追踪产品。

RS推RFID标签天线

RS Components(RS)日前开始

销售 Telemecanique 的 OsiSense

XG智能RFID标签天线。该款新设

备适用于工业控制面板应用中的访

问控制环节，以及车间或可追溯应

用中。该款智能 RFID天线已销往

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

NFC智能传感器应用于

无线温度记录仪

艾迈斯半导体公司(ams AG)近

日推出一款NFC传感器标签和数据

记录仪集成电路 AS39513，可应用

于智能标签中，实现对食品、药品和

医疗保健品储存和运输过程中的状

况更高效和准确的监控。智能手机

或平板电脑等任何获授权的NFC读

取器都可以读取存储在其内部存储

器中的唯一 ID以及所记录的温度和

其他数据。

P0505提升管理能力

工业等级超高频抗金属标签

P0505是一款专门为金属等复杂环

境设计的标签，具有阅读距离远、灵

敏度高等特点，可应用于工业制造、

资产设备管理等领域，满足了多种

行业的需求。该产品还可进行可预

写码、激光打码、印刷 LOGO、颜色

设定等个性化定制。

免费版访问控制软件投

入使用

Midpoint Security推出免费版

CredoID访问控制软件，可与 Assa

Abloy的HID VertX控制器、Edge IP

阅读器、Mercury控制器、Suprema

生物识别 IP和无线Aperio锁兼容使

用。CredoID的免费许可证最多可

支持 20个读卡器，提供所有访问控

制功能的技术支持，以及平面图、考

勤报告和操作员操作日志记录。

Elatec RFID 推出 BLE

读写器

RFID读写器模块制造商Elatec

RFID Systems日前推出了一款支

持所有常见RFID标准、BLE及NFC

通信的读卡器模块 TWN4 Multi⁃

Tech 3 BLE。无论采用何种应答器

及标准、访问控制、充电站、销售点

(POS)、停车位管理、健身和时间追

踪等设备的制造商都可使用该模块

进行制造。系统集成商可以通过网

企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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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试用配置卡(TWN4 CONFIG卡)

的方法对集成 TWN4 MultiTech 3

BLE阅读器模块进行配置。

NFC智能酒瓶盖研发

SmartPourer是一个NFC智能

酒瓶盖，用它替换掉酒瓶自带的瓶

盖后，可以追踪并控制饮酒人的酒

精摄入。这款设备使用简单，拿掉

酒瓶原有的瓶塞，插入 SmartPour⁃

er 附带的 NFC 智能瓶塞，可自动识

别倒出来的酒。

PragmatIC推新款RFID

解决方案

柔性电子产品提供商Pragmat⁃

IC最近在 IDTechEx展上展示了柔

性集成电路 (FlexICs)嵌体及标签。

FlexICs具备纤薄、柔性及坚固的特

性，可帮助快销产品品牌通过其产

品与消费者进行交互。

Weir Oil＆Gas推新系统

Weir的 RFID技术可在几秒钟

内通过序列号注册每个资产。与手

动计数和手工记录相比，这项技术

可将过去几个小时的工作缩短至几

分钟。除了节省大量时间，该方法

通过自动库存盘点减少人为错误。

该公司已经针对 iPhone和Android

开发了移动应用程序，旨在将SPM

资产管理计划（AMP）带给现场。

Blulog 开发 RFID 应用

Cool＆Go
Blulog公司开发了一款针对消

费者的新系统 Cool&Go，这款应用

程序可帮助消费者访问该区域产品

相关RFID数据，消费者可知附近的

冷藏物品及其存储温度的信息。该

系统被设计成一款游戏，消费者每

次在商店冷藏柜上扫描QR码便可

获取一个拼图。收集到足够多拼图

后，他们便可兑换饮料或其他奖励。

欧莱雅发布微型可穿戴

设备

巴黎欧莱雅近日展出了一款称

为 UVSense 的微型可穿戴设备。

UV Sense的微型可穿戴设备内建

紫外线感知模块，并通过NFC与手

机APP相连，可知户外的紫外线情

况，所收集的数据可以让用户确定

何时应该注意紫外线照射。如用户

将传感器连接到运动鞋上，在跑步

路线上看到紫外线照射的大概情

况，则可通过采取更好防晒措施或

选择其他路线来进行调整。

Royal Cornwall 医院部

署RFID系统

Royal Cornwall医院启动RFID

系统，追踪手术过程中使用的高价

值植入物物品，以确保可追溯性。

该系统的目的是减少错误的发生

率，以及医院人员花在跟踪产品(包

括药物和植入物)上的时间，同时该

技术还将帮助医院进行库存补货。

MIUI测试门禁卡模拟

进入内测阶段

在最新的MIUI体验版小米钱

包App中，官方已经开启了“门卡模

拟”功能，利用内置的NFC芯片来模

拟门禁卡，让用户实现用手机刷卡

进出门禁。

ImageFIRST使用新技

术管理服装库存

ImageFIRST 为加利福尼亚州

旧金山的医疗机构提供床单、病服

清洗服务。为寻找丢失的长袍并控

制客户的库存，ImageFIRST使用了

UHF RFID技术。ImageFIRST在每

件长袍内都嵌入RFID芯片，并在现

场使用手持式读卡器读取芯片。由

专人使用这种扫描仪寻找干净的、

脏污的长袍。

资讯聚合I 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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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FOCUS

完善机制 共享数据

统一追溯编码标准
——追溯的历史、现状、趋势与对策
张成海/文

张成海，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主任、中国

ECR委员会联合主席、国际物品编码协会

管理委员会委员及顾问委员会委员、全国

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

物流信息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

全国物品编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电子学会物联网专委会委员、电子商

务示范城市咨询委员会专家、北京交通大

学博士生导师。曾获国家“九五”科技攻关

先进个人、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等多项国家级荣誉，享受政府

特殊津贴。

自上世纪80年代从事研究我国编码工作；90年代开始跟踪、研究电子商务及物联网相关技术；主持

了发改委“国家重点食品质量安全追溯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国家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物联网应用示范

工程”，科技部“供应链协同电子商务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等国家级项目。著有《食品安全追溯技术与

应用》《流通领域电子数据交换规范》《电子商务》《物流标准化》《EPC与物联网》，编译完成《ebXML标准

技术规范——全球电子商务标准》等，获得多项部级科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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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

提到要在现代供应链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这标志着现代供应链正式成为国家战略，也标志着我国

进入现代供应链创新与发展的新时代。供应链的安全可

靠、高度透明、分享便捷，以及可视化这一终极目标，都需

要通过追溯来实现。可以说，真正做好追溯，是做好“现

代供应链”的基础；是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

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的全面提高质量，推动中国

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精神的基础；是落实国家质检总

局提出的“标准引领、质量管理、质量攻关、质量创新”“开

启质量强国建设新征程”工作要求的基础。

追溯的起源与发展

综观各国的法律法规和国际标准对于追溯（trace⁃

ability）的定义，绝大多数与《ISO 22005:2007 饲料和食

品链的可追溯性体系设计与实施的通用原则和基本要

求》中的追溯概念一致，即：“追溯是追踪饲料或食品在整

个生产、加工和分销的特定阶段流动的能力”。追溯包括

正向的追踪(track)和逆向的溯源(trace)。追踪是从供应

链的上游至下游跟随追溯单元运行路径的能力；溯源是

从供应链的下游至上游识别追溯单元来源的能力。

追溯包括外部追溯和内部追溯。内部追溯是一个组

织在自身业务操作范围内对追溯单元进行追踪和（或）溯

源的行为，主要针对一个组织内部各环节的联系；外部追

溯是对追溯单元从一个组织转到另一个组织时进行追踪

和（或）溯源的行为，是供应链上组织间的协作行为。

追溯源于质量管理，当质量管理发展到一定程度，或

社会对产品质量要求达到一定程度时，才有了对“追溯”

的要求。纵观全球，在HACCP、GAP、IFS、ISO9000等质

量管理标准体系中都涉及到追溯，因此追溯是质量管理

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实施追溯，对政府、企业和消费者都有益处。从政府

监管角度看，追溯可以提升政府的质量监管和食品安全

治理能力，健全食品风险预警制度和召回制度，确保出现

食品安全质量问题时，产品可召回、原因可查清、责任可

追究，切实保障食品质量安全，履行政府责任。从企业的

角度看，建立追溯体系，有助于帮助企业进行供应链可视

化、产品鉴别和防伪等管理，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快

速定位问题产品，精准召回，最大程度减少食品安全事件

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损失；支持市场营销策略，提高品牌竞

争力；突破国际贸易壁垒，满足出口目标市场食品追溯法

律法规要求，扩大国际市场。从消费者角度看，企业实施

追溯可以提高消费透明度，满足消费者的知情权，提升消

费信心。这也是实施追溯的目的。

重点关注FOCUS

导读：

本文强调追溯的概念，回顾追溯的起源与形成，展望追溯的发展趋势，疏

理我国目前追溯工作，分析当前追溯工作的误区，提出未来追溯工作应采取

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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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发达国家高度重视食品追溯体系的建设。从本

世纪初开始，欧盟、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

国家纷纷出台法规、标准，对追溯提出了明确要求。

由于欧洲出现疯牛病事件，欧盟在 2000年出台了

（EC）No 1760/2000《新牛肉标签法规》，要求欧盟区域内

销售的牛肉必须具备可追溯性。2002年，欧盟出台（EC）

No 178/2002《食品安全法规》，要求从 2005年 1月 1日

起在欧盟国家上市销售的食品必须具备可追溯性，否则

不允许上市销售，对于进口食品，不具备可追溯性的禁止

进口；2003年，(EC) No 1830/2003《转基因食品和转基

因饲料产品的可追溯性和标签法规》对转基因产品的可

追溯性和标记以及从转基因产品生产的食物和饲料的追

溯进行了特殊规定；除此之外，欧盟还有不少法规、条例

对追溯做出了具体规定，如(EU) No 931/2011《动物源食

品的追溯实施条例》、(EU) No 208/2013《豆芽和用于生

产豆芽的种子追溯实施条例》等。

2002年，因“911 事件”美国国会通过了《生物反恐

法案》，强制要求企业建立产品追溯制度，实行“从农场到

餐桌”的风险管理；2003年，FDA又发布了《食品安全跟

踪条例》，2011年，发布《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对食品

行业建立食品档案和追溯制度提出了要求,其配套规章

《产品追溯》规定食品企业要建立生产档案和追溯制度。

2003年，日本颁布了《食品安全基本法》《国内牛肉

可追溯导则》等一系列食品安全领域的法律规章文件，明

确规定牛肉食品的加工者、供应商和零售商要提供从屠

宰场到零售出口的可追溯信息。2009年，日本又颁布了

《关于米谷等交易信息的记录及产地信息传递的法律》

（又称《大米可追溯法》），对大米及其加工品实施可追溯

制度。

此外，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等国家也相继对食品

的可追溯性做出法律规定。

在我国，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重视，

2015年正式颁布实施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第42 条明

确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制度，食品生产经营

者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保证食

品可追溯。”，这是我国首次将追溯写入法律，由此开启了

我国追溯的新篇章。

我国追溯工作现状

我国各级政府十分重视追溯工作，近年来，各部委和

地方政府以及企业围绕食用农产品、食品、药品等重要产

品，积极开展追溯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新《食品安全法》出台之后，各级政府机关相继出台

了政策法规文件，以加强顶层设计。政策方面，国务院、

商务部、食药监总局、质检总局、农业部等部门陆续发布

了相关文件：《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

见》《关于推动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完善追溯体系的意

见》《关于推进重要进出口产品质量信息追溯体系建设的

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的意

见》等系列文件，地方政府也纷纷以国办文件为指导，出

台了地方的重要产品追溯指导文件。法规方面，新实施

的《中医药法》规定：“建立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新修订

的《农药管理条例》明确要求农药标签标注可追溯电子信

息码，上海、甘肃等地还出台了地方性的追溯信息法律法

规《上海市食品安全追溯信息管理办法》《甘肃省农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办法》《甘肃省食品安全追溯管理办

法》等。标准制定方面，商务部联合国家标准委印发实施

了《关于开展重要产品追溯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成

立追溯标准化工作组，着手组织制定系列追溯标准。

追溯试点建设取得显著成效。2010年以来，商务部

分五批支持全国58个城市建设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

分三批支持18个省市建设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初步形

成辐射全国、连接城乡的追溯网络，2016年，商务部在前

期开展肉菜中药材和酒类追溯试点的基础上，积极推动

上海、山东、宁夏、厦门四个省市开展重要产品追溯体系

建设示范。农业部门开展了动物标识疫病追溯体系、农

垦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及农药、兽药和种子追溯体系建

设。质检部门启动了进出口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建设，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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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监部门开展了药品电子监管体系建设，工信部门开展

了婴幼儿配方乳粉和稀土产品追溯体系建设。与此同

时，地方农业、商务、食药监等部门也纷纷建立了地方性

的政府追溯平台。第三方系统集成商和企业也加入追溯

平台建设的大军，建立了成百上千个追溯平台。追溯一

词成为高频词汇，追溯技术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我国追溯工作疏理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我国追溯体系建设在促进监

管方式创新、提升企业质量管理能力、保障消费安全等方

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追溯法规制度

国家层面欠缺全国统一的、覆盖全程的追溯法规。

虽然新《食品安全法》在追溯制度立法方面取得了突破，

但是对应的管理细则尚未颁布，在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等

方面还需要完善；追溯制度尚未形成一套完整体系，导致

追溯工作开展缺乏强有力的法制保障。此外，产品生产

销售的全国性和全球性，决定了可追溯制度是一项全国

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国家统一管理和规划。而目前国家

各个部委，各地方监管部门已建立了众多追溯系统，这种

区域分割、各成一体的追溯制度存在难以共享信息、难以

全程追踪、追溯成本高等问题，很难实现全国乃至全球的

追溯。

追溯标准化程度

我国产品追溯标准体系尚未形成。截至目前，虽然

有关肉菜、果蔬、酒类、水产品、中药材等追溯标准（包含

国标、地标、行标、团标等）已达近百项，但标准之间存在

内容交叉、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标准体系

重叠混乱，顶层设计和统筹管理不足，导致各类各层级标

准尚未形成协调发展的局面，难以为追溯体系建设提供

有效指导，亟需统筹规划。

追溯编码混乱，形成信息孤岛

追溯标准化最大的问题是追溯编码不统一问题，这

也是制约追溯系统互联互通的最大瓶颈。目前我国追溯

工作存在管理部门多、平台多、种类多等诸多问题，各个

部委乃至地方政府监管部门都各建追溯平台，采用不同

的追溯编码，如质检总局采用商品条码开展产品追溯；全

国多地食药监采用商品条码进行食品追溯监管；农业部

采用OID编码开展农产品追溯；商务部采用自己制定的

行业标准对肉菜、中药材和酒类进行追溯等。编码的不

统一形成万“码”奔腾的混乱局面和一个个的“信息孤

岛”，导致系统互不兼容、追溯信息不能共享和互联互通，

使得生产销售中各节点的追溯信息无法真正形成完整的

追溯链条，实现全过程的追溯。

另外，产品包装上多码并存，不仅给企业带来成本，

还不利于追溯系统的互联互通，更让消费者无所适从。

追溯平台众多，且相互孤立

近年来，我国相关部门、行业协会以及企业相继建立

众多追溯系统，商务部“肉类蔬菜流通追溯平台”、工信部

“食品工业企业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农业部“农垦农产品

质量追溯平台”和“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平台”

等，地方政府建立的地方追溯平台等，多头管理导致国内

追溯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管理和规划，重复建设严重。

此外，这些平台在追溯编码、追溯精度、追溯模式等各方

面具有较大差异，有的平台侧重于责任主体的监管，有的

侧重于产品的追溯监管，有的侧重于企业生产管理的监

管。有的是追溯到产品批次，有的追溯到单品。企业面

对各级政府部门不同的监管需求，在不同的无法互联互

通的追溯平台上填报不同的追溯信息，导致无所适从。

追溯数据质量

当前，我国存在追溯数据量少，数据质量差，数据关

联性弱等问题。其形成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我国生

产、流通过程复杂、标准化程度低（特别对于农产品行

业），产品品类多，经营主体规模小，技术水平低，产业化、

标准化程度低，难于标准化作业和管理，分散的主体和经

营对采集全面完整真实的追溯数据带来了巨大挑战，增

加了追溯体系建设的成本和难度；其二，目前有关追溯数

据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可追溯数据的录入、主要凭借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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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自觉自律，数据质量难以保证。

追溯成本

追溯成本高昂是导致追溯很难实施的一个重要原

因，追溯本身是复杂的，需要追溯系统的支持，需要采集

各环节追溯信息，涉及到企业采购、生产、销售、流通等各

部门，涉及到与上下游企业的沟通与协调，因此实施追溯

会对企业带来人力、物力等成本。此外，各级政府部门，

出于自身监管需要，要求企业填报追溯信息，而不同部

委，不同地域的追溯平台由于无法实现互联互通，导致企

业需要在多个追溯平台上重复填报追溯信息，给企业带

来极大的负担。

企业积极性

作为追溯的主体，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主要原因

有：一是相关部门纷纷建立追溯平台，而且平台多从监管

角度出发，与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和质量控制结合不紧密，

在帮助企业优化供应链流程，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品牌提

升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大，短期内企业看不到效益；二是

追溯系统可行性与可操作性差，追溯系统设计未充分考

虑实际应用场景复杂性和需求多样性，满足不了企业个

性化需求；三是缺少持续的运作模式，过于依赖于政策资

金推动，一旦没有政策资金支持，考虑到持续运营会增加

企业成本，导致企业积极性不高；四是企业相关业务数据

安全及商业秘密问题，追溯信息会涉及企业上下游供应

链信息及企业经营数据等，如相关信息得不到保密，或多

或少会对企业实际经营带来影响，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企

业的积极性；五是追溯数据价值尚未充分挖掘，缺乏统一

的、方便的查询方式，导致追溯数据查询率较低，不能有

效地发挥倒逼机制，从而影响企业的积极性。

我国追溯工作存在的误区

追溯概念不清晰

社会上对于追溯的概念不清晰，将追溯、追踪和溯源

混为一谈；对追溯产品还是追溯责任主体不清晰。追溯

是“追踪饲料或食品在整个生产、加工和分销的特定阶段

流动的能力”。由此可见，追溯的是产品，而不是责任主

体，而国内不少追溯系统强调对责任主体的监督和监管，

而忽视对产品本身的追溯监管，导致作为本是追溯建设

主体的企业，因担心被政府监管而对建立产品追溯体系

存在顾虑和担忧。

过分夸大追溯的作用

目前，我国政府和社会对追溯寄予厚望，但过分夸大

追溯的作用，将追溯和食品质量安全混为一谈，甚至错误

的认为产品能追溯产品质量就安全了，追溯的作用被过

分夸大。殊不知，追溯只是保障食品安全的一种事后补

救的手段，实现追溯并不能直接解决食品的安全问题，它

只是能够在出现食品安全事件之后，快速精准地召回问

题产品，从而降低危害和减少损失，最大限度保障消费者

的安全。

追溯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供应链的可视化，因此追溯码必须是明

码，而且必须是统一的标准化的编码，只有这样各方才能通过追溯码

实现追溯信息的采集、记录和共享，才能实现全链条的追溯。

35



2018年2月 第1期 总第70期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

将追溯、监管、防伪、营销等概念混淆

从管理上讲，产品质量监管、追溯和防伪是有联系，

但却又是目标迥异的应用诉求。不同的应用诉求，其编

码方案应有不同，在考虑编码方案时，要考虑用途是什

么，目标是什么。比如很多企业将追溯码设为暗码，还以

此宣传其编码方案的优越性，实为不了解追溯的本质。

追溯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供应链的可视化，因此追溯

码必须是明码，而且必须是统一的标准化的编码，只有这

样各方才能通过追溯码实现追溯信息的采集、记录和共

享，才能实现全链条的追溯。

而防伪码和营销码作为企业内部的管理需求，不涉

及与供应链其它参与方的信息交互，可以设为暗码。众

多的追溯平台将追溯、防伪、营销等混为一谈，将公众引

入误区。

认为追溯的颗粒度越细越好

追溯颗粒度一般分为品类、批次和单品，不同的追溯

颗粒度，追溯编码不同，追溯系统的复杂化程度也不同，

相应地带来追溯成本的差别化。追溯颗粒度越细，追溯

系统越复杂，追溯成本就会越高。很多企业认为追溯颗

粒度越细越好，非常推崇一物一码的单品追溯，最后由于

目标太大，成本太高而半途而废。对于大多数工业化生

产的低价值、易消耗的产品来说，每一个批次的质量都是

完全相同的，一个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整个批次都要被全

部追回和（或）召回，因此管理到批次即可，追溯到单品现

阶段意义不大，实现也很困难。

内部编码、专用编码和再编码现象普遍

目前一些追溯系统，有的因权宜之计使用内部自编

码，而非通用编码；还有的编码方案虽选用了国际标准，

但是并不适合用于追溯领域；还有的虽然商品上已有商

品通用编码，还要再编码；这些追溯编码由于不成体系而

孤立应用，很难体现追溯的产品品种、批次、序列号、生产

日期、有效期等与追溯相关的重要信息，即使编码中有相

关的追溯信息，但由于其是内部编码或专用编码，仅能在

系统内部或专有系统中使用，不能有效地与现有的通用

编码相结合，也不能有效地和企业的经营管理相结合。

总体上讲，内部编码、专用编码和再编码，不仅会提高追

溯成本，而且极易造成编码混乱而导致追溯系统失效。

对非单元化包装食品追溯的大力推进

目前，有些部门对很多关乎民生的散装食品花费大

量的资金建设追溯体系，但是效果不理想，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是散装食品没有进行单元化包装，追溯信息没有依

附的载体，加上不健全的社会诚信体制，从而导致散装食

品追溯难上加难。因此投入大量的资金在这类产品上进

行示范，成效甚微，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如何走出追溯误区

正确认识追溯，不夸大追溯的作用

正确认识追溯的概念和本质，了解追溯的目的，不夸

大追溯的作用。追溯只是质量管理体系中的一部分，需

要与其他管理体系相结合，才能发挥其最大作用。追溯

系统也是企业管理系统的一部分，不能割裂开来，单纯为

追溯而追溯。追溯与食品法律法规、认证、检测等一样，

是食品安全保障的一种手段。只有各种手段齐头并进，

才能最大化地实现食品安全的目的。

区分监管、追溯和防伪等，切勿混为一谈

监管、追溯、防伪、防窜货、营销各自所满足的需求不

同，不能混为一谈，追溯是政府和企业的共同需求，防伪、

防窜货、营销是企业的自身行为，企业应按照国家法规标

准建立追溯体系，结合自身需求，可以融合防伪、防窜货、

营销等功能，满足企业自身的管理需求。

追溯有颗粒度，要考虑成本效益

管理需求的多样决定着追溯颗粒度的不同，企业应

根据产品特点、自身管理需求、成本因素和监管需求确定

追溯颗粒度，而不能盲目跟风。对于高风险、高价值的产

品可以追溯到单品，对于一般的工业化生产的食品而言，

追溯到批次即可满足政府监管和企业对管理的需求。

统一编码和源头赋码，实现追溯的最优方法

内部追溯和外部追溯可区别对待，外部追溯编码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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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采用统一的编码，甚至与国际接轨的追溯编码；内部追

溯可以采用内部编码。但如果用内部编码去实现外部追

溯，势必无法解决互联互通的问题。

源头赋码，便于分清责任主体，也便于供应链其它参

与方多次使用，从整个社会来看，会提高供应链的效率，

节省供应链的成本，是最经济的方式。任何中间环节的

再编码和贴码，都极易出现编码混乱情况，从而造成追溯

失败。

尊重事实，充分利用现有基础

充分利用现有基础，通过商品条码标识体系（GS1系

统）实现产品追溯。商品条码经过近 50年的发展，已成

为全球通用的商务语言，在全球 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0多万家企业广泛应用。涉及食品、饮料、药品、器械、

服装、建材、物流、追溯、电子商务、移动商务、电子政务等

20多个行业和领域，我国30多万家企业的上亿种产品都

印有商品条码。全球有60多个国家采用GS1标准进行

追溯。因此应充分利用现有基础，以包装上的商品条码，

结合产品生产日期或批次实现产品追溯，这是目前最有

效最经济的追溯方式。当然，对追溯效率更加关注、成本

不予考虑的企业，可以将商品条码和批次、序列号、生产

日期、有效期等追溯信息用一个条码或RFID标签表示，

以实现追溯信息的快速采集。

追溯的发展趋势

为了保障消费者安全，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出台

追溯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追溯体系是企业必须履行的

责任和义务。分析历史、研究现状、展望未来，我国的追

溯体系建设将呈现以下趋势：

追溯机制的建立和保障将更加完善

目前我国已经将追溯写入了新《食品安全法》中，随

着新《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和有关追溯法规细则相继出

台，追溯将更加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更加具有规范性和

操作性。重要产品追溯系列标准的出台，将会为我国追

溯体系建设提供更加有效的指导，追溯制度将形成一套

完整体系，为追溯工作开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追溯范围将从国内向全球延伸

当今的中国处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原材料和产

品的流动呈现一个全球化态势，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

济体，中国的产品流通也在快速融入到国际的大流通

中。特别是近年来电商的飞速发展更加快了产品的全球

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跨国追溯会成为越来越强烈的国

际诉求。而跨国追溯一个很必要的条件是追溯信息在全

球层面能够做到互联互通，这就要求追溯体系建设也要

秉承开放发展的理念，紧跟国际形势，采用与国际一致的

追溯方法和追溯标准，促进追溯信息在全球范围内供应

链各环节的互联互通，确保产品能够在全球实现追溯。

追溯链条将从企业内部向供应链全链条发展

食品供应链涉及到种植、生产、加工、物流、销售等多

个环节，目前的追溯更多的是侧重供应链某个或某几个

环节的追溯，更多的侧重于企业内部的追溯，全链条的追

溯体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随着法规的日益完善、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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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和技术的发展，实现全链条的追溯将成为可能。

追溯颗粒度将多元化并举

随着追溯的发展，追溯的颗粒度会呈现出品种、批

次、单品多元化并举的状态，随着技术的发展、成本的降

低和企业管理的精细化，追溯的颗粒度会越来越细。另

外，条码、RFID、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也会从一定

程度上促进追溯体系的发展，使得追溯信息的采集、记录

和分享更加便捷、准确和高效，减少人为因素对追溯的干

扰，提升追溯的准确性和效率。

统一编码将是追溯的重要支撑技术

目前国内追溯系统不能互联互通的根结是追溯编码

的不统一，编码的不统一形成了一个个信息孤岛，未来要

实现追溯系统的互联互通，统一编码是关键，并且要采用

与国际一致的、被行业广泛应用且成熟的编码方案，只有

这样，才能实现追溯系统的互联互通，才能实现全链条追

溯和全球追溯。相信企业会从过去几年追溯试点建设

中，吸取经验，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推进我国追溯编码与

国际接轨，规避技术性贸易壁垒，促进我国产品的出口。

追溯数据的分享将尤为关键

追溯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一致性、有效性是确保

有效追溯的前提，追溯数据的分享对于建立全链条追溯

具有重要意义。

追溯数据分为多种，一方面可以分为内部追溯数据

和外部追溯数据，另一方面可以分为主数据、交易数据和

事件数据，企业采集和记录的追溯数据并不意味着要与

供应链各方全部分享，因此追溯数据分享机制的建立将

是决定追溯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追溯分享机制要明确

企业面对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如何分享追溯信息，分享哪

些追溯信息，追溯信息泄密的法律责任等，从而既能保证

追溯链条的完整，又能保证敏感信息得到保护，不影响企

业的经营。这就需要国家法规和技术手段的支持。追溯

分享机制的建立将使供应链各方更有意愿共享追溯信息，

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全国追溯数据的统一共享交换机制，

才能实现有关部门、地区和企业追溯信息的互通共享。

追溯工作下一步的着力点

保障食品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有一套完善的

保障体系。在这个系统工程中，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是“事

后补救”的一种方法，起到尽快查找到问题并阻止问题进

一步恶化的作用。食品安全追溯在发挥事后补救作用的

同时，还能够找到责任方，从而促进保障体系的完善。

加快出台追溯法规

国家层面应该尽快出台追溯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

追溯对象、追溯信息、追溯环节、追溯主体的权利与义务、

追溯数据分享和保护的机制等相关内容；特别是加大对

提供虚假追溯信息行为的惩罚力度，保障追溯信息的准

确性和可靠性。通过顶层设计，建立责任清晰、环环相扣

的全供应链追溯体系。

加快制定相关追溯标准

追溯标准的完善是建立有效追溯体系的基础，亟需

从国家层面制定追溯标准体系，规范编码规则、接口标

准、数据标准、追溯数据共享标准等，为全国追溯体系建

设提供标准支持，结束目前追溯系统各自为政的状态。

明确政府、企业、消费者等各方职责

明确追溯体系建设中政府、企业、消费者等各方的定

位和责任，实现食品安全追溯的社会共治。总的原则是：

政府提要求、出法规、定标准、抓监督；企业按要求实施，

第三方作认证，消费者倒逼。

政府：出台相应的追溯法律法规、标准和监管措施

等，履行好引导和监管职能，督促企业确保追溯信息的完

整性、真实性、一致性和有效性。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之

后，负责启动预警和应急措施，必要时发出召回指令。

企业：食品追溯体系建设的责任主体，应在国家法规

标准的前提下，采用适合的追溯技术并建立追溯体系，尽

量采用信息化技术，以提高追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追

溯系统可以自建，也可以采用第三方追溯平台和政府追

溯平台等方式。

其它：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加大对企业追溯法规和标

准的培训力度，帮助企业理解法规和标准要求，推动会员

重点关注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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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提高建立追溯体系的积极性，组织会员企业分享追

溯最佳实践案例，促进行业整体追溯能力的提高。第三

方认证机构提供追溯认证服务，确保追溯体系的可靠性

和有效性。技术机构加强追溯技术研发，降低追溯成本

和提高追溯的准确性。消费者关心追溯，查询追溯信息，

购买可追溯的产品，形成有效的倒逼机制。

加强供应链各方协作

食品原料的多样性、食品链的复杂性决定了追溯的

难度。每个企业都应具备内部和外部追溯能力。实施外

部追溯时，需要供应链上各方的密切配合，各方遵循“向

上一步、向下一步”的追溯原则，即每个企业只要向上溯

源到产品的直接来源，向下追踪到产品的直接去向即

可。实施外部追溯时，各方都应采用国际通用的编码、载

体和数据交换标准，记录和共享确保供应链追溯的关键

信息，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全链条的追

溯成功。

发展追溯技术降成本

鼓励和支持诸如条码技术、RFID

技术、区块链技术等追溯相关技术的

开发和产业化，切实降低追溯成本，

提高追溯效率。此外，有关部门应该

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产品包装化，为

追溯体系建设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

提高企业积极性

加强追溯法规的宣贯，提高企业

履法意识；鼓励企业采用信息化手段

建立追溯体系，与企业内部经营管理

相结合；政府追溯平台进行统筹规

划，追溯核心功能采用统一的编码、

数据、交换等标准建设，以确保平台

间互通共享，向有能力自建追溯体系

的企业开放数据接口，保证企业在一

个平台上填报追溯数据，多个平台可

以查询，切实减轻企业录入数据的负

担；鼓励和支持追溯新技术开发和产

业化，通过技术手段降低企业追溯体系建设成本；出台追

溯数据共享机制，确保数据有效共享；营造良好的社会氛

围，鼓励消费者购买可追溯产品。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今天，在“必须坚持质

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

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在以高质量发展来建设经济体系

的战略目标方向下，我们相信随着食品安全追溯法规的

日益完善、追溯标准的陆续出台、追溯技术的快速发展；

企业责任主体意识的逐渐加强；消费者安全意识的日益

提高，及各方开放合作意识的日益增强，食品安全追溯的

社会共治格局最终会实现，我国追溯体系建设将会朝着

健康有序的方向不断发展，迈上新台阶。

特别是追溯编码、追溯数据、

数据交换标准的统一，是确保追溯

信息互联互通，实现全链条追溯的

关键。追溯编码要采用与国际一

致的编码体系，充分利用现有的基

础，利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各行各

业广泛应用的编码体系，只有这样

才能确保追溯信息的互联互通和

追溯工作的有效性，进而实现全国

乃至在全球的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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