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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技术的应用现状及用于食品添加剂 
系统管理的可行性 

刘  飞, 冷小京*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 北京  100083) 

摘  要: 二维码识别技术是一种具有汉字编码特性, 可以储存大量产品信息, 使用方式简单便捷的数据携带、传

递的高科技手段。基于该技术, 本文探讨了食品添加剂可追溯系统的补充方案。该方案不仅可以为消费者提供详

细的食品添加剂信息, 而且为生产企业和监管部门提供了良好的管理和监督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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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two-dimensional barcode technology and feasibility 
analysis of its application to traceability system for food additives 

LIU Fei, LENG Xiao-Jing*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Nutrition Engineering,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wo-dimensional barcode identification is a high-tech approach for data carrying and transmit-
ting which can efficiently encod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store large amounts of data with an easy and conve-
nient way to process. In this paper, a supplemental project of traceability system for food additives was de-
signed based on two-dimensional barcode. The project can not only provide consumers with detailed informa-
tion of food additives, but also provide a good platform for manufacturers and supervision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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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剂伴随现代食品工业产生, 在改善食
品品质, 提高食品的色、香、味, 延长其保质期等诸
多方面,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因而被誉为“现代
食品工业的灵魂”[1]。我国虽然已建立一系列相关的

食品添加剂管理规范[2], 但违规滥用, 甚至在某些领
域出现非法使用非食品级添加物的现象仍较为严重, 
如 2005年的“苏丹红”事件、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

件以及 2011 年的“染色馒头”事件, 2012 年的“明胶”
老酸奶事件等。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使消费者失去了

对食品添加剂的理性判断, 常把非法添加物和食品
添加剂相混淆。对食品添加剂的认知不足, 加上商家
不恰当的宣传和促销行为, 加剧了人们对食品添加
剂的心理恐慌。这种状况已经逐渐危及目前的食品生

产工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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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sink 等[3]的研究指出, 食品安全知识和食品
安全信息系统的不完善, 可直接影响消费者对食品
添加剂安全性的信心。Shim等[4]的调查也显示, 缺乏
可靠的信息来源, 消费者对于食品中的防腐剂、色素
和人造甜味剂等添加剂会产生非理性的担忧。的确, 
食品包装上的食品添加剂信息量少[5], 而生产中食品
添加剂的添加量、使用范围、生产状况等参数极为复

杂繁琐, 导致消费者无从对这类信息清晰了解。因此, 
做为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补充, 引入高效、便捷、大
数据容量的技术系统来监管食品添加剂十分必要。 

作为终端识别码, 二维码有其令人瞩目的特点。
如资料信息的快捷扫描交换[6]; 链接网站数据浏览或
下载[7]; 实时验证资料真伪以及商品付款等[8]。在食

品领域, 国外对二维码的使用已较普遍 [9,10]。例如: 
爱尔兰通过肉鸡嘴上喷涂二维码实现从出生到餐桌

的可追溯; 日本寿司外包装上的二维码可提供商品
所用的各种原料和食品添加剂成分信息; 纽约功能
性乳制品外包装上的二维码标识, 方便消费者深入
了解脱脂牛奶, 强化钙牛奶等的相关信息 [11]; 欧洲
超市的蔬菜、水果、肉类、家禽、奶酪等产品都采用

二维码标识进行食品安全追溯。相比之下, 我国长期
依赖一维码体系或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Radio Fre-
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来实现产品安全追溯, 尽
管这些技术均存在区域和数据库的局限性[12]以及高

成本问题。近几年, 二维码技术开始在某些领域应用, 
如东北五常大米通过二维码建立的安全可追溯平台, 
保证大米的品质的同时, 提高了品牌效应; 江苏大闸
蟹通过 RFID和二维码进行防伪和品质追踪[13]; 武夷
山的岩上茶业将茶叶的产地、销售商、生产日期等信

息整合在二维码上, 方便消费者识读和企业管理[14]。

今日, 北京市海淀区 7533 家餐饮企业也启用二维码
系统, 尝试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状况进行管理[15]。但

从总体看, 这种技术在我国尚未深入探讨, 针对食品
添加剂类的便捷式数据管理系统的研究更加缺乏。 

由于二维码技术可以储存大量的产品信息, 还
具有编码汉字的特性, 识别方式简单、便捷, 是一种
数据携带、传递信息的高科技手段[16]。与专业网站

和适当的便携式设备相配合, 不仅便于消费者及时
了解自己所关注的商品的特性, 甚至了解食品中各
类食品添加剂的来龙去脉, 又有便于专业人员掌握
食品管理体系的潜力, 因此将其应用于食品安全追
溯体系是发展的必然趋势。食品添加剂作为食品中不

可或缺的成分, 其安全性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针对食
品添加剂的生产、流通、再加工、销售的整个环节, 根
据生产中所涉及的使用参数, 探讨基于二维码技术
的食品添加剂安全追溯体系的基础设计方案, 为下
一步工作提供参考。 

1  二维码介绍 

1.1  二维码的定义 

二维码也叫二维条码或二维条形码, 由普通一
维条形码发展而来, 是指在平面(二维方向)上, 用特
定几何图形按一定规律分布的黑白相间图形[17]。 

 

图 1  常见的二维码-QR码 
Fig. 1  Common two-dimensional barcode -QR code 

 

1.2 二维码的特点[18]  

信息容量大: 可容纳 1850个大写字母或 2710个
数字或 1108个字节或 500多个汉字。 

编码范围广: 可将图片、声音、文字等可数字化
的信息进行编码。 

纠错能力强: 最大损毁面积达 50%仍可恢复信息。 
成本低, 寿命长: 可通过激光、热敏、喷墨等技术

手段直接打印在纸、卡片等载体上进行应用, 不受识读
次数限制, 一般寿命为 10 年左右, 是磁卡的 3 ~ 5 倍。 

识读方便: 可以使用激光阅读器或安装识读软
件的智能手机进行识读。携带的信息可随载体移动, 
不受区域和数据库限制。 

1.3 二维码的使用优势 

传统安全追溯所使用的技术手段侧重点不同 , 
一维条码主要用于物品的识别, 二维条码主要用于
物品的描述, RFID 技术通过阅读器和标签之间的非
接触双向数据传输实现识别[19,20]。从表 1 可以看出, 
二维码的制作低于现行的一维条码, 使用成本低于
RFID。二维码的使用既不像一维条形码需要本地数 



1592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第 4卷 
 
 
 
 
 

 

 

表 1  二维码、一维码和 RFID 的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two-dimensional barcode, one-dimensional barcode and RFID 

项目 一维条形码 二维码 RFID 

成本 低 低 高 

信息容量 小 (几十个数字字符) 大 (上千个字符或数字) 无限制 

识别方式 专用识读器 专用识读别器或装有识读软件的智能手机 专用识别器识别 

识别距离 0~0.2 m 0~0.5 m 0~2 m (超高频) 

 
据库支持, 也不像 RFID 需要成本较高的芯片辅助, 
只需将其打印或粘贴到产品外包装上, 通过安装识
读软件的智能手机即可实现信息共享。 

2  食品添加剂可追溯系统的设计方案 

食品添加剂与一般食品不同, 其产品不是被消
费者直接使用, 而是再度添加在商品化的食品中。有
的作为复合食品添加剂的原料, 经多次加工复配后, 
用于商品化的食品[21]。因此, 食品添加剂相关信息的
收集、整理及系统设计对实现食品添加剂的安全追溯

尤为重要。 
食品添加剂安全追溯体系以日本的食品安全追

溯体系模型为参考[22], 将其分为 5个部分。 

2.1  食品添加剂安全追溯综合服务平台 

食品添加剂安全追溯综合服务平台即食品添加

剂中心数据库, 是 4个子系统的基础平台, 存储系统
的所有信息和数据。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商、食品加工

企业、监管部门、消费者客户端均可通过互联网访问

该系统, 实现相关数据的共享和公开。 

2.2  生产环节  

食品添加剂分为单一食品添加剂和复合食品添

加剂。对于单一食品添加剂而言, 生产环节需要记录
3 类信息[23]:  

 ① 生产企业信息: 单位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生产许可证编号;  ② 食品添加剂的生产信息: 食品
添加剂的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生产批号、

贮存条件、保质期;  ③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信息: 食品
添加剂的使用范围、用量、使用方法、法规或者食品

安全标准的规定。 
复合食品添加剂除了上述信息外, 还需要收集

各单一食品添加剂的品种、含量, 复配食品添加剂的
保质期、使用范围、用量、贮存条件等信息。 

将上述各项基本信息进行编码形成生产环节二

维码, 贴附于产品的外包装, 同时将信息上传至食
品添加剂中心数据库, 食品生产企业和政府监督部
门可通过二维码的识读, 获得食品添加剂生产环节
的各项信息, 进行选购和监管, 实现生产环节的可
追溯。 

2.3  流通环节 

食品添加剂进入流通环节后, 食品生产企业通
过识读产品外包装上的二维码, 获得食品添加剂的
相关基本信息, 进行产品筛选。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
对流通情况进行如实详细的记录: 购货商名称、联系
方式、购货日期、购买的食品添加剂的名称、规格、

数量、生产批号[24]。相关信息经食品生产企业核实

后, 例如, 乳品加工企业在购买牛奶加工使用的食品
添加剂, 需要详细记录并核对阿斯巴甜、山梨酸钾、
果胶等食品添加剂的上述各项信息, 并将其上传至
食品添加剂中心数据库, 实现食品添加剂流向的可
追溯。 

2.4  再加工环节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25]规定, 以食品添加剂具体
名称的形式, 按加入量递减的顺序在食品包装上进
行标注和排列。除此信息外, 食品生产企业需将使用
的食品添加剂按功能性进行分类, 同时提供食品出厂
时食品添加剂的检测信息。例如在牛奶包装上明确标

示: 甜味剂(阿斯巴甜、葡萄糖), 防腐剂(山梨酸钾、苯
甲酸钠), 稳定剂(果胶、明胶、卵磷脂)等。对于食品
原料可能带入的食品添加剂要进行单独标注[5]。将上

述信息编码形成二维码, 贴附在食品包装上, 同时将
上述信息上传至中心数据库, 方便消费者进行识读和
监管部门监督, 实现食品添加剂再加工的可追溯。 

2.5  追溯环节 

消费者通过智能手机的二维码识读软件,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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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商提供的相关信息, 了解商品中食品添加剂的
使用情况。通过对中心数据库的访问, 全面了解食品
添加剂从生产到商品全过程的详细信息, 实现食品添
加剂的可追溯。政府监管部门, 通过识读食品包装上
的二维码对食品添加剂的生产、流通、再加工过程进

行监督和管理, 协助实现食品添加剂的安全可追溯。 

3  二维码技术在应用中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二维码在本系统中应用在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和再

加工环节。由于二维码的编码是公开算法, 因此二维码
的防伪是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可以通过在二维码上覆

盖一次性涂层(图 3), 中心数据库中统计客户查询次数
的防伪措施, 确保二维码的保密性、安全性[26]。 

 

图 2  食品添加剂安全追溯体系结构图 
Fig. 2  Structure diagram of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of food addictives 

 

图 3  二维码在安全追溯中的防伪方法 
Fig. 3  Anti-fake method for two-dimensional barcode in safety trace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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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议和展望 

目前, 我国对食品添加剂在食品中的残留量没
有要求, 但国外, 尤其是美国和欧盟, 绝大部分食品
添加剂的残留量都有限制[27]。这要求食品生产企业

在食品出厂之前, 对其食品添加剂残留量进行检测, 
以添加剂使用法则进行核对和评价, 在保证食品添
加剂的合理使用的同时, 解决食品配料带入食品添
加剂和食品添加剂复配引起的超量问题。把食品添加

剂残留量信息加入到食品安全追溯数据库里, 整合
到食品包装的二维码中, 方便消费者和政府监管部
门的监督和管理, 将有助于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追
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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