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 禹，陆 真． 二维码技术在进口葡萄酒监管中的应用［J］． 江苏农业科学，2013，41( 11) : 346，364．

二维码技术在进口葡萄酒监管中的应用
孟 禹，陆 真

(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江苏苏州 215000)

摘要: 进口酒在中国市场中伴随着国内市场环境的特色发展而变化着，可谓是与时俱进。进口葡萄酒总体上是处

于市场供应链的上游，也是价格较高、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产品之一。先进的二维码技术能便捷有效地对进口葡萄酒

进行检疫监管、出运、通关等全过程溯源管理，不仅可作为问题产品溯源的工具，还能帮助经销商和消费者了解产品的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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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际市场受以欧债危机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影

响，但是就进口葡萄酒的现状来说，中国市场相对还是比较稳

定的，尤其是酒类消费持续增长，这更让那些处于发展困境的

外国酒庄看好中国市场。一方面，进口葡萄酒消费的增长跟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形势密不可分，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富有时尚、品位的产品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多，这助推了葡萄

酒尤其是进口葡萄酒消费的持续增长; 另一方面，国内食品安

全事件把消费者的关注推向了进口葡萄酒，由于国外葡萄酒

在整个生产链上有一整套完善的法律监管制度，可信度、性价

比等因素造就了进口葡萄酒的快速发展［1］。国内市场对进

口葡萄酒需求量的不断增大加强了我国政府对进口葡萄酒的

检验检疫和监督管理的重视程度，二维码技术作为一种新型

的自动识别和信息载体技术，也广泛应用于检验检疫对进口

葡萄酒的监管之中。

1 二维码技术简介

二维条码是用某种特定的几何图形按一定规律在平面

( 二维方向上) 分布的黑白相间的图形记录数据符号信息的;

在代码编制上巧妙地利用构成计算机内部逻辑基础的“0”
“1”比特流的概念，使用若干个与二进制相对应的几何形体

来表示文字数值信息，通过图像输入设备或光电扫描设备自

动识读以实现信息自动处理。
二维码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纠错性能好等特点，可以用

一个二维码表示物品的相关信息和其他附属信息，如价格、名
称、制造厂、生产日期、重量、有效期、检验员等。二维码技术

应用在进口葡萄酒的监管中，通常是把二维码印制或粘贴在

葡萄酒的外包装上，通过应用二维码识读器和计算机网络设

备对物流全过程进行实时跟踪、识别、认证、控制、反馈［2］。

2 进口葡萄酒监管中的问题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进口葡萄酒也因而变身“健康”

“高档”“情调”甚至“奢侈品”的代名词，成为酒类消费大国

的新宠。然而，市场上的进口葡萄酒林林总总，价格动辄成百

上千，究竟孰优孰劣? 面对进口葡萄酒，消费者很难区分品质

高下，也很难分辨真伪。这就需要检验检疫人员严格把关，将

假冒伪劣葡萄酒拒之国门外。在使用二维码技术前，对进口

葡萄酒的监管信息只能通过标签、实物检测等直观方式来获

取，这样的传统监管方式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增加了

监管的周期，给进口葡萄酒的快速通关带来了极大挑战，从而

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另一方面，对于进口葡萄酒的信息量

不足，与国外生产厂商信息匹配难度增加，也导致了进口葡萄

酒的后续监管缺乏严密性。

3 二维码技术在进口葡萄酒监管中的作用

为了让消费者购买的每瓶进口葡萄酒都有安全保障，苏

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员技术力量研发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二维码”溯源管理系统。每一瓶从监管样板区出去的葡

萄酒，都有其身份保障。同时，智能手机的出现，也为识别真

伪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为做到有效防伪和追溯，一方面

二维码打印用纸为一次性纸张，撕下重贴无效; 另一方面，针

对检验检疫、进口商和消费者获取产品信息的不同需求，开发

人员将二维码信息进行逐级加密。消费者只要通过智能手机

下载安装二维码扫描专用软件即可识别明码信息，主要包括

品名、进口时间、进口商名称、原产地等。进口食品二维码防

伪追溯体系的推广应用，将为打击假冒伪劣、非法入境产品和

追溯问题产品的流向增添新的强有力的“武器”。
同时，二维码所具有的信息容量大、纠错能力强、保密防

伪性能好、成本低廉、信息自动传递等特性，使二维码能最大

限度地保留进口葡萄酒的原始信息，有效识别监管信息，提高

信息录入的速度，减少人为失误，提高工作效率，实现管理上

的自动识别和跟踪监管。

4 小结

近年来无论从市场表现还是检验检疫的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葡萄酒的进口量一直在激增。大量进口酒产品引起了中

国检验检疫的高度关注。先进的二维码技术能便捷有效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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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低浓度处理组的真菌总数分别为 98． 4、152． 9 万 CFU /g，

而对照组的真菌总数为 23． 2 万 CFU /g，因此，添加喷施宝的

2 个处理的真菌总数分别是对照组的 4. 24、6. 59 倍。添加了

喷施宝的高浓度乙草胺( 90% 乙草胺 200 倍) 处理组的真菌

数量为 41． 2 万 CFU /g，而未添加喷施宝的高浓度处理组的真

菌数量为 11． 4 万 CFU /g，后者比前者减少了 72. 4%。说明

喷施宝能明显影响施用乙草胺的土壤中的真菌数量，特别当

施用较高浓度乙草胺于土壤中时。

3 结论与讨论

叶面肥喷施宝能促进施用草甘膦异丙胺盐的土壤中的细

菌与放线菌的生长，但受施药时间与使用浓度的影响。试验

早期，喷施宝对细菌的影响不明显，后期未添加喷施宝的处理

细菌总数减少了 57． 1%。这可能与喷施宝有利于缓解高浓

度草甘膦异丙胺盐对细菌的毒害有关，放线菌生长表现出先

抑制后促进的现象。添加喷施宝的低浓度草甘膦异丙胺盐处

理组能促进土壤中放线菌总数增加，该处理组土壤中的真菌

数量显著高于其他各处理组，说明喷施宝有利于缓解低浓度

草甘膦异丙胺盐处理对土壤中真菌生长的毒性作用，这跟文

献［5］报道的一致。
邹小明等认为，在培养初期，三唑磷对细菌、真菌及放线

菌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对土壤中的细菌先抑制后促进，

对土壤中的真菌一直具有抑制效应，且抑制效应的持续时间

与浓度均呈极显著正相关［6］。本试验结果表明，三唑磷对土

壤中细菌生长的影响呈先促进后局部抑制生长的变化趋势，

而加或不加喷施宝对三唑磷处理的土壤中的细菌总数变化的

影响不显著。在 2 个时间点内，添加喷施宝的低浓度三唑磷

处理能显著促进土壤中放线菌总数增加，说明在低浓度三唑

磷处理下，施用喷施宝有利于减轻三唑磷对土壤中放线菌生

长的毒性，从而促进土壤中放线菌的生长。三唑磷能显著抑

制土壤中真菌的生长，尽管添加喷施宝的低浓度三唑磷处理

组有利于缓和该杀虫剂对土壤中真菌的抑制作用，但喷施宝

在缓解土壤因施用三唑磷导致的真菌数量下降方面的作用

微弱。

郭兴华等认为，乙草胺在短时间内对微生物区系能产生

明显抑制作用，但随着时间增加和污染物的分解，微生物数量

逐渐得到恢复。在短时间抑制过程中，乙草胺浓度的对数与

细菌、放线菌数量有很好的剂量效应关系。而真菌在受到乙

草胺污染后，受抑制现象并不明显，真菌对乙草胺有较强的抗

性［9］。本试验的施药早期，喷施宝对乙草胺施用土壤中细菌

生长表现出明显的促进作用。施药第 7 天，除未添加喷施宝

的低浓度处理组细菌总数明显增加外，其他 3 个处理的细菌

总数都呈现减少的趋势。其中，添加喷施宝的高浓度处理组

细菌总数多于对照及未添加喷施宝的细菌总数。有文献报

道，乙草胺能抑制微生物的呼吸，但乙草胺也能作为土壤中部

分细菌的营养而被消耗，从而抵消除草剂本身的毒性［6］。无

论如何，添加喷施宝于土壤中能减轻乙草胺的毒性，从而进一

步促进细菌的生长。
乙草胺对土壤中放线菌生长的影响，表现出了先扬后抑

的变化趋势。喷施宝对施用乙草胺的土壤中放线菌生长的影

响不显著。早期施用乙草胺能显著抑制土壤中真菌的生长与

繁殖，但后期各处理土壤中的真菌数量都有显著增加的趋势，

其中低浓度处理组的真菌数量增加尤其明显。同时，施药后

期添加喷施宝的高浓度乙草胺处理组有利于缓解真菌数量的

明显下降，说明喷施宝对施用乙草胺给土壤中真菌产生的抑

制有缓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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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葡萄酒进行检疫监管、出运、通关等全过程溯源管理，不

仅可作为问题产品溯源的工具，还能帮助经销商和消费者了

解产品的基本情况。因此，二维码技术在进口葡萄酒的监管

上具有巨大的技术优势和推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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