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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信息化不断提

出新的要求，越来越多的场景需要物品编码技术为信

息化铺路。食品农产品安全是一个人们越来越关注的

话题，但与之对应的农业生产方式也有其作为传统行

业的特性——信息化水平普遍不高。如何使用物联网

技术让农业生产步入自动化、智能化，让食品农产品实

现安全可追溯，物品编码技术是关键。GS1编码体系

具有科学性、全球统一性、编码唯一性、可自动识别性

和可扩展性等特点，已经在零售领域发挥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在标准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领域，GS1系统

在食品农产品的生产追溯体系中也完全适用。

为了实现智能化、自动化生产，减少因人为失误导

致的产品质量问题，可在生产环境中部署传感器和控

制器等物联网设备，由物联网系统统一监控并实时采

集生产数据。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经过多年编码技术研

究，自主研发了一套适用于物联网发展的科学合理的

编码方案——Ecode，可用于标识这些物联网中的物理

实体和虚拟实体。

要实施物联网智能化生产和产品质量追溯体系的

建设，需要为一个产品从诞生到被消耗的完整生命周

期内相关的原料、关键节点、设备甚至地理位置等编制

代码。以一种水果从种植到零售的全流程为例，在使

用GS1系统进行编码时，可能用到的编码，如下所示：

•果园/产地/产业基地/企业/部门/供应商/客户等：

可采用 GLN（全球参与方位置代码）；

•原料/肥料/产品：可采用GTIN（全球贸易项目代

码）；

•果树/植株/车辆：可采用GIAI（全球单个资产代

码）；

•流转箱：可采用GRAI（全球可回收资产代码）；

•检测报告/文件等：可采用GDTI（全球文件/单证

类型标识符）。

在使用这些编码时，需要使用适当的载体让编码

随着其标识的物体一同流转，以便在各个节点均可以

GS1编码实现
物联网智能种植和产品追溯物联网智能种植和产品追溯

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 梁梁 源源 何何 榕榕

GS1编码体系具有科学性、全球统一性、编码唯一性、可自动识别性和可扩展

性等特点，已经在零售领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标准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

领域，GS1系统在食品农产品的生产追溯体系中也完全适用。

GS1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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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识读器识读。在GS1系统支持的载体中，可以使

用GS1-128条码、EAN条码、ITF条码、GS1 DataMatrix
二维码、GS1 QR二维码、汉信码等。这些载体在选用

时，也要考虑使用环境和使用场景等因素。

RFID标签可以应用于果树、植株或者流转箱的编

码标识载体，在标识果树等处于户外的固定的物体时，

选用防水、耐高温的RFID标签，使之能够抵抗日光的

暴晒、雨水的侵袭；在标识流转框时，选用耐磨和硬度

较大的RFID标签，可抵抗偶尔的粗暴搬运和低温储藏

环境，并且可使用RFID物料通道门等识读器非接触式

地快速识读。检测报告中的GDTI编码载体，则可采用

易于打印，且占用打印面积小的GS1 QR二维码或GS1
DataMatrix二维码，既可以快速地使用自带编码功能的

打码机在线打印或贴标，也能够让阅读者使用手机等

设备方便地扫描获取信息。在产品包装上使用 ITF条
码、EAN条码或基于GS1 AI的二维码等，以便物流仓

储清点或零售结算。

在某一行业实施智能化部署时，需要分析这一产

品的生产流程，以便设计相应的编码方案。作为生产

方，只需监管其生产流程中的关键节点数据。例如，一

种食品农产品生产的基本流程，包含了种植、采摘、产

品检测（品控）和包装出库等流程。根据每个流程中需

要关注的生产数据，采用对应的物联网实体进行数据

采集和回传。而这些物联网实体和与产品生产过程相

关的项目，均要使用唯一的编码标识，并绑定编码的载

体。除此之外，还应部署中心物联网服务器，对每个产

品的生产流程节点中，上一步和下一步的实体回传的

数据统一记录和处理。产品流向下一级供应链参与方

后，如有分装、再加工等环节，其追溯数据由下一级参

与方自行采集，生产企业只需记录产品最终流向即可。

而各级参与方间采用约定的数据共享方案互传产品的

流向数据，即可完成这一农产品的完整供应链追溯，如

图1所示。

由此可见，要完成产品的智能化生产和从源头到

终端全流程的追溯，标准的落地和供应链参与方间的

信息共享是关键。而实施了智能化、自动化、信息化、

标准化的生产，由于减少了人员的参与，将使企业获得

更高的生产效率和较低的出错率，同时也让供应链各

参与方能享受信息化带来的便利。

图1 一种食品农产品的供应链追溯

传感器Ecode 植株GIAI

滴灌控制器Ecode
周转筐GRAI 物流门Ecode

产品GTINGS1 AI
物流单元SSCC 车辆GIAI

检测站GLN

检测报告GDTI

物流单元SSCC 物流单元SSCC
产品GTINGS1 AI

分销商GLN 零售商GLN批发商GLN

生产节点记录 品控记录 出库记录

流向记录

种植环境记录

果园/产地G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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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摊经济重返城市生活，能够缓解就业压力，释放

经济活力。发挥互联网思维，运用信息化、数据化管理

手段帮扶路边经济，实现地摊经济在现场管理、质量管

理和产业生态等方面的升级，才是地摊持续、健康发展

的必由之路。在为地摊经济提供的各种配套服务中，

以商品条码为代表的GS1全球统一编码标识系统可以

发挥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

地摊经济中的经营主体可以通过营业执照或监督

卡等形式进行登记、备案管理，而地摊经济中的产品则

可以根据商品条码唯一性的特点，利用商品条码作为

产品备案、通报、统计、查询等管理工作的主要标识手

段。商品条码已广泛应用在食品饮料、日用品、电子产

品等商品的生产和零售领域，并且通过与大型互联网

企业开展数据合作，实现了“一次源头发布、全网多维

共享”的数据应用模式，实现物流与信息流的同步流

通。生产企业将产品的商品条码、名称、分类、品牌等

基本属性，以及产地、价格、成分、保证等扩充属性信息

进行标准化采集、整理、通报，形成产品信息电子化档

案，发布在中国商品信息服务平台，成为企业产品信息

发布的数据源头。这些数据不但可以在中国物品编码

中心官网进行查询，还可以在微信、百度、我查查、中国

编码APP等扫码软件查询到。在服务进口商品查询、

管理方面，商品条码的有效运用能够帮助进口商、代理

商将进口商品信息、企业信息同步至海关部门，进而提

高通关效率，增强进口商品数据准确性、减少数据维

护。将这些准确、权威的商品数据信息进行标准化采

集、发布，形成完整的进口产品数据链条，能够方便消

费者更多地了解地摊、夜市中进口产品真实的商品信

息，鉴别真伪，保护自身权益。商品信息的标准化、可

视化，使消费者能够“明白”消费，利用大数据、云计算

等技术手段对这些信息加以统计整理，可以为信息化

市场监管创造有利条件，满足对地摊经济现场管理的

需求。

重启地摊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激发经济活力，地摊

经济能否繁荣的关键是让老百姓“买的安心、吃的放

心”。建立标准化产品追溯机制，实现追溯信息的互联

互通是保障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条码追

溯采用GS1全球追溯标准，通过条码技术解决了数据

采集的“瓶颈”，通过发挥商品条码作为商品“身份证”

的作用，对食品原料的生产、加工、贮藏、运输及零售等

供应链各个环节的管理对象进行标识，并互相链接，实

现了信息的快速、准确获取与传输，有机地联系了各行

各业的信息系统，为实现物流和信息流的同步提供了

数据支持。以商品条码作为唯一标识，结合产品的批

次信息或单品信息就能够实现快速追溯，消费者可以

随时随地通过手机、PC、超市扫描设备等终端获取产

品信息、企业信息、生产数据、检验数据等关键信息。

详细、真实的追溯信息有利于去除地摊经济中消费者

的疑虑，获得消费者的信任，促进交易的完成，提高企

业的营业额。一旦食品出现安全问题，可以通过追溯

系统进行查询，快速缩小食品安全问题的范围，对供应

链各个环节的产品信息、加工信息、流通信息等进行跟

商品条码赋能地摊经济
吉林省标准研究院 崔 涧 王 曼

GS1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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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与追溯，准确查出问题所在环节，直至追溯到食品生

产的源头，及时召回不合格产品，将损失降至最低。统

一的追溯标准体系能够贯穿整个供应链，使得不同行

业、不同企业间的信息共享和交换成为可能，最大限度

整合社会资源，有效地避免了信息孤岛，真正实现高效

率、低成本的产品安全追溯。标准化、通用化的质量追

溯体系能够有效地为企业供应链管理、政府部门监管

和消费者的安全提供保障，也是地摊经济全面质量管

理升级的重要手段。

地摊经济也是企业营销活动的进一步下沉，是产

品推广、吸引顾客的重要途径。广大小微企业应充分

利用地摊这一营销渠道，运用合适的信息化工具，开展

低成本营销，实现零售渠道线上、线下的结合。“条码

微站”服务项目针对中小微企业设置，是以商品条码作

为产品的唯一标识，以标准化的商品二维码作为流量

入口，服务于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是集成商品信息管

理、生产辅助、营销于一体化的技术服务产品，为企业

提供产品展示管理、统计分析、互动营销的综合性信息

化服务。通过整合一维条码、二维条码的扫描及第三

方集成应用，为企业提供多种二维码解决方案，包括：

企业二维码、产品二维码、批次二维码，以及单品二维

码，并且扫码入口不受第三方屏蔽，打破目前二维码应

用中出现技术壁垒。通过产品快速分享、一键购买等

功能的应用，实现流量导入并变现，辅助企业开展电子

商务。通过对商品的访问量、访问地域、热度排名等多

种指标的统计分析，能够获取产品覆盖地域、销售情

况、潜在用户等数据，为市场行情做出数据化判断，为

企业营销提供数据支持。条码微站作为企业的移动微

门户网站，能够帮助企业降低产品运营门槛，实现互联

网+升级，完成“新零售”转型，为产业生态升级与顾客

体验升级提供了高效通道。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理念也不断

被刷新，对于地摊经济的理解和观念也应该升级。以

商品条码为代表的GS1系统的科学运用可以为地摊、

路边经济提供高效配套服务，为经营主体的质量管理、

产品营销提供技术支撑，利用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技

术，帮助监管部门对地摊商品的质量进行管控，精准追

踪地摊业态。商品条码的科学运用能够为地摊经济的

升级出一把力，为城市的烟火气添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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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食品消费结构

也发生了很大改善，从单一的温饱型食品消费逐渐向

多元化、营养型食品消费转化。水产品以其高蛋白、低

脂肪、高营养的特点备受人们青睐，但在市场经济激烈

竞争下，一些水产品经营者为获取额外利润，试图经营

假冒伪劣或是存在安全问题的水产品，严重扰乱了水

产品市场，损害了消费者权益。如何实现水产品“从源

头到餐桌”整个过程的跟踪与追溯是当下解决水产品

安全问题的关键。

食品安全追溯是管理和控制食品安全问题的有效

手段，但由于目前食品追溯过程往往存在编码标识不

统一、数据库不兼容及数据共享性、安全性低等问题，

导致难以达到实际要求的追溯效果。针对水产品安全

问题，应用合适的追溯技术，开展水产品追溯研究迫在

眉睫。

水产品追溯

水产品从水产育苗开始，经饲养、养成捕捞、屠宰

加工、中间存储、物流配送、批发零售等，直到终端消费

者购买水产品，整个过程需从原材料供应商经养殖基

地、加工企业、仓储中心、配送中心及批发市场或超市，

最终到达消费者手中，水产品流通过程，如图 1所示。

水产品流通过程需要在一定的温湿度条件下，经生产

商、承运商、批发商、零售商、消费者等参与方，对各环

节进行有效标识，利用自动识别与数据采集技术实现

信息的存储与传递。

水产品追溯是指消费者一旦遇到问题水产品，通

过水产品的编码标识，回溯水产品来历、用途和位置

等，实现从消费者层层追溯到水产品原料供应商，最终

找到出现问题的具体环节，使消费者了解水产品整个

流通过程，高效、及时召回同批次水产品，水产品追溯

图1 水产品流通过程

水产品饲养 捕捞 屠宰加工 存储 物流配送 批发零售

消费者

消费终端

配送中心
超市

批发市场
仓储中心养殖基地 加工企业原料供应商

信息流

资金流

物流

基于“GS1+区块链”的
水产品追溯技术研究
河北省标准化研究院 王少然 王海陶

GS1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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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如图 2所示。要实现水产品追溯，就需要在水产

品流通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实现信息流与物流的统

一，由此可见，标识是实现水产品追溯的基础支撑，而

准确的信息采集与传输且保证全流程的透明化、公开

化是整个过程的关键。

“GS1+区块链”技术

GS1系统全称“全球统一编码标识系统”，由国际

物品编码组织管理。GS1系统包括GS1编码体系、数

据载体体系和数据交换体系。GS1编码体系可为流通

领域中贸易项目（标识采用全球贸易项目代码，简称

GTIN）、物流单元（标识采用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简

称 SSCC）、位置（标识采用参与方位置代码，简称

GLN）、资产（标识采用全球可回收资产标识，简称

GRAI；全球单个资产标识，简称GIAI）、服务关系（全球

服务关系代码，简称GSRN）等提供唯一标识。数据载

体承载编码信息，用于实现自动数据采集与电子数据

交换。GS1系统具备的特点有：系统性、科学性、全球

统一性、可扩展性。

狭义上讲，区块链是一种按照时间顺序将数据区

块以顺序相连的方式组合成的一种链式数据结构，并

以密码学方式保证的不可篡改和不可伪造的分布式账

本。广义上讲，区块链技术是利用块链式数据结构来

验证与存储数据、利用分布式节点共识算法来生成和

更新数据、利用密码学的方式保证数据传输和访问的

安全、利用由自动化脚本代码组成的智能合约来编程

和操作数据的一种全新的分布式基础架构与计算范

式。区块链特点有：去中心化，公开透明，安全、不可篡

改，信息加密和匿名性等。区块链包括公有链、联盟链

和私有链，从数据安全与隐私、风险可控性、高效性方

面出发，水产品供应链主要应用联盟链。

“GS1+区块链”技术是将GS1技术与区块链技术

结合进行实际应用，将其应用于水产品追溯，不仅可以

将水产品流通过程涉及的贸易项目、物流单元、位置、

资产、服务关系等进行GS1标准化、统一化编码标识，

同时，将水产品流通各环节相关参与方均加入区块链，

使得各环节交易信息共享，数据公开透明、不被篡改，

消费者一旦发现问题水产品，即可通过层层追溯到问

题源头，从而真正实现水产品追溯。

应用GS1实现水产品编码标识

实现水产品追溯的基础在于数据的传输，数据传

输基础在于编码与标识，所以，要实现水产品追溯，首

先需对水产品及其相关的物流单元、服务关系、位置等

进行编码标识。下面从水产品流通过程的关键环节出

发给出水产品流通过程的GS1编码标识方案。

水产育苗饲养阶段编码及标识
要追溯到水产品源头就需要从水产品育苗饲养环

节开始编码标识，此环节需要对育苗（GTIN）、相关农

资 产 品 如 饲 料 、药 物 等（GTIN）、相 关 操 作 人 员

（GSRN）、生长位置（GLN）进行编码标识。此环节以育

苗标识为例，假设养殖户 A 的厂商识别代码为

6901234，对该批育苗 GTIN编码为 690123400002，并
将批次代码设为“0001”，生产方法为“03-养殖”，对该

批鱼苗编码为（01）06901234000023（10）0001（7010）
03，数据载体可选用一维码 EAN-13、GS1-128或GS1
QR码、GS1 DataMatrix码等二维码进行标识。在此采

用GS1-128条码符号进行标识，如图3所示（见下页）。

养成捕捞阶段编码及标识
养成捕捞阶段需要对捕捞工具（GTIN）、捕捞的水

图2 水产品追溯

消费者配送中心
超市

批发市场
仓储中心养殖基地 加工企业原料供应商

从消费者到原料供应商的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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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GTIN）、相关操作人员（GSRN）等进行编码标识。

此环节以捕捞成熟的该批水产品为例，成鱼沿用育苗

阶段的 GTIN，在此添加成鱼的收货日期标识（7007）
200421。数据载体可选用一维码 EAN-13、GS1-128，
或二维码 GS1 QR码、GS1 DataMatrix码等进行标识。

在此条码标识选用GS1-128，如图4所示。

屠宰加工阶段编码及标识
屠宰加工环节需要对相关操作人员

（GSRN）、加工配料（GTIN）及成品（GTIN）
进行标识。此环节以水产品加工后的成

品（如鱼罐头）为例，进行编码标识，加工

成品GTIN编码为 6901234000030，有效期

为 2022 年 11 月 4 日 ，生 产 批 号 为

ABC123，编 码 为（01）06901234000030
（17）221104（10）ABC123，数据载体选用

一维码 EAN-13、GS1-128，或二维码GS1
QR码、GS1 DataMatrix码进行标识。在此

采用GS1 QR码进行标识，如图5所示。

存储阶段编码及标识
对包装盒/箱或托盘（包装盒/箱作为

贸易项目时用GTIN；包装盒/箱或托盘作

为物流单元时用 SSCC）、仓库（GLN）、货

位（GLN）进行编码标识。在此以作为贸

易项目的放置多个包装箱/盒的托盘为例

进行编码，包装指示符选用“2”，GTIN-14
编码为“26901234000034”，效期为“2022
年 11月 4日”，批次为“ABE123”，数据载

体可选用一维码 ITF-14、GS1-128或二维

码GS1 QR码，在此选用GS1-128码，如图

6所示。

物流配送环节编码及标识
在水产品物流配送阶段，需对包装

箱/托盘（SSCC）、车辆（GIAI）、参与运输人

员（GSRN）、运输过程添加剂（GTIN）等进

行标识。

系列代码为“000000001”的加工成品组成的包装

箱/盒 SSCC编码为 69012340000000016，所含贸易项目

的GTIN为“06901234000030”，包装日期为 2020年 6月
6日，贸易项目数量为 100。数据载体可选用一维码

GS1-128或二维码GS1QR码、GS1 DataMatrix码，在此

采用GS1 DataMatrix进行条码标识，如图7所示。

图3 育苗饲养环节育苗GS1-128条码标识

图4 养成捕捞阶段成鱼GS1-128条码标识

图6 放置多个包装箱/盒的托盘GS1-128条码标识

图7 加工成品组成的包装箱/盒GS1 DataMatrix条码标识

图5 加工成品GS1 QR条码标识

GS1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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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零售环节编码及标识

对零售商仓库（GLN）、消费者（GSRN）、售货员

（GSRN）进行编码标识。以该批成品运送到零售商 B
的仓库中，对仓库编码标识为例，采用物理位置编码为

（414）6901236000021，数据载体选用一维码GS1-128，
或二维码 GS1 QR码、GS1 DataMatrix码，在此选用

GS1-128码进行标识，如图8所示。

另外，若为较高价值的水产品，可根据实际需要，

并在考虑成本因素前提下，为每个水产品或加工制品、

相关位置、资产等粘贴RFID标签，此时分别采用对应

的编码方案进行编码。对水产品物流各环节编码标识

需求整理，见表1。

将区块链应用于水产品流通过程

区块链层级包括数据层、网络层、共识层、激励层、

智能合约层和应用层。数据层基于数字签名、哈希函

数、加密技术等算法与技术，实现分布式数据存储，并

保证水产品流通过程参与方账户注册与安全交易；网

络层利用数据验证机制、点对点传输机制、分布式网络

机制实现新增“区块”的验证，并克服以往中心系统局

限性；共识层利用共识机制建立水产品流通各方信任，

确保交易的有效；激励层主要用于公有链，实现激励与

惩罚，水产品流通应用联盟链，故可不布局该层；智能

合约层将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制度、标准、协议等以智

能合约的形式嵌入区块链，严格限制上链，提高整体监

管、运作效率；应用层为水产品流通过程参与方提供相

应的权限和接口，各方通过接口实现信息数据交换与

共享。区块链应用于水产品流通过程各层级作用，如

图9所示（见下页）。

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水产品流通过程，所有参与

方申请加入到区块链后均被分配一个公钥、一个私钥，

公钥用于在区块链上共享交易信息，使得区块链上信

息公开、透明，从根本上摒弃了“中心化”系统的局限

性；私钥用于隐私数据保护，使得各参与方都能放心、

安全地在区块链上进行交易。参与方在区块链上发生

的任何交易数据均会被标记上“时间戳”，且一经发生

便不可被篡改，区块链为真正实现水产品追溯提供平

图8零售商仓库GS1-128条码标识

表1 水产品流通各环节编码标识需求

环节

编码选择

标识载体

饲养

GTIN
GSRN
GLN

SGLN-96

GS1-128
EAN-13
GS1 QR

GS1 DataMatrix
RFID标签

……

捕捞

GTIN
GSRN

SGTIN-96

GS1-128
EAN-13
GS1 QR

GS1 DataMatrix
RFID标签

……

加工

GTIN
GSRN

SGTIN-96

GS1-128
EAN-13
GS1 QR

GS1 DataMatrix
RFID标签

……

存储

GTIN
SSCC
GLN

SSCC-96

GS1-128
ITF-14
EAN-13
GS1 QR

GS1 DataMatrix
RFID标签

……

配送

GIAI
SSCC
GSRN

SGTIN-96
GIAI-96
GS1-128
ITF-14
EAN-13
GS1 QR

GS1 DataMatrix
RFID标签

……

零售

GTIN
GLN
GSRN

GS1-128
EAN-13
GS1 QR

GS1 DataMatri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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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基于区块链的水产品供应链点对点网络

各参与方信息共享

消费者 饲料提供商

私有信息数据加密

扩展节点 加工商

养殖户

零售商

分销商

监管机构

水产品流通过程参与方
账户注册与安全交易

严格限制参与方上链，提
高整体监管、运作效率

应用层

智能合约层

共识层

网络层

数据层

提供权限和接口

智能合约形式嵌入制度、
标准、协议等

数据验证机制、点对点传
输、分布式网络

共识机制

数字签名、哈希函数、加密技术等

各参与方数据交换与共享

水产品流通环节各方信
任，确保交易的有效

新增“区块”的验证，并克
服以往中心系统局限性

图9 区块链应用于水产品流通过程各层级作用

台支持。

基于区块链技术构建的水产品供应链点对点网络

示意图，如图 10所示。可看出，区块链上私有信息加

密保护，交易数据公开、透明，水产品流通过程任意方

发生的任何交易信息都会被其他参与方获得，实现了

参与方信息共享。

“GS1+区块链”实现

水产品追溯

基于“GS1+区块链”技术

的水产品追溯过程：

第一步，应用GS1系统，

对水产品流通过程涉及的贸

易项目、物流单元、位置、资

产、服务关系等进行标准化

编码标识，利用数据采集技

术与自动识别技术存储并采

集信息；

第二步，各参与方作为

一个个“区块”加入到区块链

中，在区块链中达成一致、共

GS1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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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基于“GS1+区块链”的水产品追溯模型

区块1
区块头

父区块Hash 时间戳 ……

产
品
信
息

库
存
信
息

产
易
信
息

其
他
信
息

……

区块2
区块头

父区块Hash 时间戳 ……

标准接口 标准接口 标准接口

原材料
供应商

内部信息系统

跟踪与追溯

产
品
信
息

库
存
信
息

产
易
信
息

其
他
信
息

……

水产品
养殖户

内部信息系统 内部信息系统

水产品
加工商

水产品
分销商

内部信息系统

水产品
零售商

内部信息系统

标准接口

信息采集信息采集 信息采集 信息采集

编码 载体GS1编码标识体系

内部信息系统

监管方

RFID标签

内部信息系统

消费者

标准接口

产
品
信
息

库
存
信
息

产
易
信
息

其
他
信
息

……

区块N
区块头

父区块Hash 时间戳 ……

……

SSCC

信息采集

SSCC-96SSCC-96 SGTIN-96
SGLIN-96GTIN GSRN GLN

……
……EAN-13 GS1-128 QR码

享数据信息，同时保证私有信息不被泄露。

“链”上发生的任何交易都会被盖上“时间

戳”保证信息不被篡改；

第三步，消费者一旦遇到假冒伪劣、涉

及食品安全问题的水产品，可通过区块链

从问题水产品到相关供应商，层层追溯到

水产品出现问题的环节，及时、准确找到问

题真正的源头，使企业准确、快速召回问题

产品批次，降低企业损失，充分保障消费者

合法权益。基于“GS1+区块链”的水产品

追溯模型，如图11所示。

将“GS1+区块链”应用于水产品流通

过程，充分利用GS1系统提供的全球化、标

准化的编码方案、标识方法及区块链“去中

心化”、公开透明、防篡改的特性，使得水产品流通各环

节不仅拥有全球统一的标准化编码标识，而且保证了

各参与方交易信息公开透明，监管机构公开监督整个

流通过程，使得假冒伪劣现象无处遁形。“GS1+区块

链”技术的应用，在提高水产品流通效率的前提下，保

障水产品安全流通，同时，当遇到问题水产品可通过水

产品追溯，准确定位问题源头，及时找回问题水产品，

最大程度减少供应链损失，维护相关企业与消费者合

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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