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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块链的优质大米溯源信息采集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标准主要起

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制定工作于 2020年 1月 21日由中粮油学发【2020】

6 号文下达。 

标准起草牵头单位为中化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参与起草

单位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益海嘉里金龙鱼

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佐竹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标准制定工作主要分三个阶段： 

1 标准起草 2020 年 2月 ～ 2020 年 3月  

2 征求意见 2020 年 4月 ～ 2020 年 5月  

3 审稿审查 2020 年 5月 ～ 2020 年 6月  

标准主要起草人为褚芳芳，负责标准起草工作。标准主

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见下表。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方式 
分工 

（细化到节或条） 

1 褚芳芳 
中化现代农业

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15801539001 标准评审、合稿 

2 李书英 
中化现代农业

有限公司 
产品总监 18911999105 总体标准编制方向把控 

3 马晓飞 
中化现代农业

有限公司 
水稻副总监 13153126671 5、设计 

4 姜静 
中化现代农业

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 15116988210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2 

 

4、要求 

5 马洪娟 
中化现代农业

有限公司 
技术经理 18610538622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要求 

6 王敏欣 
中化现代农业

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18911999611 总体标准编制方向把控 

7 唐飞 
中化现代农业

有限公司 

体验业务事

业部总经理

助理/高级工

程师 

18911999647 
总体标准编制方向把控 

团标定稿 

8 孙辉 

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科学

研究院粮食品

质营养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 01056452658 总体标准编制方向把控 

9 段晓亮 

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科学

研究院粮食品

质营养研究所 

副所长/副研

究员 

01056452657 

15101127308 
5、设计 

10 张玉坤 

益海嘉里金龙

鱼粮油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品管高级经

理 
18033552288 5、设计 

11 董维炀 
佐竹机械（苏

州）有限公司 
副课长 13338003721 5、设计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包括标准编制的原则、标准主要技术内容（技术指标、

参数、公式、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试验、统计

数据）。修订时应列出与原标准的主要差异和水平对比。 

标准编制的原则 

溯源体系应当能够证明产品的来历和（或）确定产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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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流程环节中的位置。溯源体系有助于查找不符合的原因，

并且在必要时提高撤回和（或）召回产品的能力。溯源体系

能够提高组织对信息的合理利用和信息的可靠性，并能够提

高组织的效率和生产力。 

溯源过程中的稻谷可根据追溯码追溯到各个种植、仓储、

加工、流通环节的产品、投入品信息及相关责任主体。 

在建立溯源体系，实现溯源目标的同时还要考虑以下要

素： 

a) 支持食品安全和（或）质量目标；  

b) 满足顾客要求； 

c) 确定产品的来历或来源； 

d) 便于产品的撤回和（或）召回； 

e) 识别稻谷（大米）在溯源体系中的责任主体； 

f) 便于验证有关产品的特定信息； 

g) 与利益相关方和消费方沟通信息； 

h) 适用时，满足当地、区域、国家或国际法则法规； 

i) 提高组织的效率、生产力和盈利能力。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产品的流动能将稻谷的来源、储存、加工历史及分销相

联接，溯源体系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应当对其前一步及后一步

溯源信息给与说明。这种溯源关系可根据相关环节（组织）

之间达成的协议应用在溯源体系的更多环节当中。基于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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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的高品质大米溯源信息规范主要是规定了大米质量溯源

过程中的术语及定义，并对大米溯源过程中使用到的主体码、

批次码、追溯码的编码原则、编码规则做了规定；同时，规

定了大米从稻谷种植、稻谷储藏到大米加工、大米分销各环

节在实现溯源过程中需要采集的信息内容、长度及信息内容

之间的关联关系。 

为确保溯源信息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该标准提倡将重要

的溯源信息上区块链，并规定了需要上链的信息字段，确保

支持端到端双向溯源、支持链上信息交叉验证、支持信用评

级，增加溯源信息的造假成本。 

优质大米的定义参考国标 GB1354-2018。 

追溯体系构架（参考标准 NY/T 1765-2009）。 

区 块 链 （ 参 考 标 准 GB/T 7027 ， 规 则 规 范

CBD-Forum-002-2017）。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基于区块链的农产品品控溯源系统已由中化现代农业

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发布，目前已更新至 2.0 版，

溯源信息在最初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扫码次数统计、扫码时

间和扫码地点统计等功能，以方便加工厂家获得更多的消费

者数据。 

经中化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天津基地、五常 MAP 服务中心

使用，已完成 13000 吨大米完成的溯源工作，获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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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条。 

区块数据库目前已收集 16G的数据，系统运行至今反应

良好，无故障运营 3360 小时，访问数量 30000 余次，平均

访问时间 80 秒，响应时间 0.2s。 

四、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标准在制修订过程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

况，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国外

样品检验数据对比情况。 

欧盟的食品追溯系统应用最早， 2000 年欧盟发表了《食

品安全白皮书》，提出根本性改革，明确相关所有生产经营

者的责任。2006年，欧盟开始实施新的食品卫生法规，认为

食品要实现“从农场到餐桌”的全过程控制管理。 

在美国，食品可追溯系统主要是企业自愿建立，政府主

要起推动和促进作用，2003年，美国公布了《食品安全跟踪

条例》，要求所有涉及食品运输、配送和进口的企业建立食

品流通的全过程记录。2011 年，美国 FDA 建立食品召回官方

信息发布的搜索引擎，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完整性，消

费者能够获取 2009 年以来官方召回食品的详细信息。 

我国关于食品追溯体系的研究始于 2002 年，在研究和

实施的过程中，逐步制定了相关的标准和指南。国务院 2010

年发出《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指出“要建立统

一规范的食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建立食品质量安全例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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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制度和食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国务院 2015年下发的《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也

提出，要注重产品追溯实效，力争到 2020 年，建成覆盖全

国、统一开放、先进适用、协同运作的重要产品追溯体系。 

随着互联网金融向纵深发展，区块链技术及其应用成为

人们日益关注的热点，开放、可信、去中心化、共享，区块

链的这些核心思想被大家广泛认可。现在，区块链技术已经

从概念走向了实际应用，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在区块链的技

术中看到新的机遇，溯源作为大家近来关注的重点方向，区

块链在溯源应用中发挥了重要的价值。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简要说明标准与法律、法规、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是在遵守《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等国家涉及食品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的，与

现行法规无冲突。 

标准编制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下列标准，本标准相关内容

与下列标准的内容协调一致。 

GB/T 1354 大米 

LST 3247-2017 中国好粮油 大米 

NY/T 1765-2009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操作规程 谷物 

CBD-Forum-002-2017 区块链 数据格式规范 

GB/T 7027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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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新标准制定，无需替代旧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