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鳗鱼身份追溯系统的建立、应用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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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口鳗鱼生产企业中构建一个科学合理、完善的鳗鱼质量安全信息体系。方法

通过对鳗鱼

生产供应链进行分析, 明确鳗鱼供应链的每个环节的参与者以及参与者之间需要保存和传递的产品质量安全
控制信息, 通过计算机软件设计开发, 采集各环节关键的、可追溯的信息, 完成鳗鱼产品的跟踪与追溯。结果
在此基础上, 研究开发了符合出口鳗鱼产品生产实际的质量安全追溯系统, 应用于跟踪和追溯鳗鱼养殖、生
产、销售过程。结论

阐述了该系统的作用、功能及在鳗鱼行业实施成效, 并分析了当前我国全面实施食品安

全可追溯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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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application and problems of eel identity traceabil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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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build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system in export eel production enterprises.
Methods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eel production supply chain,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eel supply chain were

identified and the product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 information that needed to preserve and transmit between
participants was defined. The critical traceable information in each point was collected by the computer software. Results

The quality an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was established which was in t compliance with the

actual practice of export eel production, and to be used in tracking and tracing the process of eel farming, production and sales. Conclusion

Furthermore the function, function and effectiveness in the eel industry of this

system was discussed, the problems of the foo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in our country we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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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 食品安

源、加工生产到消费的供应链全程进行追踪, 并在发

全是关系人类健康的关键所在。近些年来, 国内外相

生问题后进行追溯, 就成为监控食品安全、保障消费

继发生了多起食品安全事件—“二噁英”、“疯牛病”、

者健康的必要手段, 而这也是广大消费者期望所在。

“禽流感”、“苏丹红”“三聚氰胺”、“瘦肉精”等, 这

针对这种情况, 各类新近出台或修改制定中的国际

些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和健康的问题, 引发了人们对

性食品安全管理的标准法规以及认证越来越多、也越

食品安全空前的担扰和关注。因此, 对食品从原料来

来越明确地呈现出对食品实施全链可追溯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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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N/T 1443.1 和 ISO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相关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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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6 月以来一些境外媒体对我国个别出口食品

准都有关于建立可追溯性系统要求 ; 同时世界各国

农产品安全卫生问题恶意炒作; 2008 年初日本发生

政府积极采取各项措施, 并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的与鳗鱼毫无关联的“毒饺子”事件等, 导致中国鳗

和政策, 来保障食品安全。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和

业又一次陷入危机, 严重损害了我国出口食品农产

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纷纷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要

品的信誉, 但这也增强了我们对鳗鱼产品身份追溯

求对出口地的食品必须能够进行跟踪与追溯; 我国

系统研究的紧迫感和决心。分析鳗鱼历次出口危机,

国家质检总局于 2004 年 5 月就出台了《出境水产品

要从根本上保障出口鳗鱼产品的安全卫生, 消除负

追溯规程(试行)》 , 2009 年颁布实施的《食品安全

面影响, 尽快恢复国外消费者对我国出口鳗鱼产品

法》明确了食品安全追溯的要点, 规定食品企业在生

的消费信心, 摆脱出口食品企业所面临的困境, 谋求

产、加工、流通环节都要有能够实现追溯所要记录

企业经营利益的最大化, 重点要从鳗鱼养殖源头的

的内容, 强化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监管。我国

安全、卫生质量抓起, 对出口鳗鱼供应链实施全过程

建立农产食品可追溯体系不仅能为人民群众的饮食

控制, 进行标准化管理, 保障控制过程的科学性、严

健康提供优质安全的农产食品, 同时也是打破国外

密性和有效性, 探索建立一个科学、有效、严密、可

因食品安全追溯而设置的贸易壁垒的重要手段, 对

追溯的“出口鳗鱼质量安全控制管理新模式”。在“透

提高我国农产食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起到重要

明生产”的核心理念指导下, 在鳗鱼养殖环节引入良

的作用。

好农业规范(GAP), 在鳗药采购供应环节引入良好药

[2]

我国水产品出口额一直位居大宗农产品出口首

品经营管理规范(GSP), 在出口加工企业实施和完善

[3]

位, 2011 年占比高达 29.3% , 而鳗鱼的出口量及出

HACCP 体系, 并在这三个体系基础上探索建立“出

口额位居水产品出口前列。尤其是鳗鱼中的烤鳗主要

口鳗鱼产品身份追溯系统”, 从而建立一个贯穿鳗鱼

靠出口, 国内市场目前没有足够的消化能力, 日、美、

养殖、生产加工全过程的安全控制模式, 从根本上解

欧、韩等都是我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本文通过建立

决药物残留问题, 有效保障出口鳗鱼及其产品质量

鳗鱼产品身份追溯系统, 阐述该系统的作用与功能

安全, 恢复和树立客户对鳗鱼产品的消费信心, 取得

及实施成效, 分析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全面解决存在

国内外消费者尤其是日本消费群体的认可。

的问题。

1

鳗鱼身份追溯系统建立背景

2
2.1

鳗鱼身份追溯系统建立过程和方法
确定追溯跟踪识别代码

鳗鱼产业是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高效特色农

鳗鱼身份追溯系统包括从鳗苗投入、鳗鱼养殖直

业和新兴创汇型产业, 年产值超过百亿元, 占国际鳗

至餐桌的整个链中的相关参与者, 提出信息规范要

鱼及其制品贸易量的 80%以上, 具有很强的国际竞

求、建立标准信息范畴, 建立标准的信息记录及信息

争力, 效益明显, 产品附加值高, 产业链长, 对农民
脱贫致富、农业增收和农村发展带动力比较强, 具有
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鳗鱼产业中 80%以上是以
烤鳗产品出口, 目前该产业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优势
产业, 福建是烤鳗出口的重要省份, 出口量和出口值
均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但是, 药物残留问题十分严
重。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 出口鳗鱼产品农兽药

传递的方法。建立可追溯性体系的关键是在流通链上
的每一个环节所产生的货物贸易单元用独特的标识
代码进行标识, 相关信息则由标识代码携带并传递
下去。具体由各个环节上的参与者进行操作, 可追溯
性体系中的信息交互包括相邻参与者之间的信息接
受和信息传递。可以借助信息技术, 构建一个可追溯

残留事件时有发生, 加上贸易伙伴单一, 出口高度集

系统的信息数据库, 通过授予访问权限, 使得有关信

中于日本市场, 屡屡受到日本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

息因需要而被相关方面访问[4]。为体现鳗鱼产品身份

日本政府为保护本国鳗农利益, 频频对中国鳗鱼设

追溯特征, 显示其生产日期、原料来源及批次编号等

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日本 2003 年 7 月实施烤鳗批批

追溯信息, 根据鳗鱼行业特点及《出境水产品追溯规

检测恩诺沙星的“命令检查”、2005 年下半年实行孔

程(试行)》的相关要求, 以 20 数位的生产批次号作为

雀石绿“命令检查”, 2006 年 5 月开始“肯定列表制度”;

鳗鱼个体唯一可识别的标示代码(见图 1), 随生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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鳗鱼生产加工环节质量安全控制[5]

鳗厂加工成品至消费者的食用整个生产销售过程进

要求福建某公司的鳗鱼生产加工环节在建立

行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的跟踪, 检验检疫部门指导实

SSOP、GMP 和 ISO9001 体系的基础上, 引入 HACCP

施追溯的主体公司(以下简称为: 福建某公司)要从原

管理模式, 通过风险分析, 设立质量安全与卫生控制

料采购到生产加工销售进行严密的批次管理, 制定

的关键控制点, 对加工过程质量安全卫生实施体系

并执行《产品质量追溯制度》、
《产品召回制度》及《批

化管理控制, 预防加工过程各环节食品安全危害的

号标识方法》, 明确生产批号构成: 以生产加工时同

产生或侵入, 建立一套以预防为主, 检测为辅的加

一鳗场的鳗鱼, 经过药残检测合格后捕捞出池时的

工过程安全卫生控制体系, 确保鳗鱼产品加工过程

池号、加上鳗场代号(即官方备案的“养殖备案号”)、

的质量安全。

生产班次、生产日期作为鳗鱼个体唯一可识别的标示
代码, 随生产流程跟踪识别, 包装入库时在内外包装
上标识区分(见图 1)。该生产批号在生产加工、运输、
销售、消费等各个环节保持不变, 通过生产批号, 可
以顺向跟踪或逆向追溯。
确定追溯跟踪识别代码后, 就要求对追溯链中
的各个相关环节建立国际通用的相关质量管理体系,
以确保追溯信息的真实可靠。

2.5

加强实验室建设, 为可追溯性提供科学依据
实施追溯主体企业实验室加强自检自控能力建

设, 有条件的可按 ISO/IEC17025 要求制定和建立完善
的实验室检测管理体系, 取得实验室 ISO/IEC17025
认可资质, 并配备国内同行最先进的、高精度的检测
设备, 在确保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基础上, 对鳗
鱼产品形成的不同阶段加强检测验证, 做到不合格
的原辅材料不投产、不合格的半成品不转入下道工
序、不合格的产品不出厂。为冷冻烤鳗的生产从源头
到消费终端、从原辅料到产成品进行监测把关, 重点
把握成鳗出池、原料入厂加工、产品入库及成品出库

图 1 20 数位的生产批次号组成结构
Fig. 1 20 digital production batch number structure

等检验关。实验室规范严谨的检验对确保产品质量安
全起到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为鳗鱼产品质量的可追
溯性提供科学依据。

2.2

鳗鱼养殖环节质量安全控制
对鳗鱼原料基地的监管除 CIQ 外, 企业应按照

良好农业规范 GAP 体系要求进行控制, 对养殖场选
址、饲料供应、设施设备、鳗鱼疫病防治、渔药的合

2.6

鳗鱼身份追溯系统的建立
以福建某公司建立并有效运行完善的 GSP、

GAP、HACCP 体系为基础, 通过计算机软件设计开

理使用、养殖过程的记录和追溯、员工培训、鳗鱼福

发, 采用动态交互式网络开发 ASP.NEP 技术; 交互

利及员工福利提出具体的要求, 同时建立用药处方

文本语言 HTML、XML、AJAX、DIV+CSS; 数据挖

制度, 配备养殖技术员和质量监督员, 对鳗鱼养殖的

掘技术及数据库语言 SQLSERVER2000。以实验室规

每一个关键环节都进行规范控制, 最大限度地减少

范管理和严格检测作为追溯信息技术支撑的设计理

养殖风险。通过以上一整套严格基地建设的规章制度,

念,实现对鳗鱼养殖过程和生产流程的回溯查询和监

从鳗苗投苗开始到成鳗整个养殖过程进行严密管理

管, 通过采集鳗鱼养殖、加工过程中的质量安全卫生

控制, 确保鳗鱼养殖过程的安全。

控制关键信息, 并将这些信息有机组合成完整的可

2.3

鳗药采购供应环节管理控制

追溯的信息链, 在互联网上(网址在鳗鱼产品包装箱

依托当地行业协会(如三明市鳗业协会), 引入良

及包装袋上明显标识)以中、英、日三种语言, 通过

好药品经营管理 GSP 体系, 通过行业协会集中供药,

不同界面供消费者、采购商以及进出口国官方监管部

对药品采购、验收、仓储、发售以及用药指导和药效

门查询, 随时展示其完善的质量安全控制体系, 展示

跟踪进行规范管理和控制, 尤其在药品验收环节进

其严密的由 GSP、GAP、HACCP 组成的供应链全过

行批批检验, 杜绝违禁和假冒伪劣药, 实现药品供应

程控制, 以取信于采购商、消费者、进出口国官方监

的可追溯性, 有效保障鳗鱼养殖过程用药安全。

管部门, 从而提升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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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鳗鱼身份追溯系统作用与功能
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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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众多新闻媒体的关注, 受到福建省委省政府、
国家认监委、标准委以及国外官方和高端客户的充分
肯定, 并在世界粮农组织(FAO)北京合作论坛上作专

鳗鱼身份追溯系统将鳗鱼供应链条全过程的信

题介绍, 受到与会各国专家的高度关注。该系统在出

息衔接起来, 加强鳗鱼安全信息供给, 并根据各环节

口鳗鱼安全示范区建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期

信息明确鳗鱼产品各环节供应商的责任, 使鳗鱼产

在国家质检总局食品局组织的食品安全示范区验收

品安全由信任品转化为搜寻品, 有助于克服或缓解
鳗鱼市场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 解决食品安
全市场失灵问题; 鳗鱼行业实施可追溯体系可提高

中得到了高度评价。

4.2

有利于企业从中获得经济收益

供应链管理效率, 即通过供应链各环节信息跟踪和

由 于近 年来 , 恶性食 品安全 事件 的频频 发生 ,

追溯, 使上下游企业信息共享和紧密合作, 提高食品

使得消费者越来越在意所食用的产品是否安全, 同

质量安全水平, 增强供应链中不同利益方的合作和

时也使消费者愿意为质量好、安全性高的水产食品支

沟通, 优化供应链整体绩效。

付更高的价格。一个科学有效适用的可追溯体系有利

鳗鱼身份追溯系统的实施可减少产品召回, 有

于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并获得经济上的收益[7], 同时,

了可追溯系统就能够判断烤鳗生产过程中是使用了

企业自身出口货值及产品占据进口国高端市场的比

问题原料鳗鱼还是存在工艺问题, 及时将问题产品
召回, 同时避免那些没有问题的产品被召回, 从而为
企业节省了大量成本, 也能够减少召回期间企业的

例也将成倍增长, 企业因此而获益。

4.3

负面影响。

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 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可追溯体系是一个连接产品供应商、生产者、消

鳗鱼身份追溯系统可以增加鳗鱼产业链的透明

费者的一条纽带。食品生产企业可以通过对供应商的

度, 消费者可以在客户终端, 通过互联网输入生产批

资格审查和原材料、生产过程和最终产品的内部质量

次号(追溯跟踪识别唯一代码)了解所购鳗鱼产品的

分析来剔除不合格产品并提高产品质量和品质安全。

全部信息, 满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为保护消

该系统运行以来未发生客户投诉及被国外通报事件,

费者权益提供了有效手段[6]。

3.2

主要功能

取得良好效果。同时通过可追溯体系对存货进行精确
地管理, 可以在原材料、产品和产成品存储上保持合

追溯查询: 消费者、采购商以及进口国官方监管

理的比例, 降低由于存货过量存储、短缺、产品过期

部门通过质量安全追溯平台, 在互联网上输入产品

和变质给企业带来的巨大损失, 剔除各种各样的浪

生产批次号, 追溯查询该批鳗鱼养殖、加工、贮运销

费, 改善业绩, 降低供应链成本。对国际水产食品贸

售等生产全过程质量安全控制信息。

易法规做出迅速的反应; 保持鳗鱼供应链之间与产

检验检疫监管: 我国检验检疫部门通过检验检

品质量安全相关信息的及时沟通, 以便及时采取措

疫监管平台, 以产品批次号、鳗鱼养殖场名称及池

施, 消除质量安全隐患, 减少法律责任, 改善客户服

号、养殖或加工日期等为关键词, 搜索查询和验证监

务的功能, 从而降低管理成本, 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管鳗鱼养殖、加工等生产全过程更为详尽的质量安全
控制状况。
网上交流: 该系统还具备了生产者与检验检疫

4.4

有利于企业保持和开拓市场, 提升产品国
际竞争力

部门、采购商、消费者、进口国官方网上交流功能, 生

好的有名的零售商为了保持自身的信誉, 通常

产者可以适时获得各方意见, 以持续改进和提高企

愿意购买有质量安全保障的产品。食品生产企业如果

业管理水平, 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具有一整套被零售商认可的、保证其产品质量安全的

4
4.1

鳗鱼身份追溯系统的应用成效
具有良好社会影响

可追溯体系, 就拥有了进入该类零售渠道和大型超
市的敲门砖, 不但可以获得价格上利益, 还可以保持
原有市场, 开拓新的市场。鳗鱼身份追溯系统的建立,

三明辖区鳗鱼出口龙头企业从 2007 年开始在全

有效提升了鳗鱼产品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 提高了

国同行率先开发运用“鳗鱼身份追溯系统”, 吸引了

企业管理的信息化程度, 形成了立体化的“出口鳗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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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安全控制管理新模式”, 有效地保障了出口鳗鱼

和欧盟高端市场, 生产效益显著提高, 公司取得飞速

及其产品质量安全, 恢复和树立了客户对鳗鱼产品

发展; 在三明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积极推动下, 追溯

的消费信心, 取得了国内外尤其是日本消费群体的

示范效应在出口食品企业的应用再次显现, 近日三

认可。

明辖区重点出口企业: 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与厦门

4.5

大学签订了共同开发“出口有机笋电子身份追溯系

促进产业平稳发展, 提高鳗鱼附加值, 延
伸产业链

统”的协议。 该系统的建立, 将有助于提高对出口
有机笋的质量安全的跟踪控制和追溯, 提高笋制品

笔者跟踪最早实施追溯的主体企业—福建某公

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司从 2007 年在全国同行率先开发运行“鳗鱼身份追

4.7

溯系统”至今, 烤鳗出口值及产品占据进口国高端市

在出口行业推广应用
鳗鱼身份追溯系统的建立和运行引起许多出口

场的比例逐渐增长(见表 1),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尤
其是 2008 年以来, 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和贸易壁垒、

企业和国外采购商的关注, 从 2009 年以来已先后在

食品安全、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 烤鳗出口行业遇

福建鳗鱼产业得到积极推广和应用。运行该系统的企

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众多烤鳗厂停产, 行业景气度持

业出口批次、数量及金额保持持续增长, 效益稳步提

续下降, 但是福建某公司烤鳗出口逆势增长, 出口值

升, 未发生客户投诉及被国外通报事件, 取得良好效

突破 2000 万美元, 并逐年递增, 在全省同行业中烤

果。2010 年开始已陆续扩大推广至其他出口行业, 如

鳗出口排名逐年靠前, 在全国鳗鱼产业中位居前列。

福建某水产公司罗非鱼、福建某食品集团公司的番茄

这些得益于该系统实施后产品质量安全有保障, 产

制品、福建安溪茶叶等出口企业均建立了身份认证与

品订单价格逐步提高, 并且从 2008 年开始国外客户

供应链管理系统, 今后将陆续在福建辖区的出口食

也较放心将大量鳗鱼精加工产品订单交该公司, 开

品农产品企业中建立、推广应用该系统。

发生产鳗鱼精加工高端产品(其占比例也不断增加),

5

提高了鳗鱼制品附加值, 延伸了产业链, 开启国外尤

虽然在出口鳗鱼行业建立并实施追溯系统取得

其是日本鳗鱼产品高端市场, 目前福建某公司鳗鱼

一定成效, 在出口食品农产品企业得到一定推广, 但

精加工高端产品已占鳗鱼出口的 30%以上。

4.6

推广实施鳗鱼安全可追溯存在的问题

是总体看来, 当前我国对食品安全可追溯系统的认

形成可追溯示范效应

识和应用还非常有限, 全面推广实施食品安全可追

福建某公司鳗鱼身份追溯系统的建立和运行几

溯系统还存在许多问题,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年来,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为其他相关企业提供实施

5.1

可追溯的参考, 向民众展示可追溯在保障食品安全

企业规模小, 管理体系不够健全

上发挥的功用, 以示范效应带动可追溯的推广应用。

实施食品安全可追溯对信息技术管理要求较高,

2010 年在三明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指导下, 以鳗鱼身

而目前我国鳗鱼产业链多为中小企业或分散农户,

份追溯系统的建立和应用为示范模式, 在三明辖区

生产的集约化程度不高, 生产技术管理水平参差不

的福建某集团公司研发并建立了“XX 集团安全身份

齐, 尤其是在鳗鱼原料基地管理控制方面比较落后。

认证与供应链管理系统”, 其中“番茄制品安全身份

大多数企业资金实力有限，仅一条烤鳗生产线, 企业

认证与供应链管理系统”是国内首个真正实现跨区域

规模和实力及抗风险能力均较弱, 企业的规模和实

数据采集, 实现原料异地追溯的番茄制品信息化追

力限制了其对鳗鱼原料基地管理控制先进技术的采

溯系统, 该系统建立运行以来, 成效明显, 其番茄酱

用, 比如目前 GAP 在鳗鱼养殖业推广尚未全面铺开,

罐头出口量逐年递增, 产品不断进军美国、澳大利亚

这些导致目前在鳗业全面推广可追溯系统确有困难。

Table 1

表 1 福建某公司 2007~2011 烤鳗出口情况
Roast eel exports of a company in Fujian during 2007～2011

烤鳗出口量和值\年份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烤鳗出口量(吨)
烤鳗出口值(万美元)

1720
1890

1569
2020

1746
2176

2058
3791

1880
5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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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食品供应链的协调难度大
实施食品可追溯需要供应链各方的共同参与,

就供应链全过程中的产品及其属性信息、参与方信息
等, 进行有效的标识达成一致, 形成普遍共识。在鳗
鱼加工业, 安全控制的关键在原料, 原料安全与鳗鱼
养殖过程控制密不可分, 但是要协调鳗鱼养殖场按
可追溯需要或 GAP 要求进行控制, 除非养鳗场是鳗
鱼加工业主全资或控股, 否则实施难度大。虽然国家
质检总局在多年前就制定并实施鳗鱼加工厂与养鳗
场一一对应的备案制度, 但是随着市场变化及时间
推移其弊端也不断显现, 持续确保鳗鱼产品质量安
全的各种科学监管措施仍然在探索中, 这种状况增
加了供应链的复杂程度和实施可追溯的难度。

5.3

有关标准体系不健全, 标准的推广应用不
够普及

第4卷

所在, 在内贸企业及食品安全源头控制的种植、养殖
业尤为明显。
总之, 实施可追溯既是保障食品安全的现实需
求, 也代表了当前和未来食品安全保障措施的发展
趋势, 国内外类似研究很多, 但是否适用及成效如何,
难以考量。虽然民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非常高, 互
联网也已普及, 但是对实施可追溯来保障食品安全的
知识了解还非常少, 利用互联网追溯查询所购食品的
质量安全信息未普及, 对追溯信息的真实性关注更少,
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可追溯的推广和实施。
本研究从项目开发开始至投入运行使用以及在
应用中不断完善进行跟踪, 根据本行业特点确定的
追溯跟踪识别代码为业界所熟知。为确保追溯信息的
真实可靠, 提出对追溯链中的各个相关环节建立国
际通用的相关质量管理体系, 强调实验室的技术支
撑作用。食品农产品出口企业及有规模的内贸企业普

当前, 我国有关食品安全的相关标准主要存在

遍建立了较为完善质量管理体系, 推广应用追溯系

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标准滞后、缺失、交叉重复、甚

统基础较好, 但是大多数小微企业, 全面推广实施食

至相互矛盾, 这既不利于有关部门的监管, 也不利于

品安全可追溯系统目前还存在许多问题, 这些问题

食品企业的生产经营。如同一家烤鳗企业, 执行的是

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解决。

GB/T 21289-2007《冻烤鳗》标准, 但是在办理 QS 相
关手续时又被要求按 SB/T 10379《速冻调制食品》
标准执行, 两个标准监测项目不太一样。同一企业、
同一产品存在标准不统一, 形式多样等问题, 加上食
品安全监管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和联动, 难以形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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