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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RFID 的罐头加工企业监控管理系统设计 
 

熊聪聪，李 旭，刘品超 
(天津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天津 300222) 

 

摘  要：针对近年来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利用无线射频识别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技术、数据库技术，

设计了加工中心监控管理系统，提出了一套在罐头食品企业加工中心利用 RFID 技术来实现追踪监控的解决方案．重

点阐述了企业的工作流程、系统架构及数据库设计，分析了系统的优点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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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Cannery  

Based on RFID 

XIONG Cong-cong，LI Xu，LIU Pin-chao 

(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Tianjin 300222，China) 

Abstract：In connection with frequently occurred food safety issue，machining center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was developed based on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and database technique. A solution of tracking and 

controlling canned food production was provided by means of RFID.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the enterprise，the system 

structure and design of the database were mainly analyzed. A rough review of 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the system was also 

point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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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是一种自动识别技术，通过无线射频方式

进行非接触双向数据通信，从而对目标加以识别．其

主要核心部件由一个电子标签、收发天线、读写器和

计算机系统组成[1]．与传统条形码识别相比，RFID 具

有使用简便、识别工作无须人工干预、批量远距离读

取、对环境要求低、使用寿命长、数据可加密、存储信

息可更改、不容易仿制等特点．结合有效的数据库系

统及网络体系，可以帮助实现农产品从生产源头到最

终消费者的监控．因此，近年来备受瞩目[2–3]． 

对于加工中心管理，目前大部分是使用条形码和

手写记录方式处理所收集的数据，虽然可以达到采集

数据、动态控制的目的，但存在收集信息量偏少、易受

干扰、不可重写、读取距离短、读取繁琐等限制[3]．而

采用 RFID 技术，则可以提高信息收集读取的速度和

准确性，在整条食品加工链上实现追踪和回溯产品信

息的能力，提高食品安全度，一旦发生食品安全问题，

可以使企业的损失降低到最小[4–5]． 

1 监控管理系统工作原理 

1.1 系统的物理框架 

系统由总控服务器、总控 PC、流水线 PC、路由

器、读写器、电子标签组成，见图 1． 

1.2 流程分析 

以蚕豆罐头为例，从产地运送来的产品原料，要

经过产品原料储存库、原料分装车间、原料加工车间、

原料周转库、食品加工车间、食品包装车间、成品仓

库等加工步骤及储存过程，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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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 RFID的罐头加工企业监控管理系统物理框架 

Fig.1 Physical framework of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cannery based on RFID 

 

图 2 罐头加工企业流程示意图 

Fig.2 Sketch map of cannery 

1.2.1 追溯信息的确定 

蚕豆罐头在出厂前，原材料要经过产品原料存储

仓库→手选→分级→称重→原料周转仓库→浸泡→

复选→预煮→冷却→装罐→密封→杀菌→冷却→成

品仓库等加工制作步骤，利用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

HACCP(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质

量管理体系来确定在蚕豆罐头加工过程中每个工序

是否有相关的物理危害、化学危害和生物危害，从而

确定关键控制点 CCP(Critical Control Point)，也就是

需要追溯的信息．关键控制点确定的准确性决定着

系统的成败．如果食品问题的源头没有在所确定的

关键控制点的范围内，那么，所追溯的信息就是无用

的，不全面的；反之，如果把非关键控制点设定为追溯

信息，会给系统造成负担，也浪费资源． 

关键控制点的确定共分为 5 个步骤[6]： 

(1)判断该工序是否有控制措施，如果没有，继

续判断该步骤的控制对与食品安全是不是必要的．如

果是必要的，修改步骤、过程或产品．如果不是必要

的，就可以判断该工序不是关键控制点，停止判断，继

续下一个危害分析； 

(2)判断该工序是否有控制措施，如果有，判断

该步骤是否专门用于消除或将可能出现的危害减少

到可接受的水平； 

(3)如果可以接受，就能判断该工序是关键控制

点．如果不可以接受，就应该判断确定的危害生产的

污染是否超过可接受水平，或者这些危害是否可能会

增加到不可接受的水平； 

(4)如果危害不可能超过可将接受水平，可以确

定该工序不是关键控制点，停止判断，继续下一个危

害分析．如果可能超过可接受水平，就应该判断以后

的步骤是否会消除确定的危害或是否将可能发生的

危害减少到可接受的水平； 

(5)如果确定会消除确定的危害或确定能将危

害减少到可接受的水平，就可以判断该工序不是关键

控制点，停止判断，对下一个危害进行分析．如果不

能确定，那么可以确定该工序是关键控制点． 

关键控制点的确定对于明确系统的应用目标以

及提高系统追溯的准确性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通

过构建 HACCP 质量管理体系，按照关键控制点确定

方法的步骤，可以确定在蚕豆罐头整个加工过程中的

关键控制点有手选、分级、比重、预煮、装罐、密封、杀

菌、冷却以及各仓库中的温度、湿度、pH 和病菌数． 

1.2.2 解决方案 

  基于 RFID 的罐头加工企业监控管理系统的现

场解决方案由以下 7 个步骤组成： 

(1)将从产地运送过来的原材料按产品类别区

分，分别放入产品原料存储库相应区域的对应堆位，

将产品类别名称、批次号、区域号、堆位号、温度、湿

度、入库时间等信息输入 RFID 电子标签； 

(2)将产品原料存储库存放的原材料按产品类别

分别运送到原料分装车间的相应手选流水线，经过手

选后，由流水线 PC 监控管理人员经过检验后决定是

否将对应信息写入 RFID 电子标签； 

(3)将手选合格的原材料运送到原料加工车间，

先后用分级机和比重机去除相应的不合格原材料后，

由流水线 PC 监控管理人员经过检验后决定是否将

相应信息写入 RFID 电子标签； 

(4)将经过手选、分级和比重的初级原材料送入

原料周转库，放入相应的区域、对应的堆位，将区域

号、堆位号、温度、湿度、入库时间等情况输入 RFID

电子标签，待深加工备用； 

(5)将对应的初级原材料运送到食品加工车间，

按原材料种类的不同分别送至深加工流水线，由

HACCP 体系来决定在深加工过程中何种信息应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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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由流水线 PC 监控管理人员将追溯信息写入

RFID 电子标签； 

(6)将加工基本成型的产品运送到食品包装车

间，经过冷却、杀菌、包装后成箱，由流水线 PC 监控

管理人员将相应的信息写入 RFID 电子标签； 

(7)将制造完成的产品按种类分别运送到成品仓

库，由成品仓库库管记录相应产品存放的仓库号、区

域号、堆位号、温度、湿度、时间等信息，并写入 RFID

电子标签，等待物流运输． 

1.3 基于 RFID的监控管理系统结构 

采用 RFID 技术的加工中心监控管理系统的结

构如图 3 所示，管理系统的各个模块需要使用 RFID

中间件对电子标签进行各种操作． 

 

图 3 基于 RFID的罐头加工企业监控管理系统结构 

Fig.3 Structure of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束语 the cannery based on RFID 

本系统采用的是北京易火眼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的 YHY–632型 RFID 中间件，工作电压为 5 V，工作

温度为 0～50 ℃． 

RFID 中间件好比是应用程序和 RFID 硬件的媒

介，其作用是处理和加工来自读写器的事件流和信

息，中间件能实现到 RFID 读写器的连接．读写器获

取到 RFID 电子标签的数据，由中间件对数据进行分

组和加工，这样可以减少发往网络系统的数据量，并

且防止多读信息和错误识读． 

系统由人员管理、车间管理、仓库管理、查询管理

4 个模块组成．其中，车间管理又包括食品分装管理、

初加工管理、深加工管理、食品包装管理等内容． 

人员管理模块用于统计和查询员工的信息，包括

员工的个人信息以及在工作中与产品的关系等． 

车间管理模块用于记录产品在加工车间、分装车

间、包装车间的产品质量信息，用于及时纠正非正常

操作带来的不安全隐患． 

仓库管理模块用于记录在仓库中暂时存储的产

品或半成品的情况，包括温度、湿度、病菌数等． 

查询管理模块实现了对单一产品的单一工序查

询和单一产品的整个流程查询，使得企业员工可以对

产品的情况有非常详尽的了解． 

1.4 标签防碰撞 

RFID 在采集过程中会出现大量冗余数据，RFID

硬件之间也存在差异，因此，应该尽量选用同一品牌

的标签和具有防碰撞功能的读写器． 

如果有多个标签同时位于一个读写器的可读范

围内，则标签的应答信号就会相互干扰形成数据冲

突，从而造成读卡器和标签之间的通信失败．为了防

止这些冲突的产生，在 RFID 系统中需要设置相关命

令，解决冲突问题，这些命令被称为防碰撞命令或算

法．在本系统中，RFID 读写器自带 ALOHA 防碰撞

算法，目的是解决无线通信多路访问信道的分配．读

写器发送问询命令后，区域内标签以随机概率应答． 

由于应答传输的时间有限，所以各个标签可能在不同

的时间段传输其信息． 

1.5 在实际应用中的问题与对策 

仓储环节的单品众多，如果在单个商品电子标

签识别上需要花费大量时间，那么将无法避免仓库

门口排长队的现象．因此，需要提高对电子标签的识

别速度．提高对电子标签的识别速度的关键是提高系

统的编解码和数据校验速度． 

RFID 系统采用无接触的自动读取方式进行数据

传输，必然会受到干扰，包括系统内部的热噪声和系

统外部的各种电磁干扰，这些都会使传输的数据产

生错误．采用在电子标签背后贴木质板，然后再贴到

铁质运输箱的办法来提高数据传输的精确性．为了

降低信息传输的差错率，利用了均衡技术消除码间

串扰，采用增大发射功率、降低接收设备本身的噪

声、选择好的调制方式和解调方法、加强天线的方向

性等措施，提高系统的抗噪性能． 

此外，采用数据加密后存放到数据库的办法，对

数据库的访问进行严格的授权控制，保证数据传输

的安全性． 

2 系统的运行环境和数据库设计 

2.1 系统的运行环境 

操作系统：Windows XP． 

系统开发平台：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5． 

数据库管理系统软件：SQL Server 2005． 

动态链接库文件：MasterCom.dll，MasterRD.dll． 

2.2 数据库设计 

数据库中包含了 8 张数据表，数据库各表之间的

关系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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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数据库关系图 

Fig.4 Database diagram 

ssStaff 为员工表，主要记录员工编号、姓名、性

别、民族、职位、部门、联系电话等信息． 

ssFood 为产品名表，主要记录了农产品的编号、

品种名称、批次编号、仓库 ID、分装 ID、初加工 ID、深

加工 ID、深加工流水线 ID、包装 ID 等信息． 

ssWarehouse 为仓库表，主要记录仓库 ID、仓库

号、区域号、堆位号、温度、湿度、病菌数、入库时间、出

库时间等信息． 

ssSplitWS 、ssPretreatWS 、ssFurtreatWS 、ssPack-

WS 分别为分装车间表、初加工车间表、深加工车间

表、包装车间表，用于记录操作车间的流水线号、人员

编号、机器编号等数据． 

3 结 语 

本文进行了基于 RFID 的罐头加工企业监控管

理系统设计．采用了 RFID 技术的加工中心监控管理

系统有诸多好处，如节省人工成本、降低工作强度、提

高数据采集准确性、增加食品加工过程透明度、提高

出入库运作效率等． 

同时，由于数据的自动采集还是一个难题，如何

使得数据在非人工干预的条件下，自动写入 RFID 电

子标签，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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