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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鹿事件看 ＲＦＩＤ 技术在食品安全领域的
应用与局限性
周文豪
摘 要 ：三鹿事件产生的严重后果使得食品安全问题再度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从现阶段的研究成果和应用来看，食品的安全监
控和跟踪追溯可以借助 ＲＦＩＤ 技术得到一定的帮助，而要从根本上得到保障还有待于法律的完善与道德水平的提高。ＲＦＩＤ 在食品
安全领域的应用将得到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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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RFID in
The Field of Food Safety from SanLu Incident
Zhou Wenhao

Abstract: The serious consequences of SanLu incident make food safety issue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public attention once
again. Based on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at this stage, food safety monitoring and Retrospective investigation can get the
help by RFID technology. But food safety fundamentally needs the legal and moral factors to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of RFID
in the field of food safety will further develop.
Keywords: RFID,SanLu,food safety,application

三鹿奶粉重大安全事故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在全国引

我们知道，利用 ＲＦＩＤ 技术可以为这些知名品牌安装防伪和

起极大的震动。鉴于食品安全问题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生命健康

安全标示，以证实其不是假冒伪劣产品。五粮液等高等酒类得

安全的重大问题，而在三鹿事件之后为了避免恐慌与不信任，

助于科技部的 ８６３ 的资助，正在开展防伪的研究。然而，如果像

政府对问题涉及产品进行了严格查处，并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

三鹿奶粉这样的掺入三聚氰胺的“毒品”被加上电子防伪标签

措施。但更具意义的是这使得政府领导和广大民众对于食品安

将会产生什么恶果呢？人们或许会对“三鹿” 更加深信不疑，更

全问题开始进行深入反思并大大强化了自我保护意识。

加信赖地购买“三鹿”的产品，其结果就会有更多的婴幼儿被

此次事件的爆发是以食用三鹿婴幼儿配方奶粉（含三聚氰
胺）的儿童出现肾结石等症状为溃决口，进而开始调查的。食

毒害。
电子防伪标签的这种作用可以被称为“电子狗”
。
“电子狗”

品安全检测部门先后检测出包括蒙牛、伊利、雅士利等众多知

的称谓我们并不陌生，对于有些软件，厂家为了使其不被非法

名品牌在内的多家乳制品企业生产的多批次的婴幼儿奶粉不合

复制后无偿利用，比较盛行的办法是在电脑ＵＳＢ接口上插入一个

格（含三聚氰胺）
，最终肃清、整顿，得出多家名牌液态奶也出

貌似 Ｕ 盘的小插件，该插件被称为“电子狗”
。这种称呼生动地

现同样问题的报告，使得国内犯罪乳制品厂家暴露在光天化日

描述了持续数千年的人类与狗共存的历史以及狗的“看家护院”

之下，并且陷入重重压力的困境。食品安全问题随即再度成为

的本领。用于防伪 ＲＦ 标签也是这样。但是执行主人命令是狗的

社会关注的焦点。

天职，所以既有为恶人看家护院的“走狗”
，又有为战争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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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犬，还有为治安效力的警犬，也就是说狗听命的是豢养它的

可准确了解该罐奶粉的产地、牧场、加工厂、生产线、生产时

主人。ＲＦ 标签也是这样，它没有辨别善与恶的能力。它用于防

间等信息，有效地保证了食品安全。另外，因为德国规定，婴

伪时只能为“品牌”和“产权”效劳，不管这种“品牌”的背

儿配方奶粉属于药品管制，所以必须通过德国卫生部门的检

后是什么。把 ＲＦ 标签用于食品安全一般可以实现食品的跟踪和

测。

追溯，起到积极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它的局限性也在

同样，乳制品行业也可以参照这样的过程对奶粉及液态奶

于它是一种“奉旨行事”的电子狗。不仅 ＲＦＩＤ，其他任何防伪

的生产销售过程进行全程的质量监控和追踪。从奶源、运输、加

技术都是这样。因此，更关键更核心的问题不在于技术，而在

工、配送、销售到消费者手中，做到每个环节都能够有相应的

于人，在于利用技术的人的道德水准。所以，提高厂家的道德

信息保障，这样既可以做到商品防伪、信息透明，又可以在出

规范以及消费者的自我防范意识更重要、更基本。我们常说ＲＦＩＤ

现问题的时候及时追溯、明确责任。

不能“包医百病”、
“一通百通”就是这个道理。

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已经着手将 ＲＦＩＤ 应用于食品安全质量监

美国在 １９３０－１９４０、日本在 １９６０－１９７０ 年期间处于经济大

控系统，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澳大利亚，Ｍｏｒａｉｔｉｓ 公司

发展阶段，都经历了一个在经济腾飞过程，消费者自我防范意

正在和ＩＢＭ公司合作使用ＲＦＩＤ追踪系统。ＲＦＩＤ系统将提供每天从

识的高涨期，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食品的安全。消

Ｍｏｒａｉｔｉｓ 运出的关于西红柿产地、包装日期、种类、质量和大小

费者与厂商之间经过半个世纪以上的磨合，多数厂家已经懂得

的详细信息。

保证食品安全是维护自身利益的道理，社会道德意识也渐渐养

北美最大的食品服务营销和分配组织 ＳＹＳＣＯ 公司已经完成

成。中国的快速经济发展期比美国和日本分别滞后 ７０ 年和 ４０

低温储运系统的无线电频率（ＲＦＩＤ）和传感系统测试。
这次试验证

年，现在的消费者开始关心食品安全。与先进国家相比，中国

明了 ＲＦＩＤ 在食品运输过程中监控温度和环境条件的能力， 在保

最缺乏的是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道德水准和对消费者生命

证食品品质和安全方面又前进了一大步。

价值的认识水平。生产大于安全还是安全大于生产的认识，在

在英国， Ｔｒｅｎｓｔａｒ 和Ｓｃｏｔｔｉｓｈ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Ｂｒｅｗｉｎｇ公司展示了如

中国也与上述国家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三鹿等奶粉问题发生不

何使用 ＲＦＩＤ 标签更好实现对盛酒桶的追踪。葡萄酒制造商还可

久，不管问题是否已经得到根治，马上就有人在官方新闻中大

以使用传感技术的 ＲＦＩＤ 标签监控能够影响酒品质量的酒桶所在

力宣传“问题得到解决”
。例如“所有上市奶粉经检验均未发现

环境温度的变化。

问题”
。这种“消防车”是否来的太及时了？因毒死幼儿引起的

在我国 ＲＦＩＤ 技术也有应用。比如浙江省水产局、杭州市技

对奶业不满的“大火”立即就被“救火队”扑灭下去。目的非

术监督局和国家环保总局有机食品发展中心， 今年也联合在国

常明确，为的就是维持奶业的生产和利益。这在当今重视食品

内水产业首次推出鱼类产品智能防伪卡——千岛湖“淳牌”有

和生命安全的发达国家中是见不到的。例如，日本最近发生的

机鱼身份证， 实现了从水体到餐桌的全程质量跟踪管理。

一起由于残余农药超标的本应该用作工业原料的进口大米却被

尽管ＲＦＩＤ技术已经被验证为食品安全监控领域的有效方法，

利欲熏心者用作食品原料的事件曝光之后，批判之声很久没有

但是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当 ＲＦＩＤ 成为政府从源头控制食品安全

停息。尽管在消费者中会产生较大的“波及效应”
，也会极大影

的一个准入政策之后，其他没有得到 ＲＦＩＤ 相关许可的厂商就会

响相关的食品市场，但是没有任何官方的宣传机构来证实问题

被排除在外，从而保证市场的安全性。但是这样就会进一步加

已经得到解决或者食品都是“安全”的，民间宣传机构更不会

大政府在市场中的导向作用，有悖于市场经济公平合理自由竞

来保护此类生产企业。

争的基本准则。况且在三鹿事件中，可以看出出现问题的很多

只有在具有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基础的前提下，使用 ＲＦ

是知名企业，中国名牌，甚至是“国家免检”
，一旦 ＲＦＩＤ 技术准

标签来防伪才能起到其预期的作用。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国外食

入，首先获益毫无例外必然是这些企业，而雄厚的实力也让他

品安全监控管理的经验。德国奶粉的生产销售均采用了电子标

们有可能将 ＲＦＩＤ 技术进一步的扩大应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如

签芯片全程管理的技术手段。德国人一贯以严谨精确著称于

果没有相应的监督管理机制和社会道德规范，
ＲＦＩＤ在食品安全中

世，对于婴儿奶粉这样直接关系到幼儿健康安全的食品，更是

起到负面作用，那么 ＲＦＩＤ 无异于为虎作伥，成为不法分子编造

将其当作药品来进行管理的。比如位于德国慕尼黑的贝希特嘎

篡改食品安全信息、危害人民健康安全的犯罪工具，而这一切

德讷营养食品厂是德国著名的奶粉生产商，该公司的奶粉 ６０

都与 ＲＦＩＤ 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的初衷背道而驰！

年来还没发生过安全问题。这有赖于公司的几条安全规则：

所以，要保障食品安全，就要引入用于商品识别和跟踪的

（１）选择可靠奶源地。他们选择了阿尔卑斯的奶农。这些奶农

ＲＦＩＤ标签在该领域的推广应用。技术的发展、标准的制定和不断

养的奶牛、饲料、饲养等都有电脑系统控制，他们都一清二楚。

降低的标签价格使很多人趋向于将ＲＦＩＤ引入食品安全管理。ＲＦＩＤ

而且，养牛过程中绝不在饲料中添加任何化学物品。
（２）加工

不久将替代条形码技术， 来作为更有效的追踪产品的手段。但

细节非常重要，他们执行的是“欧盟生态奶粉标准”，营养的

是这一切都是以相应的法律与道德为前提的。只有法律道德意

丢失很少，保留的营养成分就会多。
（３）所有婴幼儿配方奶粉

识提高了，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加强了，ＲＦＩＤ才会具有更加广

均采用电子标签芯片全程管理，通过每罐奶粉的标示 ＲＦ 芯片，

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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