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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泰和乌鸡、泰和乌鸡蛋保

种溯源的监管系统，包括：针对监管环节的政府

监管平台，其为政府监管部门所用的智能终端；

实现用户认证监管、溯源授权及追溯设备的监管

以及平台实时数据的监测并统计；针对生产、加

工、非电商途径的销售链上各环节的企业应用平

台，其为不同类型授权企业开放不同权限的智能

终端；后置环节的企业可追溯前置环节的监管信

息；针对线上销售环节的电子商务平台，其为备

案企业所用的智能终端；针对查询环节的用户追

溯查询平台，其为消费者所用的智能终端；以及

针对数据管理环节的中心数据管理平台。本发明

以泰和乌鸡的原种场溯源管理为源头，涵盖全部

环节，以确保从源头到消费者的全过程监管和追

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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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泰和乌鸡、泰和乌鸡蛋保种溯源的监管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针对监管环节的政府监管平台，其为政府监管部门所用的智能终端；实现用户认证监

管、溯源授权及追溯设备的监管以及平台实时数据的监测并统计；

针对生产、加工、非电商途径的销售链上各环节的企业应用平台，其为不同类型授权企

业开放不同权限的智能终端；后置环节的企业可追溯前置环节的监管信息；

针对线上销售环节的电子商务平台，其为备案企业所用的智能终端；

针对查询环节的用户追溯查询平台，其为消费者所用的智能终端；以及

针对数据管理环节的中心数据管理平台；

所述政府监管平台，实现用户管理中心及用户权限的监管、投诉监管以及发布信息；

各类型企业在所述覆盖生产、加工、销售链上各环节的企业应用平台上，实现企业组

织、禽舍、RFID设备、种鸡选育、孵化、养殖过程、蛋品生产、蛋品喷码、加工厂生产、非电商途

径销售出厂的管理以及溯源、环测信息的记录、上传、统计、查询、导出；

所述针对线上销售环节的电子商务平台，除购物功能外，设立在线溯源查询模块，包

括：支持B2B2C的多用户Web版购物平台、微信版购物平台以及电商管理平台；

所述针对查询环节的用户追溯查询平台，查询相关产品的溯源信息，包括：微信端乌鸡

追溯查询、微信端乌鸡蛋追溯查询、一体机追溯查询、Web系统追溯查询；

所述针对数据管理环节的中心数据管理平台，实现对数据库集群、服务器集群、数据备

份、接入设备数据接口统一管理和配置，实现对终端程序统一的版本管理，接收所述企业应

用平台、电子商务平台以及政府监管平台的数据并反馈给所述用户追溯查询平台；包括：

Hadoop平台的建设、Hbase集群数据库的建立、版本升级管理和系统备份管理系统、物联网

设备数据接入协议的建立。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泰和乌鸡、泰和乌鸡蛋保种溯源的监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企业应用平台接入的企业包括具备育种、孵化、育雏、生长、屠宰、加工、非电商渠道的销售

中的一种或者几种能力的企业或者个体户。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泰和乌鸡、泰和乌鸡蛋保种溯源的监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备案企业是本溯源系统授权或者认证的企业，在电子商城设立在线溯源查询模块，可以是

本溯源系统内电商平台的企业，也可以是其他电商平台引用官方授权的企业。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泰和乌鸡、泰和乌鸡蛋保种溯源的监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溯源信息包括乌鸡脚环编码查询信息、乌鸡蛋喷印的二维追溯码查询信息以及乌鸡蛋喷印

的数字编码查询信息。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泰和乌鸡、泰和乌鸡蛋保种溯源的监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溯源信息还包括传感器设备、控制设备、自动化监测设备实时采集的环境数据信息、生产管

理数据信息，人工记录信息以及视频信息。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泰和乌鸡、泰和乌鸡蛋保种溯源的监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用户溯源查询平台还设置在线建议、投诉模块，所述在线建议、投诉模块的数据由数据处理

平台转送到企业应用平台、电子商务平台以及政府监管平台内涉及的单位，反馈信息再转

送到用户，支持向Web端、手机APP端、微信终端发送以及通过SMS短信息发送。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泰和乌鸡、泰和乌鸡蛋保种溯源的监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子商务平台内入驻企业独立开设不同的店铺，不同店铺之间支持跨店统一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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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泰和乌鸡、泰和乌鸡蛋保种溯源的监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政府监管平台中对用户权限的监管模块，对系统内任一用户在指定功能模块中的任一权限

操作进行细粒度管理，并生成权限日志，所有权限类操作均被记入日志且不可删除，所述权

限类操作包括添加、删除、修改以及查询。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泰和乌鸡、泰和乌鸡蛋保种溯源的监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溯源监管系统的部分指定信息或者结果设定自动规则，由系统自动执行，所述指定信息或

者结果包括溯源码审批、投诉信息的接收。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泰和乌鸡、泰和乌鸡蛋保种溯源的监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中心数据管理平台包括Hadoop平台的建设、Hbase集群数据库的建立、版本升级管理路由管

理以及系统备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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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乌鸡、泰和乌鸡蛋保种溯源的监管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食品质量安全溯源监管技术。更具体地说，本发明涉及一种泰和乌鸡、

泰和乌鸡蛋保种溯源的监管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现代禽类养殖是一种“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集约化产业。资本密集型和

劳动集约化是其基本特征。这种集约化的产业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并在某种程

度上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使用物联网可以有效降低资源消耗，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使禽

类养殖成为管理科学、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效益显著的产业。加快物联网技术在当下禽类

养殖建设中的应用已成为我国禽类养殖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0003] 泰和乌鸡有其独特的观赏、药用、滋补价值而闻名中外，是我国古老而著名的医食

同源、药膳两用的优良鸡种，素有“白凤仙子”的美誉，是泰和最响亮的一张名片，先后获得

中国首例活体原产地域保护产品、中国驰名商标等众多殊荣。张仲景和李时珍，就曾对泰和

乌鸡的药用价值作了归纳总结。现代科学检测，泰和乌鸡含有18种氨基酸(特别是人体必需

的氨基酸)和8种微量元素及大量的维生素。就氨基酸而言，中外科学家的检测证明，乌鸡、

乌鸡的各个部位及乌鸡系列产品均含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且含量高于其他肉类产品，

因此，乌鸡的蛋白质是优质蛋白质。

[0004] 泰和乌鸡作为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地方特色物种，让泰和人引以为豪，但泰和乌

鸡的发展一直呈起起落落的态势。目前，泰和乌鸡和种苗网上销售店铺分布在十多个城市，

按照《GB/T  21004-2007地理标志产品泰和乌鸡》标准，泰和乌鸡活禽应该是限定于泰和县

境内的，其他地域销售的“泰和乌鸡”必定为其他品种混淆。泰和乌鸡蛋也同样存在以次充

好情况。

[0005] 由于泰和乌鸡的形成与泰和县武山水土中特有的丰富微量元素密不可分，异地引

种三代之内必然褪化，所以，泰和乌鸡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乌鸡品种，泰和乌鸡的产业化发

展有着巨大的潜力，从源头上保护泰和乌鸡及乌鸡蛋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很重要，建立“保种

溯源、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对加强泰和乌鸡种源保护、提升育种水平、规范品种认证、防止

假冒伪劣、提升泰和乌鸡的品牌形象和市场影响力，对加快泰和乌鸡的产业布局，尽快使乌

鸡产业成为泰和县富民强县的一大支柱产业，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是解决至少上述问题，并提供至少后面将说明的优点。

[0007] 本发明还有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泰和乌鸡、泰和乌鸡蛋保种溯源的监管系统，其

能够从源头上保护泰和乌鸡、泰和乌鸡蛋的唯一性和排他性，从种鸡选育、孵化、养殖开始，

进入保种溯源监管系统的企业、养殖基地和养殖户都经过政府监管部门认证和授权，从源

头上杜绝泰和乌鸡、泰和乌鸡蛋的假冒伪劣产品；再到屠宰加工，深加工的企业经过政府监

管部门认证和授权，追溯毛鸡原料多的来源，并记录加工产品的生产日期、包装时间、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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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品检人员以及品检时间；最后到销售出厂环节，包括线上和线下的销售，可追溯前端

产品。毛鸡原料，育种的来源，记录乌鸡、乌鸡蛋销售出厂的品种类别、鸡只编号、批次、客

户、数量、包装方式、运输方式、车辆资料以及承运人信息。

[0008] 为了实现根据本发明的这些目的和其它优点，提供了一种泰和乌鸡、泰和乌鸡蛋

保种溯源的监管系统，包括：

[0009] 针对监管环节的政府监管平台，其为政府监管部门所用的智能终端；实现用户认

证监管、溯源授权及追溯设备的监管以及平台实时数据的监测并统计；

[0010] 针对生产、加工、非电商途径的销售链上各环节的企业应用平台，其为不同类型授

权企业开放不同权限的智能终端；后置环节的企业可追溯前置环节的监管信息；

[0011] 针对线上销售环节的电子商务平台，其为备案企业所用的智能终端；

[0012] 针对查询环节的用户追溯查询平台，其为消费者所用的智能终端；以及

[0013] 针对数据管理环节的中心数据管理平台；

[0014] 所述政府监管平台，实现用户管理中心及用户权限的监管、投诉监管以及发布信

息；

[0015] 各类型企业在所述覆盖生产、加工、销售链上各环节的企业应用平台上，实现企业

组织、禽舍、RFID设备、种鸡选育、孵化、养殖过程、蛋品生产、蛋品喷码、加工厂生产、非电商

途径销售出厂的管理以及溯源、环测信息的记录、上传、统计、查询、导出；

[0016] 所述针对线上销售环节的电子商务平台，除购物功能外，设立在线溯源查询模块，

包括：支持B2B2C的多用户Web版购物平台、微信版购物平台以及电商管理平台；

[0017] 所述针对查询环节的用户追溯查询平台，查询相关产品的溯源信息，包括：微信端

乌鸡追溯查询、微信端乌鸡蛋追溯查询、一体机追溯查询、Web系统追溯查询；

[0018] 所述针对数据管理环节的中心数据管理平台，实现对数据库集群、服务器集群、数

据备份、接入设备数据接口统一管理和配置，实现对终端程序统一的版本管理，接收所述企

业应用平台、电子商务平台以及政府监管平台的数据并反馈给所述用户追溯查询平台；包

括：Hadoop平台的建设、Hbase集群数据库的建立、版本升级管理和系统备份管理系统、物联

网设备数据接入协议的建立。

[0019] 优选的是，所述企业应用平台接入的企业包括具备育种、孵化、育雏、生长、屠宰、

加工、非电商渠道的销售中的一种或者几种能力的企业或者个体户。

[0020] 优选的是，所述备案企业是本溯源系统授权或者认证的企业，在电子商城设立在

线溯源查询模块，可以是本溯源系统内电商平台的企业，也可以是其他电商平台引用官方

授权的企业。

[0021] 优选的是，所述溯源信息包括乌鸡脚环编码查询信息、乌鸡蛋喷印的二维追溯码

查询信息以及乌鸡蛋喷印的数字编码查询信息。

[0022] 优选的是，所述溯源信息还包括传感器设备、控制设备、自动化监测设备实时采集

的环境数据信息、生产管理数据信息，人工记录信息以及视频信息。

[0023] 优选的是，所述用户溯源查询平台还设置在线建议、投诉模块，所述在线建议、投

诉模块的数据由数据处理平台转送到企业应用平台、电子商务平台以及政府监管平台内涉

及的单位，反馈信息再转送到用户，支持向Web端、手机APP端、微信终端发送以及通过SMS短

信息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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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优选的是，所述电子商务平台内入驻企业独立开设不同的店铺，不同店铺之间支

持跨店统一结算。

[0025] 优选的是，所述政府监管平台中对用户权限的监管模块，对系统内任一用户在指

定功能模块中的任一权限操作进行细粒度管理，并生成权限日志，所有权限类操作均被记

入日志且不可删除，所述权限类操作包括添加、删除、修改以及查询。

[0026] 优选的是，所述溯源监管系统的部分指定信息或者结果设定自动规则，由系统自

动执行，所述指定信息或者结果包括溯源码审批、投诉信息的接收。

[0027] 优选的是，所述中心数据管理平台包括Hadoop平台的建设、Hbase集群数据库的建

立、版本升级管理路由管理以及系统备份管理。

[0028] 本发明至少包括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以大数据平台和物联网技术为基础，建立

一套技术先进、功能完备、操作灵活、界面友好的泰和乌鸡、泰和乌鸡蛋保种溯源监管系统，

从源头上保护了泰和乌鸡、泰和乌鸡蛋的唯一性和排他性，杜绝假冒伪劣产品的见缝插针；

以泰和乌鸡的原种场溯源管理为源头，涵盖孵化、出雏雏鸡运输、育雏、育成、活禽销售、活

禽运输、蛋鸡管理、乌鸡蛋溯源标识、肉品加工、冷链运输、销售网点、电商平台的全部环节，

以确保从源头到消费者的全过程监管和追溯，确保消费者可以买到最纯正的泰和乌鸡、泰

和乌鸡蛋的产品。

[0029] 本发明的其它优点、目标和特征将部分通过下面的说明体现，部分还将通过对本

发明的研究和实践而为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所理解。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本发明所述政府监管平台的功能示意图；

[0031] 图2为本发明所述企业应用平台的功能示意图；

[0032] 图3为本发明所述用户追溯查询平台的功能示意图；

[0033] 图4为本发明所述各模块所需设备明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以令本领域技术人员参照说明书文

字能够据以实施。

[0035] 应当理解，本文所使用的诸如“具有”、“包含”以及“包括”术语并不配出一个或多

个其它元件或其组合的存在或添加。

[003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泰和乌鸡、泰和乌鸡蛋保种溯源的监管系统，包括：

[0037] 针对监管环节的政府监管平台，其为政府监管部门所用的智能终端；实现用户认

证监管、溯源授权及追溯设备的监管以及平台实时数据的监测并统计；所述认证企业监管

包括：对接入溯源系统的原种场、企业、养殖户、经销商进行备案管理，包括企业资质审核、

企业备案信息、企业通讯录、企业地图、工商经营信息、企业违规记录、企业功能模块授权、

企业备案年审信息的添加、删除、修改、附件资料上传和查询；实现用户卡的发放、挂失、补

卡及查询的功能；实现企业账户管理，包括充值、转入、转出、退款、消费记录查询以及对账

单打印的功能，企业购买RFID标签和二维码的资金暂存管理；所述溯源授权及追溯设备的

监管包括：对RFID鸡脚环申请的审核、授权设备数据下传和管理以及销售记录查询；对乌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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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二维码申请的审核、二维码生成、二维码喷码设备数据下传以及二维码授权记录查询；对

RFID鸡脚环信息的跟踪、记录、核销以及回收，对脚环信息的查询、筛选、统计以及分析，对

消费者的查询进行记录、分析及用户画像，所述用户画像包括查询方式、设备类型、查询地

点以及流通周期的记录；对接入系统的RFID标识设备、二维溯源码喷码设备、RFID手持设

备、RFID阅读器以及RFID查询一体机的使用位置、使用单位、使用人以及设备类型的添加和

修改操作，对设备的使用状态、使用记录、数据记录信息的查询；所述平台实时数据的监测

并统计包括：养殖场环境数据实时监测和统计、生产管理数据实时监测和统计以及RFID脚

环动向实时监测，对指定条件、时段和关键字对实时数据进行检索查询，生成统计报表或者

图形；

[0038] 针对生产、加工、非电商途径的销售链上各环节的企业应用平台，其为不同类型授

权企业开放不同权限的智能终端；后置环节的企业可追溯前置环节的监管信息；

[0039] 针对线上销售环节的电子商务平台，其为备案企业所用的智能终端；

[0040] 针对查询环节的用户追溯查询平台，其为消费者所用的智能终端；以及

[0041] 针对数据管理环节的中心数据管理平台；

[0042] 如图1所示，所述政府监管平台，实现用户管理中心及用户权限的监管、投诉监管

以及发布信息；所述用户管理中心及用户权限的监管包括：添加、删除以及修改用户部门组

织结构的监管，用户基本资料、用户身份资料、用户单位信息及联系方式的监管；所述投诉

监管以及发布信息包括：用户投诉管理，其包括对企业、系统用户在系统内部发起的投诉、

建议等进行回复、抄送以及增、删、改、查的操作；消费者投诉管理，其包括对消费者发起的

投诉、建议进行回复、跟踪处理、抄送、归档以及增、删、改、查操作；向系统内用户、终端发送

通知、公告以及短讯信息；定向向不同级别、不同角色、不同模块的用户发送信息，定向向

Web端、手机APP、微信终端发送信息，支持通过SMS短信息发送；对指定信息或者结果设定自

动规则，由系统自动执行，所述指定信息或结果包括溯源码审批、投诉信息。

[0043] 如图2所示，各类型企业在所述覆盖生产、加工、销售链上各环节的企业应用平台

上，实现企业组织、禽舍、RFID设备、种鸡选育、孵化、养殖过程、蛋品生产、蛋品喷码、加工厂

生产、非电商途径销售出厂的管理以及溯源、环测信息的记录、上传、统计、查询、导出；所述

企业组织管理包括：接入系统的企业对本企业部门、人员、组织、架构进行管理，定义部门层

级关系、管理权限、管理范围；接入系统的企业对合作企业认证、备案、抽检、奖罚资料的调

取；接入系统的企业对本企业内用户在指定功能模块中的任一权限操作进行细粒度管理，

并生成权限日志，所述权限操作包括添加、删除、修改、查询，所述权限操作均记入日志且不

可删除；所述禽舍管理包括：针对乌鸡养殖企业的禽舍生成系统唯一编号；对禽舍、孵化间

等固定资源进行登记、注释、分配，涉及禽舍的自有编号、面积、设备设施、生产能力、存栏出

栏、负责人和养殖人员分配等信息；所述RFID设备管理包括：对RFID脚环标签的提出申请、

申请状态查询、异常驳回批复、脚环标签入库记录与使用记录等信息的管理；对本企业的

RFID手持设备、RFID阅读器使用位置、设备使用人、设备类型添加、修改的操作，对设备使用

状态、使用记录、数据记录等信息的查询；给育雏期乌鸡上笼前佩戴RFID脚环，通过手持

RFID设备对分配情况进行记录，实现实时查询分配状态；所述种鸡选育管理包括：对种鸡的

入栏时间、饲料投放情况、防疫检测时间、免疫注射时间、兽药使用情况等进行标记记录；所

述孵化管理包括：记录种蛋批次对应的母体信息，所述母体信息包括入栏时间、饲料投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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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防疫检测时间、免疫注射时间、兽药使用情况；记录种蛋的批次记录、孵化数量、孵化成

功率、孵化环境记录、孵化天数信息且不可删除；所述养殖过程管理包括：对乌鸡批次、原种

来源、日龄、乌鸡生产数据进行录入，所述乌鸡生产数据包括喂料、饮水数据以及用药防疫

数据；通过智能传感器在线监测禽舍环境数据，所述禽舍环境数据包括二氧化碳、氨气、硫

化氢浓度以及空气温湿度，环境数据监测记入后不可修改、删除；对禽舍环境监测数据进行

筛选、对比分析、生成报表，上传平台；获取异常报警信息，远程控制相应设备，每条故障信

息及远程操作信息均记入日志且不可修改、删除；所述蛋品生产管理包括：以批次为单位记

录禽舍鸡蛋生产信息，所述鸡蛋生产信息包括批次信息、所属栏舍、母鸡生长信息、产蛋信

息以及产蛋数量；记录散养区每天乌鸡蛋监测信息，所述乌鸡蛋监测信息包括采集区域、采

集数量、采集时间以及采集人员；所述蛋品喷码管理包括：对乌鸡蛋二维码追溯码提出申

请、查询申请状态、异常驳回批复、可用二维码状态以及二维码存量预警信息的跟踪、维护；

对喷码设备状态的管理，记录设备运行状况、运行时间、喷码记录、操作人员以及设备维护

信息；所述加工厂生产管理包括：记录、查询、统计和导出毛鸡原料的来源、毛鸡数量和检疫

记录信息；记录、查询、统计和导出屠宰加工厂产成品的生产日期、包装时间、入库时间、品

检人员、品检时间信息；所述销售出厂管理包括：添加、删除、查询、修改以及统计经销商、代

理商以及其他客户信息；记录乌鸡蛋销售出厂的品种类别、批次、客户、数量、运输方式的信

息，查询、统计及导出乌鸡蛋销售历史数据；记录冷冻乌鸡销售出厂的鸡只编号、客户、包装

方式、运输方式、车辆资料以及承运人信息，查询、统计以及导出冷冻乌鸡销售历史数据；所

述接收或者显示相关政策和公文信息包括：根据监管系统的配置和转发，接收与本企业相

关的留言或者投诉信息；动态显示系统内部发布的通知、公告和政策文件信息；动态显示互

联网上与乌鸡相关的产业信息和热点新闻；

[0044] 所述针对线上销售环节的电子商务平台，除购物功能外，设立在线溯源查询模块，

包括：支持B2B2C的多用户Web版购物平台、微信版购物平台以及电商管理平台；所述Web版

购物商城是支持B2B2C的多用户商城平台，具备商品展示、搜索、排行、对比、购物车、个人信

息管理、订单管理、评价管理和地址管理的购物功能，支持跨店统一结算功能；入驻本商城

的企业为溯源系统内的备案企业，商城设立在线溯源查询模块；入驻的备案企业独立开设

不同店铺，各店铺独立设置独立客服，具备商品管理、店铺管理、客服管理以及运营管理的

后台管理功能，所述商品管理包括商品信息上架、下架、分类管理、批量操作以及商品页排

版编辑，所述店铺管理包括模板管理、导航菜单管理以及快递管理，所述客服管理包括咨

询、接待、售后以及订单处理客服的管理，所述运营管理包括报表管理、促销管理、投诉管理

以及评价管理；所述微信版购物商城具有与Web版购物商城相同的购物功能，不集成商家的

后台管理功能，消费者通过“泰和乌鸡溯源查询系统”的公众号进入所述微信版购物商城；

所述电商管理平台具有入驻企业管理、商品管理、争议仲裁以及商家数据统计分析的功能，

所述入驻企业管理包括审核、续约、年检、奖惩、投诉以及资金结算管理，所述商品管理包括

品类、规格、下架处理、抽查以及删除管理；建立认证企业和商户的授权机制，认证商品，以

及备案其他电商平台引用官方授权正宗泰和乌鸡产品证照；

[0045] 如图3所示，所述针对查询环节的用户追溯查询平台，查询相关产品的溯源信息，

包括：微信端乌鸡追溯查询、微信端乌鸡蛋追溯查询、一体机追溯查询、Web系统追溯查询；

所述微信端乌鸡追溯查询是通过在微信公众号“泰和乌鸡溯源查询系统”中输入鸡脚环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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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查询所购泰和乌鸡真伪、养殖基地名称、养殖基地负责人、出栏日期、生长过程、饲养环

境、喂料饮水信息以及检疫信息；所述微信端乌鸡蛋追溯查询是通过微信扫描乌鸡蛋上喷

印的二维码追溯码查询乌鸡蛋的真伪、生产日期、批次号、养殖基地名称、养殖基地负责人、

鸡只生长过程、饲养环境、喂料饮水信息以及检疫信息，或者过在微信公众号“泰和乌鸡溯

源查询系统”中输入鸡蛋上喷印的数字编码查询所购泰和乌鸡蛋的真伪、养殖基地名称、养

殖基地负责人、出栏日期、生长过程、饲养环境、喂料饮水信息以及检疫信息；所述一体机追

溯查询是通过销售商使用的专用设备扫描RFID脚环，读取电子标签的数据，查询相关信息；

所述Web系统追溯查询是通过官方Web网站进行输码查询相关信息。

[0046] 所述针对数据管理环节的中心数据管理平台，实现对数据库集群、服务器集群、数

据备份、接入设备数据接口统一管理和配置，实现对终端程序统一的版本管理，接收所述企

业应用平台、电子商务平台以及政府监管平台的数据并反馈给所述用户追溯查询平台；包

括：Hadoop平台的建设、Hbase集群数据库的建立、版本升级管理和系统备份管理系统、物联

网设备数据接入协议的建立，所述Hadoop平台的建设使用CentOS作为底层系统平台；使用

Hadoop系列开源系统安装分布式计算机平台或者组件，可用组件包括Yarn、Zookeeper、

Hive、HBase、Sqoop、Impala、Elasticsearch以及Spark；使用Sqoop作为数据导入的工具，将

数据从文件或者传统数据库导入到分布式平台；所述物联设备数据包括各种类型的传感器

设备、控制设备、自动化设备的数据，其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按照约定的协议与物联网

连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

[0047] 各模块所需硬件设备见图4。

[0048]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企业应用平台接入的企业包括具备育种、孵化、育雏、

生长、屠宰、加工、非电商渠道的销售中的一种或者几种能力的企业或者个体户。

[0049]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备案企业是本溯源系统授权或者认证的企业，在电子

商城设立在线溯源查询模块，可以是本溯源系统内电商平台的企业，也可以是其他电商平

台引用官方授权的企业。

[0050]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溯源信息包括乌鸡脚环编码查询信息、乌鸡蛋喷印的

二维追溯码查询信息以及乌鸡蛋喷印的数字编码查询信息。

[0051]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溯源信息还包括传感器设备、控制设备、自动化监测设

备实时采集的环境数据信息、生产管理数据信息，人工记录信息以及视频信息。

[0052]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用户溯源查询平台还设置在线建议、投诉模块，所述在

线建议、投诉模块的数据由数据处理平台转送到企业应用平台、电子商务平台以及政府监

管平台内涉及的单位，反馈信息再转送到用户，支持向Web端、手机APP端、微信终端发送以

及通过SMS短信息发送。

[0053]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电子商务平台内入驻企业独立开设不同的店铺，不同

店铺之间支持跨店统一结算。

[0054]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政府监管平台中对用户权限的监管模块，对系统内任

一用户在指定功能模块中的任一权限操作进行细粒度管理，并生成权限日志，所有权限类

操作均被记入日志且不可删除，所述权限类操作包括添加、删除、修改以及查询。

[0055]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溯源监管系统的部分指定信息或者结果设定自动规

则，由系统自动执行，所述指定信息或者结果包括溯源码审批、投诉信息的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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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中心数据管理平台包括Hadoop平台的建设、Hbase集群

数据库的建立、版本升级管理路由管理以及系统备份管理。

[0057] 如上所述，根据本发明，以大数据平台和物联网技术为基础，建立一套技术先进、

功能完备、操作灵活、界面友好的泰和乌鸡、泰和乌鸡蛋保种溯源监管系统，从源头上保护

了泰和乌鸡、泰和乌鸡蛋的唯一性和排他性，杜绝假冒伪劣产品的见缝插针；以泰和乌鸡的

原种场溯源管理为源头，涵盖孵化、出雏雏鸡运输、育雏、育成、活禽销售、活禽运输、蛋鸡管

理、乌鸡蛋溯源标识、肉品加工、冷链运输、销售网点、电商平台的全部环节，以确保从源头

到消费者的全过程监管和追溯，确保消费者可以买到最纯正的泰和乌鸡、泰和乌鸡蛋的产

品。

[0058] 尽管本发明的实施方案已公开如上，但其并不仅仅限于说明书和实施方式中所列

运用，它完全可以被适用于各种适合本发明的领域，对于熟悉本领域的人员而言，可容易地

实现另外的修改，因此在不背离权利要求及等同范围所限定的一般概念下，本发明并不限

于特定的细节和这里示出与描述的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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