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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城乡居民消费观念的较大转变以及生活质量水平的提升，安全、

营养、新鲜、多样、方便等诸多字样标签被贴于居民日常消费的食品之上，而这样的消费观

也日益逐步成为人们消费的潮流。如何能加强对生鲜产品全程品质的控制已成为目前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然而如何追溯生鲜产品质量源头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建立了基于 AHP（层次

分析法）的生鲜产品全程品质控制的指标，构建了生鲜产品全程品质控制的 5 个环节和 17

个具体的指标体系，全程品质控制包括生产环节、加工环节、运输环节、包装环节、销售环

节这 5项二级指标，通过对生鲜产品全程品质控制指标体系的量化，从而找到生鲜产品从生

产到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的各个环节中产品可能产生的品质问题，继而对相应问题作出进一

步的分析。以期为相关企业提供针对不同环节的不同层次采取不同的策略的思路，以提高对

生鲜产品各源头追溯的可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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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valuation of Satisfaction of Whole Quality Control of

Fresh Products Based onAHP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great change in the consumption concept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many types of labels such as safety,

nutrition, freshness, variety and convenience have been attached to the daily consumption of food

by residents, and this view of consumption is also It is gradually becoming a trend of people's

consumption. How to strengthen the control of the whole process quality of fresh products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However, how to trace the source of fresh product quality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indicators of quality control of fresh products

based on AHP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constructs five links and 17 specific index

systems for the whole process of quality control of fresh products. The whole process of quality

control includes production links, processing links, The five secondary indicators of transportation,

packaging and sales are quantified through the quality control index system of fresh products, so

as to find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s from the production to the arrival of the products. The

problem, and then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corresponding issu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le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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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strategies for different levels of different link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ntrollability of the traceability of fresh products.

Keywords:fresh products;full quality control;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quality control index

system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城乡居民消费观念的较大转变以及生活质量水平的提升，安全、营养、新

鲜、多样、方便等诸多字样标签被贴于居民日常消费的食品之上，而这样的消费观也日益逐

步成为人们消费的潮流。随着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不断在被推进，人口数量日益扩大，人们对

食品需求量变大，消费要求程度也逐步增高，对食品的消费也从数量转变为质量，尤其是在

注重健康的现时代。而对于保鲜蔬菜、冷却肉制品、奶制品、水产品等高品质的生鲜产品的

需求量越来越大。生鲜产品不同于其他消费品，其产品质量安全是否有问题直接影响到购买

该产品的广大消费者，因此，任何时候生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都是首要被考虑的问题。近

年来，因食品不合格而导致中毒事件频频出现而被各大媒体曝光，而人们对于生鲜产品的质

量问题持越来越多的关注。2016 年波士顿与阿里研究院合作发布的《中国生鲜消费趋势报

告：新时代生鲜市场制胜之道》报告中指出，生鲜产品相对其它超市品类类别，是消费者进

行消费升级意愿最高的品类。有 63%的消费者表示希望能够买到品质更好的生鲜产品，而所

有品类的平均比率仅为 42%。生鲜消费者不仅仅追求购买更优质的产品，他们同时要求更专

业、值得信赖的产品和服务。
①
然而生鲜产品从最初的产生至最后到达消费者手中，整个供

应过程包括多个环节，包括从种植、采摘、加工、包装、运输、销售各个环节，而当前对生

鲜产品全程品质控制较难达到很好的控制效果，从而无法确认产品的整个品质控制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环节，并且无法追究每个环节中的产品责任人。如何能加强对生鲜产品全程品质的

控制已成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如何追溯生鲜产品质量源头显得尤为重要。

生鲜产品的安全涉及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对生鲜产品的品质控制已成为广大消费者的迫

切需要。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层次分析法，构建生鲜产品全程品质控制指

标体系，为生鲜企业解决生鲜产品不同环节的品质控制问题，为生鲜企业的运营提供实际的

指导。

本文的第二部分综述了国内外学者对生鲜产品品质控制的研究；第三部分本文从生鲜产

品的全程品质控制的几个主要环节入手，包括生产、加工、包装、运输、销售几个环节。通

过层次分析法建构生鲜产品全程品质控制指标体系定量地分析源头追溯控制问题；第四部分

对全程品质控制的各个环节进行分析；最后依据分析给出相应的建议与对策。

二、国内外生鲜产品品质控制研究述评

①波士顿咨询&阿里研究院：《2016 中国生鲜消费趋势报告：新时代生鲜市场制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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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鲜产品通常是指包括新鲜蔬菜、水果和未进过加工或经过初加工未改变其化学性质的

水产品、禽畜及其肉类产品等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产品。

全程品质控制指对产品从生产、加工、包装、运输到销售的各个环节的产品品质控制。

自从上世纪 90 年代英国爆发疯牛病后，世界各国纷纷开始着手建立一套食品安全控制

体系。2000 年，欧盟颁布了《食品安全白皮书》，构建了“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控制

计划，建立的农产品可追溯系统被作为控制食品安全的主要技术手段
①
；2004 年美国颁发了

《食品安全跟踪条例》
②
，针对肉牛产品建立了可追溯系统。同时，日本政府和日本农业合

作社也采取了一些列可控措施来建立食品可追溯系统，2001 年，日本将信息可追溯系统全

面导入到牛肉的整个生产过程中，对产品的生产全过程达到可控目的。此外，日本在基于信

息技术的食品全程品质控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如：产品识别编号系统中利用 ID 数字

来标示产品并将去印在包装和条码上，消费者可以查询到所购产品的全部信息。另外其他一

些发达国家也纷纷实施强制性的可追溯系统。这些研究结论和事实都表明了发达国家为了加

强食品安全，努力着手食品全程品质控制方面的建设。

M.F.Stringer 等（2007）
③
对食品的整个供应过程进行分解，将食品安全事故归因于 21

项本质原因，分析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各过程，细分为 27 个单元步骤，并用

这一方法定位食品安全时间发生的原因以及食品安全的薄弱环节。Golan（2004）、Pettitt

（2001）、Monteiroe（2005）[1-3]等研究结果表明，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是由信息不对称所致，

也就是说无法掌控生鲜产品全过程的产品质量的信息，最终消费者在逆向选择信息时较为困

难。对于生鲜产品的生产、流通等问题，Ray[4]等（2011）认为生产环节是生鲜产品质量安

全首要关注的，加强生鲜产品质量安全源头控制。随着信息技术在生鲜产品流通方面的应用，

Bosona[5]等（2013）认为应该制定农产品质量追溯制度，且 Dandage[6]等（2017）认为需要

构建流通领域追溯体系。因此通过以上前人的研究表明，加强农产品全程品质质量控制成为

农产品流通过程中关注的焦点。

我国学者雷声芳等（2010）[7]通过对北京蔬菜供应链的研究，认为在生鲜产品全程品质

控制中的供应环节、流通环节和配送环节会出现质量安全问题，应该加强这三个环节的控制

监督。张庆平等（2007）[8]认为生鲜果蔬产品在销售环节存在产品品质控制问题。张竹青等

（2011）[9]应用 HACCP（危害分析和关键点控制）原理，对生鲜产品从生产、加工、运输、

销售等环节中存在食品安全控制问题进行了分析。霍红等（2011）[10]根据黑龙江省情况，

分析了果蔬、禽畜及其肉制品、水产品和乳制品 4 类农产品各自在其从生产、加工、运输到

销售等各个环节中出现的质量安全问题，指出了生鲜这类特殊产品的质量安全的薄弱环节所

在。通过分析近年来 1460 个食品安全时间，刘畅、张浩、安玉发（2011）[11]建立了食品安

全事件集和运用定位矩阵的方法找到了生鲜产品全程品质控制中的关键控制点。杨艳涛

②欧盟食品安全白皮书[J].中国农业信息快讯,2002(02):18.
②《食品安全跟踪条例》，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004.5.6.
②M.F. Stringer, M.N. Hall. The Breakdowns in Food Safety Group.A generic model of the integrated food supply
chain to aid the investigation of food safety breakdowns,0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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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采用程序设计 Delpin 法建立了食品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包括原料、辅料、加工

行业、环境、食品安全技术、消费者 6个方面，并通过建立的指标体系建立食品质量安全预

警评价模型等等。因此，各学者对生鲜产品全程品质控制的研究表明，对生鲜产品全女会让

你更品质控制的目的在于，把握生鲜产品流通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以及及时应对各个环节中出

现的问题，并且能够对生鲜产品的全程品质质量进行监测（金芬，郑床木，钱永忠，2017）

[13]。

三、生鲜产品全程品质控制指标体系设计

（一）层次分析法模型

层次分析法是由美国运筹学家匹茨堡大学教授萨蒂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正式提出，是其

在为美过国防部研究“根据各个工业部门对国家福利的贡献大小而进行电力分配”课题时，

应用网络系统理论和多目标综合评价方法，提出的一种层次权重决策分析方法。将相关的指

标因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层次，对研究问题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根据层次分析法模型构建生鲜产品全程品质控制的指标体系，全程品质控制包括生产环

节、加工环节、运输环节、包装环节、销售环节这 5 项二级指标，通过这 5 项二级指标建立

子指标研究生鲜产品全程品质控制的关键节点，从而找到生鲜产品从生产到产品到达终端销

售的各个环节中产品可能产生的品质问题，继而对相应问题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基于指标设定相关原则，通过对行业有相关长期工作经验者的访问，并阅读大量参考文

献，对指标进行筛选，确定了测评生鲜产品全程品质控制的 17 项细分指标。如表 1 所示：

表 1 本次调查的品质控制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品质控制

生产环节

原料控制-A1

土壤质量-A2

空气、水等自然条件-A3

农药的使用-A4

加工环节

采摘/加工流程品质控制-B1

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B2

滥用非食品加工用化学添加物-B3

运输环节

全程是否冷链-C1

运输车辆条件-C2

运输环节成本-C3

产品的运输损耗-C4

包装环节

包装材料品质控制-D1

产品信息使用的印刷油墨、胶粘剂化学物质含量-D2

添加包装产品禁用助剂（例：工业级的碳酸钙、滑

石粉、石蜡）-D3

销售环节
产品销售渠道中的质量-E1

销售成品的质量-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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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过程中的品质控制-E3

（二）构造品质控制指标判断矩阵

根据拥有相关长期工作经验者自身的知识沉淀和实践的相关经验对评价指标体系的各

个指标赋予权重，将指标重要性比较调查表发放，同时参考相关文献资料，通过分析确定各

个层次的指标判断矩阵。根据层次分析法，判断矩阵中的值反映了两两指标间相对重要性程

度，并且按其重要程度评定等级。一级指标判断矩阵如表 2 所示。

表 2 一级指标满意度判断矩阵

品质控制 生产环节 加工环节 运输环节 包装环节 销售环节

生产环节 1 1 1/4 1/3 1/2

加工环节 1 1 1/4 1/2 1/3

运输环节 4 4 1 3 1/2

包装环节 3 2 1/3 1 1/3

销售环节 2 3 2 3 1

（三）一致性检验

计算每个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及其对应的特征向量即权重向量，利用一致性指标与随

机一致性比率做一致性检验，当 CR 小于 0.1 时，表示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则具有满

意的一致性。

一致性检验步骤：

1.判断矩阵最大特征值计算；

2.一致性指标计算：CI=（最大特征值-n）/（n-1）

3.随机一致性比率计算：CR=CI/RI

RI 为层次分析法中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可从随机一致性指标表中查得。

为了避免主观性和片面性所导致的误差的出现，因此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未通

过执行检验的判断矩阵，则需重新构造判断矩阵，直至通过一致性检验。一致性检验结果如

下表所示。

表 3 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结果表

判断矩阵 最大特征值 一致性比率 CR

满意度判断矩阵 5.349 0.078

生产环节判断矩阵 4.058 0.021

加工环节判断矩阵 3.009 0.009

运输环节判断矩阵 4.236 0.088

包装环节判断矩阵 3.074 0.071

销售环节判断矩阵 3.012 0.017

以上的判断矩阵经由计算全部通过一致性检验，即通过拥有相关长期工作经验者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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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的判断矩阵是较为合理的，说明具有满意的随机性，从而根据计算所得出的权重是值得

参考的，从而可以确定个级指标的权重。

（四）品质控制指标体系中各级指标权重

全部通过一致性检验的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即为计算所得的权重向

量，则依据前面的计算可得出各指标的权重，如下表所示。

表 4 各级指标权重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二级指

标权重

三级指

标权重

品质控制

生产环节

原料控制

0.09

0.09

土壤质量 0.23

空气、水等自然条件 0.47

农药的使用 0.21

加工环节

采摘/加工流程品质控制

0.09

0.67

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0.16

滥用非食品加工用化学添加物 0.17

运输环节

全程是否冷链

0.31

0.09

运输车辆条件 0.15

运输环节成本 0.31

产品的运输损耗 0.45

包装环节

包装材料品质控制

0.16

0.12

产品信息使用的印刷油墨、胶粘剂化学物质含

量
0.27

添加包装产品禁用助剂（例：工业级的碳酸钙、

滑石粉、石蜡）
0.61

销售环节

产品销售渠道中的质量

0.35

0.14

销售成品的质量 0.29

销售过程中的品质控制 0.57

四、全程品质控制分析

（一）生产环节

第一，以农户来讲，大多数农户在种植生鲜产品时，多以经验种植，对生鲜产品的生产

资料的成分以及危害性认识较少，农户无法掌握较多的生产要素信息，并且无法判断生产资

料是否会损害生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

第二，要获取生产要素信息和了解更多的生产环节的信息（例如：生产原料是否合格、

土壤质量、种植及生产环境等问题），企业或农户则需付出更多的成本，一旦成本增加，生

产资料经销商则会选择向农户隐瞒生产资料信息，因为成本的增加可能会导致农户减少或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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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生产农产品。而企业为获取更高的利益，则会选择以更低成本的生产产品，使得生产环节

中原料供给者与生产者在交易过程时出现信息不对称现象，从而导致生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

题。

（二）加工环节

生鲜产品加工企业若要保障产品质量安全，则需获取所购买的生鲜产品的全部信息，包

括种植原料和整个种植过程情况、畜类产品的整个养殖过程等所有信息，而搜集这样大量的

信息则需要花费较高成本，从而企业很难做到去搜集产品生产环节的信息。生产者却掌握产

品的所有的生产环节的信息，而这些信息相对于加工企业来讲是隐蔽的信息。同时也存在着

其他一些方面的问题：第一，生鲜产品加工水平落后，缺乏科技创新人才；第二，生鲜产品

加工设备与技术全面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

（三）运输环节

根据调查数据来看，相比其他指标，消费者对运输环节的各项指标的满意度评价较高，

说明目前在剩下爱农产品全程品质控制的所有环节中，运输环节的控制较好。但是在运输环

节中，物流成本偏高、包装无标准、运输和存储等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和冷链系统不完善等一

些问题是运输环节的关键点所在。

（四）包装环节

包装材料是直接接触到产品的，包装材料是否存在质量安全问题则一定会影响到产品。

第一，包装材料的好坏、产品信息印刷油墨等化学物质含量是否符合标准从一定程度上是直

接被生产技术影响的；第二，企业为了降低包装生产成本，向市面输出大量不符合标准的包

装产品。

（五）销售环节

消费者在购买生鲜产品时只能获取产品的一些外在信息，如产品颜色、大小、形状等，

而无法获取产品的内在质量信息，并且在消费者购买产品使用后也没有办法了解一些产品的

质量安全特征，这些特征包括产品农兽药残留量、细菌含量等。从而消费者在购买生鲜产品

时处于质量安全信息获取的劣势方，这就使得企业为追求利益而向消费者隐瞒质量安全信

息。

五、建议与对策

（一）国家需强化生鲜产品源头追溯管理体系

从国家相关法规政策上来看，国家需完善食品质量安全源头追溯的相关政策，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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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企业或生鲜产品农户的生产实施质量安全监管的难度非常大，成本也高。由于生鲜产

品从生产到其他环节都没有形成一条完整的可控系统，政府部门的监管方式覆盖面积小，导

致政府对生鲜产品使用的原料、生产及加工环境等方面的情况了解甚少，并且很难掌控对农

药的使用、食品包装添加剂的使用情况。政府要加大对生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监管，从长

期发展来看，生鲜产品全程品质控制是保证产品质量安全的关键的有效措施。政府对生鲜产

品质量安全实施监管对品质控制系统将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政府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提高

生产企业生产质量有保障的生鲜产品的积极性；政府加大力度管制企业的投机行为；完善食

品安全标准体系、检测标准体系；强化和完善从生产到销售的整个源头追溯可控系统。

（二）加强各环节的控制

1.生产环节。对于生产环节，要让安全品质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且消费者能追溯到产

品信息，则需在生产的每一步做好产品记录。在种植时，详细记录产品从果蔬种植、畜类养

殖的每个环节，不同的地点、不同种类产品、不同种植和养殖时间、其记录的信息不同，从

而内容也不同。以此来规范生产环节的质量控制。根据调查数据，生产环节的控制还有待进

一步提高,体现在：（1）严格控制生产原料来源，明确原料来源负责人或负责机构；（2）农

户或养殖者缺乏生产资料信息，生产资料附种植、养殖信息说明书，加强生产者生鲜产品质

量安全水平的意识，引进国外先进的生鲜产品种植、养殖理念和技术，加强宣传引导树立生

鲜产品品质安全理念；（3）加强相关环节的监管工作，确保产业种植、养殖重点地有专业工

作人员监管生鲜产品质量安全，从源头上杜绝原料等问题。

2.加工环节。加工环节是整个生鲜产品全程品质控制的重要关键点，主要要注意以下几

点：（1）果蔬产品在收获采摘时和畜类加工前，通过品种分类、分拣、农药残留浓度检验后

配送至加工中心，加工企业通过检验后，将所有产品录入信息系统；（2）完善相关政策，加

大对生鲜产品加工支持力度，建立生鲜产品加工工业园，逐步加大对生鲜产品加工工业园等

项目建设的支持力度；（3）加强监管企业超用食品添加剂和滥用非食品加工用化学添加物等

危害生鲜产品质量安全的行为，提高企业生产质量安全产品的积极性；（4）构建生鲜产品加

工标准和质量安全监测体系，借鉴国外先进制定生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经验，以促使完善

我国生鲜产品加工业的质量标准体系；（5）促使企业逐步建立形成加工产品信息可追溯系统，

保障加工产品的质量安全来源。

3.运输环节。运输在生鲜产品整个品质控制的全程，可以说是比较重要的，运输环节中

运输是否全程冷链、运输车辆条件等都影响产品质量。要保障产品的质量，则需切实控制好

运输环节这一关键点。包括：在生鲜产品运输前对产品进行合理化包装，以保护产品，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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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卸搬运作业以降低物流成本；改善运输车辆条件，完善运输和存储基础等设施，运输过程

保持产品全程冷链；大力开发冷链物流系统和加强物流操作环节作业，充分利用国家对冷链

硬件设施装备给予的相应政策支持；加强开发创新生鲜产品冷链技术和培养物流专业人才。

4.包装环节。包装材料的质量是否符合标准，将直接影响到产品质量。包装材料的控制

可以从上述结果分析的两点结论着手解决。一是完善产品直接接触材料的标准体系，加快国

际先进标准的国内化，提高生产企业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生产技术，控制关键工艺的产品

质量，加强我国包装监测技术开发和研究；二是有关监管部门要加强管制力度，确保生产企

业生产质量符合标准的包装产品，禁止企业添加包装产品禁用助剂等。

5.销售环节。销售环节是生鲜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的最后环节，因此产品质量的好坏直

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消费者从产品外观判断，则需要的是产品的新鲜、卫生、合理价

格和种类丰富。生鲜产品的质量保证则包括两个阶段，一是销售渠道中的质量控制，是否保

证产品的完整性和解决环境对产品产生的影响，另外一种是最终的销售成品质量，即生鲜产

品在销售过程中的质量保障。保证生鲜产品质量控制的几个关键点：提高产品在销售渠道中

的质量控制，以保证产品成品销售的良好性；提高超市和农贸市场的管理制度，包括收货标

准、陈列、整理货物等。加强销售现场的维护力度，完善产品存储方式和陈列方式，有效处

理损耗；严格控制销售生鲜产品的来源，以保证产品质量，产品上附详细产品信息以供消费

者及时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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