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01.120 

A 00 

团 体 标 准 
T/CAS XXXX—2019 
代替 T/CAS XXXX—201X 

 

食品安全大数据获取、存储与分析集成架

构要求 

Big data Integrated Architecture requirement for 
acquisition, Storage and Analysis of Food Safety  

(征求意见稿) 

 

XXXX-XX-XX 发布 XXXX-XX-XX 实施 

中国标准化协会 发布 

 





T/CAS XXX—201X 

I 

 

 

中国标准化协会（CAS）是组织开展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制定中国标准

化协会标准（以下简称：中国标协标准），满足市场需要，增加标准的有效供给，是中国标准化协会

的工作内容之一。中国境内的团体和个人，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标协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作。 

中国标协标准按《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进行制定和管理。 

中国标协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 75%以上的专家、成员的投

票赞同，方可作为中国标协标准予以发布。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标准化协会，

以便修订时参考。 

 

 

 

 

中国标准化协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33 号中国标协写字楼 

邮政编码：100048  电话：010-68487160  传真：010-68486206 

网址：www.china-cas.org   电子信箱：cas@china-cas.org 

 

本标准版权为中国标准化协会所有，除了用于国家法律或事先得到中国标准化协会的许可外，

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手段复制、再版或使用本标准及其章节，包括电子版、影印件，或发布在互

联网及内部网络等。 

http://www.china-c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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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 T/CAS 1.1—2017《团体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指南》编写。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信睿浩扬科技有限公司，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江南大学。 

本标准起草人：张秀宇，黄永峰，彭敏，王建华。 

考虑到本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中国标准化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的鉴别。 

本标准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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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食品安全是重大的民生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社会的和谐稳定。经过“十二五”、

“十三五”期间的科技攻关、体制改革和信息技术的成功应用，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不断完善，

食品安全状况也显著改善。但是，“从农田到餐桌”，食品从生产到流通环节众多，所产生的食品安

全数据包含网络公开报道监管数据、食品安全新闻数据、生产流通数据等，各环节数据呈现多源异

构的特点。由于目前缺乏多源数据融合管理的规范，各环节数据难以协同利用，导致食品安全监管

效率较低、食品安全数据挖掘能力较差等不足。因此，制定一套面向食品安全数据的获取、存储与

分析集成架构标准，可以帮助实现食品安全数据的协同管理，推进食品安全智能化监管，提高食品

安全数据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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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大数据获取、存储与分析集成架构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食品安全大数据获取、存储与分析集成框架，包括食品安全大数据的管理框架、

食品安全大数据的获取机制、食品安全大数据的存储机制以及食品安全大数据的分析机制。 

本标准所规范的食品安全大数据描述范围包含网络公开食品安全数据以及企业机构私有的食品

全链条个别环节食品安全数据。本标准构建食品安全数据规范化描述，对多机构多来源食品安全数

据进行统一属性描述及检索访问服务。 

本标准面向对进行食品安全大数据分析应用合作有需求的各独立机构，通过食品安全大数据集

成获取、存储及分析集成架构标准对数据获取及存储进行规范，提供统一数据描述检索格式，保证

数据隐私前提下开展机构间食品安全大数据合作分析工作。 

本标准适用于食品安全监管系统、食品安全数据管理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5069-2010 信息安全技术术语 

GB/T 32400-2015 信息技术云计算概览与词汇 

GB/T 35295-2017 信息技术大数据术语 

GB/T 5271.17-2010 信息技术词汇第 17 部分：数据库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3.1.1  

元数据 metadata 

关于数据或数据元素的数据(可能包括其数据描述),以及关于数据拥有权、存取路径、访问权和

数据易变性的数据。 

[GB/T5271.17-2010,定义 17.06.05] 

3.1.2  

键值结构 key-value structure 

一种存储范例,按此范例存储的记录由值中的关键词和一串数据组成。 

注:在键值结构下,数据通过关键词检索,同时由非关系数据库软件处理对于值中的数据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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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用相当于带单一索引字段和列的关系数据库表的子集和/或简化版。其变体之一是文档存储,在这

种情况下,文档有多个值字段,其中任何一个都可以用作索引/关键词。 

[GB/T 35295-2017,定义 2.2.15] 

3.1.3  

云计算 cloud computing 

一种通过网络将可伸缩、弹性的共享物理和虚拟资源池以按需自服务的方式供应和管理的模式。 

注:资源包括服务器、操作系统、网络、软件、应用和存储设备等。 

[GB/T32400-2015,定义 3.2.5]。 

3.1.4  

区块链 blockchain 

使用密码技术链接将共识确认过的区块按顺序追加形成的分布式账本。 

[信息技术 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 参考架构 征求意见稿] 

3.1.5  

智能合约 smart contract 

存储在分布式账本中的计算机程序，其共识执行结果都记录在分布式账本中。 

[信息技术 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 参考架构 征求意见稿]。 

3.1.6  

云链融合架构 cloud-blockchain fusion architecture 

将云计算技术和区块链技术相融合的大数据安全保护架构。 

3.1.7  

联邦学习 federated learning 

一种分布式机器学习技术，能够让各参与方在不披露本地数据的前提下，通过交换机器学习中

间结果，实现联合建模。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PI 应用程序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ID 身份标识号（Identity Document） 

JSON Java 脚本对象标记（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ETL 数据抽取-转换-装载服务（Extract-Transfer-Load） 

URI 统一资源标识符（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 

4 食品安全大数据获取、存储及分析集成架构概述 

食品安全大数据获取、存储及分析集成是云计算、区块链和联邦学习在食品安全大数据管理与

分析中的应用，用于对食品安全大数据进行获取、存储及分析集成应用，架构分为 3 层，分别为食

品安全大数据采集获取层、数据存储层、数据分析层，最后提供食品安全大数据分析结果的接口 API。 

食品安全大数据采集获取层包含数据源及数据获取接口部分，数据源为互联网公开发布食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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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数据，例如食品安全新闻事件报道网站、食品安全抽样检测机构公开的检验检测数据、消费者投

诉举报获取的食品安全投诉举报数据、食品安全在线销售网站消费者食品安全购买及评论的公开数

据等。上述渠道为获取食品安全大数据的主要来源，体现多源性，数据获取分为线上食品安全公开

数据进行流数据采集，持续对站点数据进行获取，线下食品安全私有数据进行导入采集，按照数据

属性描述规范进行属性描述。在该基础上，数据源经过数据识别、数据基本描述、数据抽取服务 ETL

环节完成数据采集及描述过程，为数据存储提供资源识别和元数据属性依据； 

食品安全大数据存储层采用云计算技术与区块链技术结合的云链融合架构完成食品安全大数据

存储，包含基于元数据组织方法和数据资源存储管理的食品安全大数据标识解析协议，用于实现对

所获取数据进行数据资源统一标识索引及日志管理。在此之上，使用基于智能合约的访问控制策略

对所存储的食品安全数据进行管理，访问控制对数据取用进行规范。为使用云链融合机制的联邦学

习提供数据分析材料，数据存储采取长编码与短编码结合的方式，唯一标定数据资源位置以及数据

资源元数据信息，使用云计算存储数据资源，使用区块链管理数据资源属性，建立云链融合机制的

数据存储与访问机制； 

食品安全大数据分析层采用联邦学习技术，基于存储层的数据进行联邦学习数据分析，面向事

件挖掘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最终提供分析结果。 

3 个环节互相关联，实现从数据采集到数据分析整个流程的整体框架设计，用于最大限度解决食

品安全大数据应用中“快、专、精”问题，数据获取层面向食品安全数据源及食品安全主体爬虫机

制获取数据；数据存储层利用云计算与区块链技术建立长短编码为基础的云链融合数据存储模型，

构建面向事件溯源和多源异构数据寻址的元数据管理设计；面向分析过程建立以云链融合为基础的

联邦学习食品安全大数据分析方法，进行面向事件的关联分析，如图 1 所示。 

食品安全大数据获取、存储及分析集成架构提供食品安全大数据获取、存储及分析的规范，对

食品安全数据全生命周期进行有效管理，帮助完成相关食品安全从业机构食品安全数据规范化和信

息化的描述，提供食品安全大数据集成管理技术架构和技术路线，可为食品安全大数据处理建设提

实践基础，为食品安全大数据处理系统的整体性能优化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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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大数据获取系统

数
据
源

食品在线销售平台数据食品在线销售平台数据食品新闻网站食品新闻网站 食品抽检机构公开数据食品抽检机构公开数据 消费者投诉举报信息消费者投诉举报信息

数
据
获
取

接
口 数据抽取服务ETL数据抽取服务ETL 数据源识别数据源识别数据基本描述数据基本描述

元数据组
织方式

元数据组
织方式

数据资源存
储管理

数据资源存
储管理

数据统一标识数据统一标识

日志记录日志记录

区块链区块链 云存储云存储

基于智能合约的访问控制

食品安全大数据标识协议

食品安全大数据解析协议

云链融合机制的联邦学习

食品安全网络大数据分析结果分发接口API

分析

存储

获取

 

图1  食品安全大数据获取、存储与分析集成架构图 

5 食品安全大数据获取机制 

5.1 食品安全数据获取架构 

数据获取部分以食品安全大数据获取系统为主体，其与区块链和云计算交互完成数据存储，数

据获取过程包含数据源确认和数据描述部分，通过对数据进行 ETL 流程获取完成数据存储所需要的

元数据，为第 6 部分数据存储提供标识依据，数据获取整体框架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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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大数据云平台食品安全大数据云平台

食品安全区块链食品安全区块链

云
链
融
合

云
链
融
合

食品安全大数据获取系统

数
据
源

食品在线销售平台数据食品在线销售平台数据食品新闻网站食品新闻网站 食品抽检机构公开数据食品抽检机构公开数据 消费者投诉举报信息消费者投诉举报信息

数
据
获
取

接
口 数据抽取服务ETL数据抽取服务ETL 数据源识别数据源识别数据基本描述数据基本描述

 

图2  数据获取框架 

5.2 食品安全大数据获取流程 

食品安全大数据获取分为线上食品安全数据以及线下食品安全数据部分，对于线上网络公开食

品安全数据采用流数据采集，按照固定更新间隔对线上数据进行获取；线下企业机构生产流通环节

数据采用接口导入获取，按照固定数据属性描述获机构授权可访问接口对企业机构食品安全数据进

行获取。 

5.2.1 食品安全数据源识别 

数据源识别为对通过获取食品安全数据时对数据来源进行识别确认，为数据来源基本属性进行

描述，其中包含数据采集事件发生的描述，如表 1 所示。 

表1  数据源识别描述 

属性名称 数据类型 属性描述 

ID string 数据源唯一标识，可以采用以下方式对数据源 ID 进行命

名：食品安全类别_数据名称_数据来源_采集方式，食品

安全类别参考《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2020 年修订

版）“食品生产许可品种明细表” 

Name string 数据源名称 

Type string 所获取数据源文件格式，例表格、文本 

Provider string 数据源的提供者（数据提供方） 

CreateTime date 数据采集起始时间 时间格式引用适用 GB/T 7408-2005 

CollectURI string 食品安全数据采集的统一资源标识 

Description string 对数据的自定义备注描述 

表 1 中属性名称、数据类型、属性描述等用于描述食品安全大数据的属性元素说明参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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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食品安全生产许可分类目录》（2020 年修订版）“食品生产许可品种明细表”由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根据《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4 号）进行发布。 

对数据获取环节的 JSON 格式描述源数据识别过程进行示例。 

示例：XX 市场监管局 X 批次食品安全抽样检测报告识别 

{ 

    "FoodDataCollect": 

    { 

        "ID":"酒类_XX_XX 市场监管总局_固定间隔", 

        "Name":"X 批次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 

        "Type":"xls", 

        "Provider":"XX 市场监管总局", 

        "CreateTime":"YYYYMMDDThhmmss", 

        "CollectURI":"http://www.foodxx.com/", 

        "Description":"由 xx 市场监管局公开发布，抽检方式 xx " 

    } 

} 

5.2.2 食品安全数据属性构成 

数据构成部分的描述从数据源获取的数据进行描述，该部分属性组成元数据组织的一部分，如

表 2 所示。 

表2  数据描述 

属性名称 数据类型 属性描述 

ID string 数据 ID，所采集数据文件的唯一标识 

Name string 食品安全数据名称 

Unit string 食品安全数据计量单位 

Size float 食品安全数据量大小 

Owner string 数据拥有者 

CreateTime date 

数据文件产生时间，时间格式引用适用 GB/T 

7408-2005 

Description string 对食品安全数据的自定义备注描述 

表 2 中属性名称、数据类型、属性描述等用于描述食品安全大数据的属性元素说明参见附录 A。 

对所获取数据的 JSON 格式描述食品安全数据文件进行示例。 

示例：xx 食品安全抽样检测报告 

{ 

    "FoodData": 

    { 

        "ID":"FT001", 

        "Name":"xx 食品安全抽样检测报告", 

        "Unit":"MB", 

        "Size":"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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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ner":"xx 食品安全质量测试中心", 

        "CreateTime":"YYYYMMDDThhmmss", 

        "Description":" xx 市场监管局委托测试，测试项目 xx" 

    } 

} 

示例文件描述编号为“FT001”的抽样检测报告基本信息，包含创建时间、所有者、文件大小以

及文件自定义描述等。 

6 食品安全大数据存储机制 

6.1 食品安全数据存储架构 

使用云链融合机制下的数据存储方法，包括数据标识编码、注册与解析过程，利用云平台存储

空间大的特点存储通过数据源识别以及数据采集获得的食品安全大数据，利用区块链安全可信轻量

级访问特点进行数据的标识、注册与解析任务，两种结合完成食品安全大数据获取、存储与分析集

成架构的存储部分，云数据中使用面向对象的数据存储格式，解决所采集数据的异构性问题，区块

链中采用基于长短编码机制的 key-value 键值对存储形式，其中短编码用于唯一标定食品数据，长编

码用于完成数据来源以及数据所有者等信息验证，并通过长编码得到食品安全数据资源接口，长短

二级编码以半结构化存储格式。在此基础上提供数据访问接口，作为云链融合下食品安全数据分析

的联邦学习数据输入，如图 3 所示。 

存储层存储层

表格

食品安全数据
数据源识别
数据描述

食品安全数据
数据源识别
数据描述

数据 元数据

键值（Key-Value）

区块链

标识编码、注册、解
析协议

视频 文本

…

云计算存储

应用接口层应用接口层 数据上载 数据更新 数据请求 …

 

图3  数据存储架构图 

6.2 食品安全大数据存储格式 

6.2.1 食品安全数据的元数据组织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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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组织为存储描述食品安全数据的属性、所有者以及索引信息，元数据信息被存储在区块

链上。其中通过标识完成对数据的唯一标记、对数据信息的记录，通过标识解析方法完成食品安全

数据在云计算中的寻址，最终定位数据在云端的存储位置。 

元数据标识唯一性通过短编码实现在 6.2.2 说明。元数据存储信息包含数据签名、数据 URI、区

块交易哈希、自定义扩展字段（可为空）、用户信息；通过全局域+用户域的区分实现食品安全数据

唯一标识，使用用户信息区分全局域，使用数据自命名（数据 ID 或者数据编码等）区分用户域。在

长短编码中，使用短编码为键（Key），使用长编码为值（Value）。在区块链中进行键—值形式元数据

存储。 

6.2.2 食品安全数据长短编码 

短编码，短标识唯一用于标记数据，编码格式为：数据拥有者标识.食品安全数据名。 “数据拥

有者标识”为数据拥有者在区块链内的唯一证书哈希，每个数据拥有者注册后唯一且不变，保证全

局唯一性。“食品安全数据名”格式为“ID.数据 ID”，保证用户域唯一性，“ID”为表 1 中数据源 ID

唯一标识，“数据 ID”为表 2 中数据唯一标识。 

长编码，长编码为描述所获取食品安全数据的所有元数据集合，方便元数据的管理和查找，其

中可包含的元数据除表 1，表 2 所列字段名外，添加“食品安全数据签名”、“食品安全数据云计算存

储中的 URI”，“食品安全数据存储区块链交易的哈希”、“扩展字段”用于验证数据源身份和数据有

效性并提供数据资源获取路径。 

长短二级编码使用短编码实现多云食品安全数据的唯一标定，使用长编码实现多云食品安全数

据的验证和访问。 

6.2.3 食品安全数据上载 

食品安全数据上载流程包含云计算、区块链、数据拥有者（依据数据获取系统）三者参与，如

图 4 所示。 

数据获取系统数据获取系统

云计算

区块链区块链

1.Upload（食品安全数据）

2.Cloud response

（URI）

3.R
egi

ste
r

（表1&2
字段、URI

、数据签名）

4.
Blo

ckc
hai

n 

res
pon

se(
短标识)

 

图4  数据上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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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流程如下： 

1）数据采集系统使用数据拥有者信息将所获取食品安全数据上载至云端； 

2）云计算端存储数据后返回 URI； 

3）数据采集系统使用数据拥有者信息向区块链发起注册请求，请求参数包含 URI、食品安全数

据签名、食品安全数据名，以及表 1、表 2 字段； 

4）区块链使用内置 API 自动抽取“交易哈希”元数据，依据表示编码规则生成短标识和长标识，

并将短标识返回给数据采集系统，用于提供给数据拥有者。 

6.2.4 食品安全数据访问 

食品安全大数据包含云计算、区块链、数据请求者（联邦学习节点）三者参与，如图 5 所示。 

区块链区块链

云计算

联邦机器学习
节点

联邦机器学习
节点

3.Cloud parse
（URI）

1.B
loc

kch
ain

 pa
rse

（短标识）

2.C
lou

d r
esp

ons
e

(UR
I)

4.Cloud response

（食品安全数据）

 

图5  数据访问流程 

基本流程如下： 

1）联邦学习节点采用短标识为参数，向区块链发起数据查询请求； 

2）区块链使用短标识从区块链键值对数据库中获取长标识，解析出 URI 并返回给数据使用者； 

3）联邦学习节点使用元数据 URI 请求获取云端已存储食品安全数据； 

4）云计算端将已存储食品安全数据返回给联邦学习节点。 

7 食品安全大数据分析机制 

食品安全大数据分析机制通过联邦学习方法对数据存储机制中存储的食品安全大数据进行分析。 

7.1 食品安全大数据分析框架 

图 6 所示的数据分析机制用于分析系统中存储的食品安全大数据。数据分析机制由数据集划分

模块、算法导入模块、模型导入模块、模型下载模块、模型聚合模块、模型训练及验证模块、参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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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模块、模型导出模块和数据分析模块组成。 

 

图6  数据分析机制示意 

7.2 食品安全大数据分析模块功能 

数据集划分模块提供数据集管理功能,可将食品安全大数据划分为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 

算法导入模块提供联邦学习算法导入功能，包括常用机器学习算法和自定义机器学习算法接口，

可支持集成第三方机器学习算法。 

模型导入模块提供机器学习模型导入功能，可导入本地存储的机器学习模型。 

模型下载模块提供机器学习模型下载功能，可从区块链中下载该算法对应的在上一轮训练中上

传的模型。 

模型聚合模块提供联邦学习模型聚合功能，包括常用的模型聚合方法和自定义聚合方法接口，

可将模型下载模块中得到的模型进行聚合，得到本轮训练的初始模型。 

模型训练及验证模块提供机器学习训练和验证功能，包括使用数据集划分模块中得到的训练集

对模型聚合模块中得到的模型进行训练；使用数据集划分模块中得到的验证集，对训练后的模型进

行验证。 

参数上传模块提供模型参数上传功能，可将模型训练及验证模块得到的模型参数及数据集信息

打包，上传到区块链中。 

模型导出模块提供模型导出功能，可将模型训练及验证模块得到的模型保存为本地文件。 

数据分析模块提供数据分析功能，可使用模型训练及验证模块得到的模型对于数据集划分模块

得到的测试集数据进行分析，并输出分析结果。 

7.3 食品安全大数据分析模块流程 

数据分析模块共分为模型初始化、分布式模型训练、模型聚合、迭代训练、数据分析五个步骤。 

1. 模型初始化：数据分析发起方（以下简称“发起方”）在本地初始化模型参数和密钥，并对模

型加密，将加密后的模型存储在云平台或本地，将模型元数据发布在区块链中。 

2. 分布式模型训练：数据分析参与方（以下简称“参与方”）在区块链中找到模型的存储位置，

通过访问控制后，可以下载得到模型参数的密文。参与方利用本地的数据，对模型进行训练。训练

结束后，参与方将模型存储在云平台或本地，将模型元数据发布在区块链中。 

3. 模型聚合：发起方在区块链中收集参与方发布的模型，通过访问控制后，可以下载得到模型

参数的密文。发起方将模型参数解密后，计算各个模型的贡献，并将贡献值作为权重聚合模型参数。

发起方也将根据贡献，为各个参与方发放奖励。 

4. 迭代训练：聚合完成后，发起方对模型加密，将加密后的模型存储在云平台或本地，将模型

元数据发布在区块链中。重复 2、3 步直至模型收敛。 

5. 数据分析：发起方在区块链中发布最终模型元数据，其他所有用户均可付费获取模型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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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通过访问控制后，用户可下载得到模型参数，并对本地的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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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属性元素描述 

A.1 属性元素描述 

属性元素用于描述食品安全大数据源中进行数据获取工作是对数据源进行描述的基本单元，包

括属性名称、数据类型、属性描述等，如表 A.1 所示，其中通用的数据类型及格式如表 A.2 所示。 

表 A.1  属性元素组成 

序号 描述 定义及说明 

1 属性名称 属性元素的中文名称 

2 数据类型 
对属性元素的有效性规定，限定数据格式即类

型，数据类型及格式见表A.2 

3 属性描述 属性元素含义的解释 

表 A.2  通用数据类型及格式 

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表示 数据格式 取值范围 

字符串型 string 

用于表示不定长度的字符串数据内容 可包含字母字符、数

字字符或汉字等在内

的任意字符 

浮点型 float 

后加正整数表示定长格式； 

后加“x..y”表示从最小到最大的格式； 

后加“x,y”表示整数位于小数位数 

用“0”到“9”数字

表达的非负整数值 

日期型 date 
采用GB/T 7408-2005中规定的日期格式

YYYYMMDDThhm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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