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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适宜环境的果品冷链物流精准调控云平台框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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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冷链物流已成为维持果品采后品质、降低产品损耗的重要手段；采集因素单
一、调控参数静态、信息共享度低已成为物流信息技术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方法】文
章在分析冷链物流信息技术发展及问题的基础上，从温度和相对湿度两方面总结了主要果
品的冷链适宜环境，提出了果品冷链物流精准调控云平台，并探讨了技术实现的可行性。
【结果】以主要果品的冷链仓储和冷链运输为研究环节，以不同果品冷链需求特征为核心数
据，研制冷链环境监控终端，实现温湿度、气体、位置、开门状态等信息的实时感知；开发
果品冷链物流精准调控云平台，实现动态跟踪、实时监测、货架预测、异常报警、冷链反
演、产品追溯、统计分析等智能处理功能；开发冷链管理 APP，实现参数设定、状态监测、
预警处置等功能。【结论】基于适宜环境的果品冷链物流精准调控云平台，既较好考虑了冷
链调控中的多参数特性和动态特性，又有利于实现冷链数据的充分共享；该文的框架设计可
为后期平台实现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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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冷链物流是以冷冻工艺学为基础，以人工制冷技术为手段，以生产流通为衔接，为

保证产品质量安全，减少因腐败变质引起的损耗，从而使易腐生鲜农产品在生产、贮藏、
运输、销售乃至消费前的各环节始终处于规定的低温环境下的特殊供应链系统［1-2］。冷
链物流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从技术角度，冷链物流涉及温度控制、采后生理、保鲜工艺、
信息管理等；从产品角度，冷链物流包括果蔬、肉蛋奶、水产、速冻食品、药品等；从
环节角度，冷链物流涵盖加工、储存、运输、销售等［3］。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日益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加之深化供给
侧改革和推动消费升级的新形势，冷链物流快速发展。冷链基础设施设备水平进一步提
升，2018 年全国冷库总量达到 5 238 万 t（折合 1.3 亿 m3），新增库容 488 万 t，同比增长

10.3%［4］。但与发达国家 85% 以上的果蔬冷链流通率、95% 以上的果蔬冷链使用率和 5%
左右的产后流通腐损率相比，2018 年我国果蔬实际冷链流通率仅为 22%、冷链物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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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仅为 35%，而产后流通腐损率则达到 15% 左右，冷链物流使用率远低于发达国家［5］。
随着国内市场对冷链物流需求的快速增长，近年来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迅速上涨，据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预计，2019 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将达到

4 095 亿元，到 2023 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将达到 9 150 亿元，年复合增速达到 25%，
冷链物流行业正进入快速上升通道［5］。

采后果品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其生命代谢活动仍在有序进行［6］；呼吸作用是果品变
质的主要原因，因此要长期贮藏果品，就需要在维持其活体特征的前提下通过合理低温
减弱呼吸作用，降低呼吸消耗，延长保鲜时间；同时，湿度、空气成分等对果品品质维
持也有重要影响［7］。因此，合理调控环境已成为冷链发挥效率的关键。文章总结了主要
果品的冷链适宜环境，基于云架构体系提出了果品冷链物流精准调控云平台框架，并给
出了主要组成部分的技术实现方法。

1

冷链物流信息技术发展及问题

1.1

冷链环境感知正向实时化、动态化方向发展
环境感知是实现冷链合理调控的基础。冷链环境监测已由单点向多点、有线向无线、

延时向实时方向发展［8-9］。无线传感器网络（Wireless Sensor Network，WSN）技术具有易

于布置、方便控制、低功耗、通信灵活等特点，可为冷链过程温度的实时在线监测提供

支撑［10-11］；而无线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是利用射频信号进
行空间耦合实现非接触信息传递的自动识别技术［12］；集成温度传感器的 RFID 感知标签

是实现定时离线温度监测的有效方式［13-14］。

冷藏车厢、冷库等载体在不同空间位置，其温度存在着不均衡性［15］。有限点的温度

监测无法反映载体内温度的空间分布特征［16］；利用计算流体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CFD）技术可有效模拟不同冷链载体的空气流动类型和环境温度分布情况［17-18］。
郭嘉明等以基于差压原理的运输车厢为研究对象，利用 CFD 模拟不同果蔬堆栈方式下厢

体不同截面的温度分布情况［19］。Han 等模拟了不同冷链条件下果品包装内的温度场分布，
并比较了不同包装箱的温度场均一性［20］。实时监测与计算模拟的结合，以其“点—面”
互补的优势，为冷链温控奠定了基础［21］。
1.2

冷链调控正向精准化、智能化方向不断深入
温度控制是解决“冷链不冷”的技术关键。对于温度控制主要有基于模型控制和基于

知识控制两种方式。前者主要通过建立不同的数学模型，对模型所采用的控制方法有 PID

（Proportion Integral Differential）控制、预测控制、优化控制和自适应控制等［22］；后者通过
建立数据库、知识库，依靠专家系统完成对目标的温度控制［23］。传统 PID 控制具有结构简

单、易实现的优点，在工业控制领域被广泛使用；但对于复杂的控制系统，由于各参数之
间的强耦合，传统 PID 方法不能根据控制对象参数的变化对自身参数做出适当调整［24］。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多种温度智能控制方法被研究和应用［25-26］。基于反向传输

（Back Propagation，BP）神经网络与 PID 相结合的控制算法，大大提高了控制系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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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BP 神经网络学习速率和收敛速率均较慢，且训练时间过长［27］。自适应模糊 PID 的控

制方法被应用于温室温度控制中，可实现在季节、时令等交替变化下对温室温度系统的
优化控制［28］。

1.3

存在问题
（1）采集因素单一，影响调控辅助决策
温度对物流中的果品品质有重要影响，温度也是最受关注的环境条件之一；但适宜

的湿度及气体条件也是保持较好的新鲜度和品质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在冷链物流中，由
于冷链载体的密封性和产品堆积的高度密集，若不能很好采集湿度及气体等因素，只以
单一的温度进行环境调控，易导致调控不精确。
（2）调控参数静态，影响品质维持效果
不同果品有不同的冷链环境要求，只有在适宜的环境下，才能有效抑制果品微生物
的生长，减缓呼吸作用，达到延长货架期和维持品质的作用。若不能根据不同果品的冷
链环境需求获取动态调控参数，则容易影响品质维持的效果。
（3）信息共享度低，影响冷链过程追溯
冷链物流过程是一个多因素融合的动态过程，过程中产生的位置、环境等信息对供
应链上下游及冷链承运商至关重要。若不能实现信息有效共享，将导致信息不对称，既
不易判别冷链状态，也容易产生纠纷。

2

主要果品的冷链适宜环境
对于果品来说，呼吸作用是维持果实采后活体特征的主要生理代谢方式，因此要长

期贮藏果品，就要通过适宜的低温减弱呼吸作用，降低呼吸消耗从而延长保鲜时间。湿
度对于果品冷链来说也同样重要，若环境中的湿度过高，则会使水分凝结在果品的表面，
引起霉菌生长，导致腐败变质，同时包装纸箱吸潮后抗压强度降低，可能使果品受伤；
若环境中的湿度过低、空气过干，则会使果品极易蒸腾失水而发生萎蔫和皱缩，导致组

织软化。表 1 所列为不同果品的适宜贮藏温度和湿度［29-30］；但不同种类果品采后生理特
性不同，亦受品种、成熟度影响。

表1

不同果品适宜冷链环境

Table 1 Suitable cold chain environment for different fruits
种类
苹果
梨
桃 / 李 / 杏 / 樱桃
冬枣
鲜枣
葡萄 / 柿子
猕猴桃

贮藏温度（ºC） 相对湿度（%）
-1~0

-1~0.5

-0.5~0.5

-2.5~-1.5
-1~0

-1~0

-0.5~0.5

90~95

90~95

90~95

85~90

90~95

90~95

90~95

种类
甜橙 / 柑类
橘类
西柚 / 柠檬
沙田柚
莱姆
香蕉 / 芒果 / 山竹
菠萝

贮藏温度（ºC） 相对湿度（%）
4~7

90~95

12~13

85~90

3~5

6~8

9~10

13~15

10~13

85~90

85~90

85~90

85~90

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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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种类

草莓 / 蓝莓
山楂
石榴
西瓜
薄皮甜瓜
厚皮甜瓜
伽师瓜
板栗
无花果
哈密瓜

3

贮藏温度（ºC） 相对湿度（%）
0~2

-1~0
5~6

8~10

5~10
4~5

0~1

-2~0

-1~0
3~5

90~95

种类
番木瓜

90~95

枇杷

85~90

杨梅

85~90

荔枝

80~85

龙眼

80~85

榴莲

80~85

番荔枝

90~95

红毛丹

85~90

鳄梨

75~80

橄榄

贮藏温度（ºC） 相对湿度（%）
13~15

85~90

0~1

90~95

0~2

1~2

3~4

4~6

10~12

10~13
7~9

5~10

90~95

90~95

90~95

85~90

90~95

90~95

85~90

90~95

果品冷链物流精准调控云平台总体框架
果品冷链物流精准调控云平台总体框架如图 1 所示。该平台以主要果品的冷链仓储

和冷链运输精准调控为主要目标，以不同果品冷链需求特征为核心数据，将果品冷链基
础数据物化到硬件设备中，研制冷链环境监控终端，终端设备应用于不同冷链环节，实
现温湿度、气体、位置、开门状态等信息的实时感知；终端采集数据传输到冷链管理云
平台，云平台实现动态跟踪、实时监测、货架预测、异常报警、冷链反演、产品追溯、
统计分析等智能处理功能；智能处理的结果反馈至冷链操作人员的手机 APP 中，可对冷

链设备状态进行动态调控。

Fig.1

图1

总体框架

The overal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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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实现

4.1

多参数冷链环境监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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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空气温度、空气湿度、光照度、乙烯气体浓度、位置等多个环境参数的监

测，自主研发了由电源、传感器和通信模块 3 部分组成的多参数冷链环境监测装置。装

置通过低功耗 LoRa（Long Range Radio）无线调制技术将采集到的信息发送给通信网关，
并由后者将监测数据发送到云端。装置结构如图 2 所示。

Fig.2

图2

多参数冷链环境监测装置结构

Multi-parameter cold chai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device structure diagram

电源部分由充电控制电路、电压监测电路、数字电源电路和精准电压基准组成，实
现电池充电控制和电路电源分配。电池充电控制电路采用高效的锂电池专用充电芯片，
使用 CC/CV 充电模式，最大充电电流 400 mA，并在电池中内置了过流、过压、过温保

护电路，并提供了充电指示；电压监测电路用来监测电池工作状态，以确保电池的安全，
并在电量过低时自动关断电源，保护设备。

微控制器通过 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总线接口与空气温湿度、光照传感器、

乙烯传感器通信，并根据需要进行参数设置及数值测量。乙烯浓度采用电化学传感器，
该传感器由恒压电路激励输出 nA 级信号，该信号经由放大电路放大后输出到微控制器的
A/D 转换器，并由后者转换为乙烯浓度。

射频 Modem 采用支持 LoRa 的 SX1278 芯片，采用直序扩频方式进行通信，实现射频

信号的发送和接收；USB-UART 转换器用于实现 USB 与微控制器的通信，将 USB 协议转

换为 U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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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云管理平台
集成供应商、冷链车辆、冷库等静态资源数据，采集温度、湿度、位置、光照、乙

烯气体等动态监测数据；基于公有云平台提供的虚拟化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果品冷链物流

精准调控云平台，采用基于 Spring Cloud 的微服务器架构，结合 Docker 容器技术，为平

台管理者、冷链物流委托方、上下游供应商等主体提供不同功能，实现服务业务的可伸
缩、可灵活扩展。主要功能如下。

（1）动态跟踪：接收终端设备发送的位置信息，实时显示目前的位置状态，并在电
子地图上显示，对于冷链仓库中的设备，由于其移动性不强，只采集初始位置，对于冷
链车，需动态跟踪其运输路径的轨迹变化。
（2）环境监测：根据一定时间接收到的温度、湿度、气体等信息，在平台界面实时
显示，可查看当前每个设备所采集的环境信息，可以在不同信息之间切换。
（3）货架预测：根据产品入库时间以及所处的温度状态，建立动态货架期预测模型，
预测不同果品的剩余货架期。
（4）异常报警：对于温度偏离果品所需冷链温度、运输过程车厢门被打开等情况，
平台会接收到设备发来的警报，并自动记录下警报信息。
（5）冷链反演：选择某个时间段并选择某个仓库或车辆后，这段时间内的温度、湿
度、气体等信息以统计图的形式展示出来，位置信息则以路径轨迹的方式展示。
（6）产品追溯：上下游供应商可输入产品的订单，追溯出果品在冷链过程中的相关
信息。
（7）统计分析：可对冷链仓库、冷链车辆等资源进行统计，也可以对环境变化、货
架期变化等进行决策分析。

Fig.3

图3

冷链云管理平台功能示意图

Function diagram of cold chain cloud management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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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管理 APP

为了便于在冷链现场进行信息查询及现场调控，开发冷链管理 APP，将其安装于冷

链仓库、冷链车辆的操作人员手机中，主要功能如下。

（1）参数设定：根据所储藏或运输的果品，设定其最佳冷链温湿度，并通过云端发
送到冷链监控设备进行设定。
（2）状态监测：可以实时监测所操作的冷库或车辆的内部环境信息和位置信息，以
动态图表的形式展示。
（3）预警处置：对于监测到的冷链环境异常状态，APP 端会在第一时间接收到云端
发送的信息，并为合理调整冷链工况提供决策。

5

结论
冷链物流在我国快速发展，但采集因素单一、调控参数静态、信息共享度低已成为

物流信息技术发展的瓶颈。该文在分析冷链物流信息技术发展及问题的基础上，从温度
和相对湿度两方面总结了主要果品的冷链适宜环境，提出了果品冷链物流精准调控云平

台框架，并从冷链环境监控终端、果品冷链物流精准调控云平台、冷链管理 APP 等方面

探讨了技术实现的可行性。平台框架既较好考虑了冷链调控中的多参数特性和动态特性，
又有利于实现冷链数据的充分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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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cloud platform for precise regulation of fruit cold chain
logistics based on appropriate environment
Qian Jianping1，Wang Baogang2，Yang Han1，Zhang Baohui1

(1.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Key Laboratory of Agricultural Remote Sensing，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Beijing 100081，China；
2.Beijing Academy of Forestry and Pomology Sciences，Beijing 100093，China)

Abstract：［Purpose］Cold chain logistics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maintain fruit quality after
harvest and reduce product loss. However，the single collection factor，static control parameter
and low degree information sharing are becoming a bottleneck in the development of logistics

information technology.［Method］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and problems of

cold chain logistics information technology，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suitable environment of

main fruits’cold chain from the aspects of temperature and relative humidity，puts forward the

cloud platform of precise regulation of fruits’cold chain logistics，and discusses the fea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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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echnology implementation.［Result］Taking the cold chain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of main

fruits as a research stage，and taking the dem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fruits’cold chain

as the core data，the cold chai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erminal is developed to realize realtime perception of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gas，location，door opening status and other

information；The cloud platform for precise regulation of fruit cold chain logistics was developed

and had realized intelligent processing functions such as dynamic tracking，real-time monitoring，
shelf life prediction，abnormal alarm，cold chain inversion，product traceability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The cold chain management APP was developed to realize parameter setting，status

monitoring，early warning and disposal and other functions.［Conclusion］The cloud platform

for precise regulation of fruit cold chain logistics based on the appropriate environment not only

takes into account the multi-parameter characteristics and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cold chain
regulation，but also facilitates the full sharing of cold chain data.

Key words：cold chain logistics；cloud platform；fruit；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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