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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被标识对象的位置移动，ＲFID 网络中不断产生新的观测数据． 如何跨越多个不同信息服务器，进行有效的数据追

溯查询，始终是 ＲFID 网络的重点研究内容之一． 现有的追溯服务研究，没有充分考虑由于被标识物理对象之间的组合或者拆

分等行为所造成的 ＲFID 数据关联，导致查询结果不完整． 通过改进目录服务模型，提出一种具有关联性感知的 ＲFID 网络追溯

服务． 在发现服务阶段加入递归的关联性分析后，可同时返回原始标识以及容器标识所对应的信息源地址列表． 并针对容器可

重用性问题，基于时间属性进行过滤，可有效避免容器标识信息的数据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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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aware Traceability Service in the ＲFID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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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movement of tagged objects，new observational data is continuously generated in the ＲFID network． How to effec-
tively trace and track these data from different information servers is important in the research of ＲFID network．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composition or decomposition of tagged objects can also lead to their identifier records has some relevance． However，existing stud-
ies have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is kind of correlation so that the query results are not complete． By improving the directory
service model，a correlation-aware traceability service is proposed． After a recursive correlation analysis is added during the discovery
service stage，both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 address of the initial input identifier and its possible container identifier will be returned．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usable containers，time properties based filter is adapted to avoid the data redund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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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作为一种无需直接接触的自动化标识与数据采集方法，

ＲFID 射频识别技术［1］ 被广泛运用于物流管理［2］、食 品 溯

源［3］、防伪 验 证［4］、产 品 召 回［5］ 等 许 多 应 用 领 域． 但 由 于

ＲFID 数据存在海量性、流特性、不确定性、异构性等特点，如

何有效的管理及使用 ＲFID 数据一直是物联网中重要的研究

热点．
目前，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正在针对 ＲFID 网络中的数据

管理问题开展研究． 数据存储方面，西门子公司的王福生等人

通过对传 统 关 系 模 型 进 行 扩 展，提 出 了 一 种 面 向 时 态 的

DＲEＲ 模型［6］用于 ＲFID 数据建模，可以直接采用关系数据

库存储和管理 ＲFID 数据． 数据分析方面，SASE 系统［7］采用

直接面向 ＲFID 事件的思路，即首先将 ＲFID 数据观测当作基

本事件，再借助复杂事件处理技术，基于有限自动机［8］、Petri
网［9］或有向概率图［10］等数学模型将基本事件合成为可表达

一定语义知识的复杂事件． 数据压缩方面，文献［11］提出可

以基于路径节点的素数编码对 ＲFID 数据进行压缩，再借助

中国剩余定理恢复路径节点和先后次序．

但随着 ＲFID 技术应用的增多，网络规模日益扩大，如何

有效查询 ＲFID 数据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仅根据用户输入

的原始标识进行简单查询，往往不能获取完整溯源信息． 本文

针对现有研究不够重视 ＲFID 数据之间关系的问题，提出了

一种具有关联性感知的 ＲFID 网络追溯服务 CaTS ( Correla-
tion-aware Traceability Service) ． 基本思想是对目录服务模型

进行改进，通过发现服务器中的映射记录，分析单品子标识可

能关联的容器标识，再采用一种递归的查询算法进行搜索． 同

时考虑到容器的可重用性，为了避免容器标识信息的数据冗

余，还需要利用时间属性进行过滤．

2 ＲFID 网络建模与信息追溯方法

2． 1 ＲFID 网络模型

从功能角度来看，基于 ＲFID 技术所构建的标识化网络

实际上是对现实物理世界的一种虚拟反映． 而 ＲFID 原始数

据本身就类似于一种对“签到”类事件的观测，通常被抽象定

义为三元组{ i，r，t} 的形式，来描述标识为 r 的阅读器在时间 t
观测到标识为 i 的标签．



因此，当所有采用 ＲFID 技术的物联网应用系统都实现

互联互通，这种面向信息追溯的 ＲFID 网络又可以抽象化为

一个由对象、节点、域、运动和路径所组成的动态图模型． 如下

图 1 所示．

图 1 基于 ＲFID 技术的追溯网络模型

Fig． 1 an ＲFID based traceability network model

1) 对象是指具有唯一标识 I 的资源 O，不同对象之间可

以具有动态的关联性． 例如当单件货物被放置到集装箱中进

行运输时，货物与集装箱就发生了临时性的包容关系． 又如供

应链管理领域中在研究物流路径时，复杂物品与其各个零件

之间就具有组合性的逻辑联系．
2) 节点是指对象在网络中移动时所经过的信息处理单

元 N，其中信息处理包括信息捕获、关联、过滤、存储、分析以

及发布等，但并不是所有节点都必须具备全部的信息处理能

力．
3) 域是指若干节点由于地理位置或合作关系等原因的

组合 D，域内通常会采用统一的标识，域间可以根据一定的策

略共享信息．
4) 运动是指对象在两个不同节点间的位置移动 M =

Nt→Ns ．
5) 路径是指对象在多个节点间的运动轨迹 P = { N1，N2，

…，Nj } ．
由于电子标签与物品附着在一起，标签的标识 i 同时也

是物品对象的标识 I． 节点位置 N 则可由固定阅读器的标识

来进行替代． 虽然 ＲFID 观测数据还存在漏读、错读、脏数据

等不确定性［12］，但通过对观测数据的统计分析，还是可以在

一定概率下推测 ＲFID 标签所标识物品的实际位置［13］． 因

此，ＲFID 网络中的信息追溯问题就可以等价为根据标签标识

i 查询物品运动轨迹 P 及其它物品信息的过程．
2． 2 ＲFID 网络中的信息追溯方法

国际物品编码协会 GS1 对可追溯性给出过一个明确的

定义，即能否通过标识记录来查询验证一个物品的历史、位置

以及其它应用情况． 由此可知，追溯过程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

包括两点，即怎样标识一个物品以及如何查找相应的标识记

录数据． 针对前一个问题，采用 ＲFID 技术作为物品标识手

段，与传统的一维条码、二维条码相比，最大的优点莫过于可

通过无线射频信号自动识别目标对象并获取相关数据，整个

识别过程基本上无需人工干预． 后一个问题也是本文所关注

的重点，即如何根据这一标识在整个网络中查询物品信息的

过程． 这涉及到两个关键的环节: 其一是发现服务( Discovery
Service，DS) 提供 ＲFID 标识和网络信息存储地址之间的映射

关系; 其二是信息服务( Information Service，IS) 提供最终的溯

源信息．
为了实现一次完整的信息追溯，发布者和查询者之间的

交互流程通常包括三个阶段:

a) 注册． 一方面，信息发布者向发现服务注册自己拥有的

资源; 另一方面，信息查询者向发现服务提交自己的查询请

求，即感兴趣的 ＲFID 编码标识． 这两个步骤通常不是同时发

生的，而且双方应该事先公布各自的安全策略．
b) 发现． 发现服务器根据查询者的请求进行搜索，然后

向查询者提供拥有相关信息的信息服务地址，以便其双方能

够建立通信． 即以标签标识 I 或时间属性、空间属性等辅助标

识信息 I'为查询入口，借助于身份标识和地址标识之间的映

射关系，通过搜索集中式或者分布式的索引信息来确定相关

的数据源地址．
c) 服务． 信息查询者在得到发现服务的响应后，获取所需

具体数据的过程．
其中，发现是实现信息追溯的核心功能，也是本文的关注

重点． 根据发现服务的角色定位和功能不同，已有的交互模型

设计方案主要分为两类．
2． 3 目录服务模型

目录服务模型( Directory Service Model，DSM ) 是一种类

似于递归查询的思路，发现服务器先向用户返回信息源地址

提示，如图 2 所示，具体的交互流程如下:

图 2 目录服务模型

Fig． 2 Directory service model

1) 信息拥有者向发现服务器注册所拥有的 ＲFID 数据的

摘要信息，从而在发现服务器上保留 ＲFID 标识到信息源地

址之间的映射记录，其中信息源地址通常是与每一个 ＲFID
标识所关联的 UＲI 地址等;

2) 查询请求者向发现服务器发起针对特定 ＲFID 标识

( 或者标识区间) 的查询请求;

3) 发现服务器检索映射记录后向查询请求者返回可访

问的相关地址列表;

4) 根据上一步获取的地址列表，查询请求者可以和多个

信息服务器并发建立通信连接;

5) 信息服务器返回 ＲFID 标识所关联的详细物品信息数

据．
2． 4 请求传播模型

请求传播模型( Query Ｒelay Model，QＲM ) 是一种类似于

迭代查询的思路，发现服务器仅扮演中继器的角色，将用户的

查询请求转发给对应的信息服务器，再由信息服务器主动向

用户发送有效数据． 如下页图 3 所示，具体的交互流程如下:

1) 信息拥有者向发现服务器公布它可以处理的 ＲFID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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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空间，从而在发现服务器上保留 ＲFID 标识到信息源地址

之间的映射记录，但这里信息源地址和 DSM 所述不同，通常

是信息服务器的 IP 地址;

2) 查询请求者向发现服务器发起针对特定 ＲFID 标识

( 或者标识区间) 的查询请求;

图 3 请求传播模型

Fig． 3 Query relay model

3) 发现服务器检索映射记录后，根据 IP 地址信息，将查

询请求( 包含发起查询的客户端地址和身份信息) 转发给对

应的信息服务器;

4) 信息服务器首先检查请求者的权限，对具有合法授权

的用户，信息服务器主动和查询客户端建立通信连接，并直接

返回 ＲFID 标识所关联的详细物品信息数据．

3 具有关联性感知的改进模型

3． 1 现有追溯服务的不足之处

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忽略了 ＲFID 数据之间隐含的

包容关联性． 因为每一条原始的 ＲFID 数据本身语义非常简

单，并不能表达所标识物品之间的组合或者拆分等行为导致

的包容关联性变化． 借助文献［14］中提出的借助具体应用逻

辑进行复杂事件处理或者文献［15］中提出的无监督机器学

习方法，都可以获取这种 ＲFID 数据间的包容关联性． 但是现

有的查询模型并没有考虑加入对包容关联性的分析，而是仅

将包容关联性作为一种 ＲFID 数据压缩的基础． 如果物联网

应用所要提供的查询功能涉及到数据间的关联性，现有追溯

服务就无法保证查询结果的完整性．

表 1 DSM 和 QＲM 的对比分析

Table 1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DSP and AＲM

DSM QＲM

系统可用性
复杂性 + －
扩展性 + +

服务质量
完整性 + －
可缓存 + －

安全性

机密性 － +
隐私性 + －
可审计 + +

表 1 中对这两种交互模型进行了对比分析，从系统可用

性、服务质量和安全性三个方面出发，比较的范围包括了复杂

性、扩展性、完整性、是否可缓存、发布者的信息机密性、查询

者的隐私保护性以及查询行为能否通过日志进行审计等 7 个

维度． 符号“+”表示好，符号“－”表示差．

可以看出，两类的模型的特点如下:

第一，从系统可用性的角度看: QＲM 模型中对客户端的

要求较高，需要设计复杂的客户端持续监听来自未知地址的

信息数据，这种异步的数据接收机制会占用大量的客户端资

源; 而 DSM 模型则将发起查询的主动权归还给客户端，查询

者可以根据发现服务返回的地址列表，自行选择与合适的信

息服务器建立通信．
第二，从服务质量的角度看: 由于网络延迟等原因，QＲM

模型不一定能够收到所有 ＲFID 数据信息，如果某些信息服

务器发送消息失败，客户端可能完全就不知道这一通信链接

的存在; 而 DSM 模型已经从发现服务手中获得了完整的地

址列表，可以灵活定义通信等待时间，自行掌握数据的完整

性． 此外，DSM 模型还可以缓存一部分映射记录，从而避免频

繁查询发现服务; 而 QＲM 模型由于直接接触的就是 ＲFID 信

息数据，无法保存映射记录．
第三，从安全性的角度看: 首先，QＲM 模型实际并没有在

发现服务器上公布 ＲFID 标识所对应的信息源的真实地址，

而是仅注册了自己的信息服务器 IP 地址． 考虑到映射记录也

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所以这种方法的机密性很高． 而 DSM
模型则直接将可访问的信息服务地址保存在了发现服务器

中，如果没有合适的认证机制，就无法保护发布者所提供的索

引信息本身的安全性． 其次，DSM 模型中查询客户端在获得

地址列表后，可以根据已有的白名单或者黑名单技术，决定是

否和信息服务器建立通信; 而 QＲM 模型在查询客户未知的

情况下，直接进行转发，就可能将用户感兴趣的标识编码泄露

给无关的甚至是恶意竞争的信息服务提供商． 最后，两种模型

都可以在发现服务器上设置日志模块，保存用户曾经进行的

查询记录，从而保证查询行为的不可抵赖性．
以基于 ＲFID 技术的药品监管应用为例，假设药品监管

机构接到群众举报，发现单品标识为 I1 的药物虽然尚未超过

有效期，但已经变质失去药效． 经过分析，药品变质最可能的

原因是在运输途中没有保证始终存放在 2 ～ 10℃ 的低温环

境． 为了定位到变质情况发生具体位置和相关责任人，以求在

今后的运输中避免再发生类似的问题，就需要追溯查询药品

运输过程中在每一个物流仓库存储时的温度数据． 假设药品

都是装入大型货箱统一运输，各仓库都保留了货箱的历史记

录． 那么仅查询标识 I1 所关联的物品信息数据，就无法解决

这一实际需求．
3． 2 关联感知追溯服务模型

综上所述，可见目录服务模型较请求传播模型占优． 因

此，我们选择对目录服务模型进行改进来加入对 ＲFID 数据

间关联性的分析，同时在发现服务器上设置相应的访问控制

机制来保证信息拥有者所发布索引信息的机密性． 如下页图

4 所示，具体的交互流程如下:

1) 信息拥有者向发现服务器注册所拥有的 ＲFID 数据的

摘要信息，同时公布相应的安全策略;

2) 查询请求者向发现服务器针对特定 ＲFID 标识( 或者

标识区间) 查询请求，同时也要提交代表身份的权能凭证;

3) 发现服务器首先检索以用户请求的 ＲFID 标识为关键

字的映射记录，再根据关联性分析，查找该初始标识可能关联

的容器标识的映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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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现服务器检验查询者是否对上述 ＲFID 标识对应的

信息数据具有合法的访问权，如果是授权的合法用户，则可以

向查询请求者返回可访问的相关地址列表;

图 4 关联感知追溯服务模型

Fig． 4 Correlation-aware traceability model

5) 根据上一步获取的地址列表，查询请求者可以和多个

信息服务器并发建立通信连接，同时也要向信息服务器提交

自身的权能凭证;

6) 信息服务器认证通过则将返回 ＲFID 标识所关联的详

细物品信息数据．

4 实验验证与结果分析

4． 1 系统架构

本文所述方法在“国家物联网标识管理公共服务平台”
中得到了应用和验证． 图 5 给出了整个应用系统具体架构．

图 5 具有关联性感知的追溯服务系统架构

Fig． 5 System architecture of the correlation-aware
traceability service

当物品进入阅读器识读范围后，阅读器即可通过无线射

频通信自动获取电子标签中承载的物品身份标识，从而生成

原始的 ＲFID 标识数据． 为了去除数据冗余，需要先经过中间

件的去 重、过 滤 等 预 处 理 操 作，并 结 合 企 业 信 息 系 统 ( 如

EＲP) 中其它的物品相关信息，形成具有一定语义的 ＲFID 事

件，再最后存入信息服务器．
但是不同于互联网中可借助网页间超链接关系抓取网页

信息的搜索服务，ＲFID 网络中的数据源是含有企业机密的信

息服务器，追溯查询只面向经过授权的合作方开放． 所以要想

在全局范围内实现对 ＲFID 数据信息的灵活追溯，基本前提

是信息拥有者需要将一定的索引信息，即 ＲFID 数据与所在

数据源之间的映射关系，发布到索引服务器供其它节点查询．
为了保证信息拥有者的隐私性，同时也需要发布相应的安全

策略． 从实现角度看，信息服务和发现服务的基础设施都可以

由大型企业或者公司自行维护，发现服务作为一种纽带性的

联通信息服务也可以由第三方进行托管．
4． 2 ＲFID 数据结构设计

追溯网络中所涉及的数据可以划分为三类 ( 如图 6 所

示) ，分别是阅读器读取电子标签的原始记录，信息服务器中

存储的 ＲFID 事件记录，以及发现服务器中存储的索引信息

记录．

图 6 ＲFID 数据结构

Fig． 6 ＲFID data structure

1) 原始记录． 未经处理的原始观测数据包括三个维度的

属性，即观测目标 oid，观测事件发生时间 eventTime 和观测地

点 readPoint．
2) 物品信息． 除了反映 ＲFID 标签是否在某一时间出现

在某一位置的签到信息外，基于 ＲFID 网络的物联网应用通

常还需要关注标签所附着对象的其它属性信息，例如物品类

型、产地等，从而提供更复杂的查询响应． 这些应用数据可以

统一抽象为“键-值”对的形式 ＜ propertyID，propertyValue ＞ ．
3) 事件记录． 经过中间件处理程序，整合原始记录和物

品信息后可以形成有意义的 ＲFID 事件记录． 根据是否发生

包容关系转变，又可以分为普通的观测事件和聚合事件． 后者
的观测对象包括单品标识 cid 和容器标识 pid，并增加了事件

行为的概念，action 选项可以取值为“add”( 组合) 或者“de-
lete”( 分解) ．

4) 映射记录． 发现服务器中存储的索引信息只是信息服

务器中详细物品信息的一个简单摘要． 这种映射关系的核心

就是作为键值的对象标识 oid 和存储相关事件记录的信息源

地址 map． 为了增加对数据间包容关联性的分析，还保存了可

能的行为属性 action 和事件发生的时间 eventTime． 如果 ac-
tion 取值为空，说明只是普通的观测事件，则容器标识 pid 也

为空．
5) 发布者信息． 为了保证发布者对索引信息的机密性，

可以在发现服务上设置相应的安全策略．
4． 3 CaTS 算法描述

本文提出的 CaTS 算法，在加入关联性分析后，发现服务

进行映射记录检索的主要思想是: 首先根据用户请求的 Ｒ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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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为关键字查找映射记录; 然后分析是否存在有聚合行为

的映射记录; 如果有，则将可能的容器标识加入待查队列，再

递归的进行查询． 算法执行的流程如图 7 所示．
考虑到追溯查询的基本形式主要有两种，即定位查询

( track) 和追踪查询 ( trace) ． 前者只关注物品当前的最新位

置，而后者的查询目标则是物品的完整运动轨迹． 所以在发现

服务开始前，应该首先判断用户查询类型． 如果是定位查询，

需要在每次查询结束后，对映射记录按照时间属性进行排序，

始终保留最新的一条映射记录．

图 7 CaTS 算法流程

Fig． 7 CaTS algorithmic process

此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因素需要考虑，即容器的可重用

性． 由于 ＲFID 电子标签通常会在被标识物品的全生命周期

中与之共存，而箱子、集装箱托盘等容器在物流运输的过程中

往往会被长期使用，这就使得单品和容器之间的包容关系只

是暂时的． 如果仅以容器的 ＲFID 标识直接进行检索，很可能

会获得大量无关信息． 一方面，冗余信息降低了查询性能，造

成网络通信负载加大． 另一方面，物流公司可能和多家具有竞

争性业务的企业展开合作． 查询者通常根据业务逻辑，只对一

段时间内的容器信息具有访问权限，如果不加控制的随意放

大访问权限就可能造成信息拥有者的隐私泄露． 因此，本文中

采用时间属性进行过滤，避免获取过多的冗余结果．
4． 4 实例分析

为了验证 CaTS 算 法 的 有 效 性，仍 以 前 文 提 出 的 基 于

ＲFID 技术进行药品监管的应用场景为例进行分析． 如图 8 所

示，药品的完整生命周期包括“生产-运输-销售-使用”四个阶

段． 假设供应链的每一个参与者，从生产商、大分销商、小分销

商、零售商到购买者都独立维护自己的信息数据． ＲFID 标签

采用 EPC 编 码，单 品 ( item ) 本 身 以 及 承 载 单 品 的 箱 子

( case) 、集装箱托盘( pallet) 将被分别贴上不同的 ＲFID 标签．
单品( 标识为 SGTIN1 ) 在 ＜ L1，T2 ＞ 先被装入一个箱子

( 标识为 SSCC1 ) ，然后箱子在 ＜ L2，T4 ＞ 被放置在集装箱托盘

上( 标识为 SSCC2 ) ． 当物品被从大型的分销商转手给小型的

分销商后，又经历了另一个集装箱托盘( 标识为 SSCC3 ) 的封

装． 最终单品被销售给普通购买者． 这样，ＲFID 数据可能被分

散到多个不同的服务器中存储，标签之间就会存在动态的包

容关联性． 对普通用户而言，并不知道物品在供应链上经过的

组合以及拆分过程．

图 8 基于 ＲFID 技术的药品监管应用案例

Fig． 8 Use case: drug regulatory applications based
on the ＲFID technology

实验结果发现，针对单品标识 SGTIN1 进行追溯查询，如

果直接采用已有的服务模型，只能获得 23． 1% 的 ＲFID 数据

条目，而具有关联性分析的追溯算法 CaTS 则可获取全部的

ＲFID 数据集合．

5 结束语

获取完整的数据集合是 ＲFID 网络提供追踪和定位功能

的基本前提．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当前的追溯服务研究，针对发

现服务的不足之处，在目录服务模型基础上进行改进，提出了

一种新的追溯服务方法． 通过加入关联性分析，首先在发现服

务环节递归查询所有可能与原始标识具有包容性关联的容器

标识，再同步查询子标识和容器标识记录，可以有效配合防伪

认证、实时监控等涉及到数据间关联性的复杂查询操作，保证

查询结果的完整性． 为了避免容器可重用性造成的数据冗余，

本文还利用关联的时态属性对容器记录的查询区间进行了缩

小，确保查询结果的准确性．
由于 ＲFID 数据及其相关的物品信息都属于企业或者个

人的私有数据，所以管理者通常会对信息的共享策略设置严

格的要求． 本文提出的追溯服务虽然不会造成访问权限的滥

用，但中间涉及的查询目标仍然有所改变，这就对现有的隐私

保护和访问控制策略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考虑到当 ＲFID 网

络中主体( 信息查询者) 客体( 标识对象) 数量增加，或者访问

权限 动 态 改 变 时，基 于 访 问 控 制 列 表 ACL 及 其 衍 生 的

ＲBAC［16］、ABAC ［17］等方法普遍具有扩展性差和不宜最小授

权的缺点． 在下一步工作中，将基于 capability 的方法设计相

应的访问控制技术，确保在 ＲFID 数据信息源未知和查询行

为无计划性的前提下，仍能最小限度的授权，并提供灵活的认

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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