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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肉禽行业一直在不断演变，以满足消费者日新月异的需求。当今的消费者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多，对其购
买食物的了解需求也越来越大。对食品安全的聚焦和消费者安全意识的觉醒，推动了标识和采纳相应商
业惯例和标准的需求，帮助肉禽类贸易合作伙伴提高在整条供应链中跟踪和追溯产品的能力。
为了满足消费者需求，也为了满足新兴经济带来的迅猛需求，全球的食品贸易正在快速发展着。
全球人口数量的增长，意味着传统的食品供应链将不再能够满足不断演变且日益增长的需求。
随着全球化而来的是满足进口国要求的需求——既在消费者层级上，也在监管层级上。可追溯性就是确
保食品要求的基本要求之一。
GS1 标准提供了一个可以在各组织和全球供应链之间简单执行的框架，将追溯作为食品安全系统的一
部分。GS1 标准也通过确保全球贸易合作伙伴们都使用同一种通用贸易语言对话的方式来提供基本商
业效率。
一些国家和市场可能存在一些与本全球肉禽类行业指南有所不同的历史、商业或监管要求。需要考虑不
同国家和市场的要求并对其在全球指南中的可兼容性进行审核。如果发现要求和指南之间存在冲突，应
尊重国家和市场的具体要求。

1.1.

本文件的目的
消费者希望吃到的是安全和有营养的食物。他们也希望供应链中的所有参与者都具有有效的安全操作实
践方法，可以在怀疑或证实某些食品存在问题时迅速地找出、定位和召回问题批次食品。确保多条复杂
的全球性供应链中存在且实施着有效的安全操作实践方法是我们正在面临的一个挑战。
国内和国际肉禽类行业是由各类贸易合作伙伴组成的，下至农民和饲养人，上至国际性外包供应商。因
此，《肉禽行业追溯实施指南》的编制目的是协助在全体贸易合作伙伴（包括国内和国际）之间采用一
致的商业实践方法，以有效实现肉禽行业的追溯。
肉禽行业的全球供应链中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这是由于全球性标准的缺乏而造成的。本文件旨在为肉
禽行业全体成员提供一份指南，帮助他们开发和采取能够在整个供应链内实现产品追溯的商业流程（不
考虑规模或技术复杂度）。
本指南的范围包括在贸易合作伙伴之间共享信息的最低要求和最佳实践方法。本指南的内容具体涵盖：
 从初级生产者到加工、物流和销售点的追溯实践方法；
 所有供人类消耗的肉禽产品；
 所有产品层级，包括托盘、纸箱和消费单元；以及
 供应链细分部门（包括国内和国际），包括初级生产者、加工者、批发商、分销商和零售商。
追溯是一种确保贸易合作伙伴能够随着产品在供应链中的流动而进行跟踪的商业流程。每个追溯合作伙
伴均必须能够找出一件产品的直接来源和直接接收人。
供应链内的全球贸易合作伙伴可以用 GS1 标准来提供不同级别的产品追溯，从而满足以下商业需要：
 符合关于召回的监管要求和指南；
 遵纪守法降低商业风险；
 产品召回和收回（尤其是实现更高程度的精确性，证明受控程度，提高效率，以及降低产品召回
和收回的成本）；
 符合贸易合作伙伴的技术规范；
 有效的物流管理；
 有效的质量管理；
 支持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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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终端用户和贸易合作伙伴提供信息；
 查证产品属性的存在或缺失（例如有机、海豚安全、含奶制品或乳业副产品）；
 品牌保护；
 产品认证和防伪政策；
 供应链和需求链的可见度。
本指南中的建议是以供应链管理和产品标识 GS1 全球标准为依据的。这些标准由行业贸易合作伙伴制
定，旨在在全球多个供应链中实现商业实践方法最优化。

1.2.

如何使用这份文件？
第一步：如果追溯或 GS1 标准对你的公司而言是新课题，那么请阅读第 3 节“关键的追溯标准”。
第二步：阅读第 4 节，了解追溯原则。
第三步：阅读第 5.5 节，确定你公司在供应链中的（一个或多个）角色。
第四步：回顾面向所有角色的整份指南，最大程度地理解整个肉禽业的追溯流程。
第五步：开始实施，使用参考文件和附件作为协助。用户应当确保他们理解了其所面向的（国内和国
际）市场的具体政府及/或行业要求。

1.3.

谁能够使用本文件？
本文件是一份实践指南，面向所有在其公司的经营和供应链中负责实施追溯的人员。本文件为肉禽行业
的初级生产者、加工者、批发商、分销商以及零售商提供了追溯实践方法指南。

2.

术语
本节列出了本文件中可能使用的术语及其替代名称。
术语

定义

又称

纸箱

用纸板或其他耗材制成的贸易级别项目。外部食
品级密封容器。这可能包括可循环使用的容器，
如贸易用塑料手提袋。

盒子、集装箱、箱子、手提
袋、小包

碎肉/牛肉

用于制作肉饼等食物的精细绞碎肉。

肉馅，牛肉馅

碎牛肉管

放在管状真空密封包装里的新鲜或冷冻碎牛肉
（肉馅）管。

批号

公司中适用的分配给某个流水线生产产品的号
码。例如，可能会给在同一天、同一小时中包装
的产品，或在同一个特定生产线上生产出的产品
等，分配同一个批号。

批号

耐贮藏食品

通过特定加工，可以在室温条件下的密封容器中
保持长效保质期的食品。为了延长食品保质期，
可能会使用不同的防腐剂和包装技术。

常温食品（可以在常温或室
温条件下存放的食品）

产地编号

监管机构分配的代码，代表肉禽产品加工或贮藏
的登记地点。

最佳食用日期

在该日期之前，食品属于最佳可食用状态。在此
日期后，食品仍然可以安全食用和出售。

此日期前最佳

最迟销售日期

食品的到期日，保质期的结束。在此日期后，食

保存期，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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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已经不可以安全食用，应当下架，不能再出
售。
初级生产者

用于生产肉制品的活体动物饲养人。

养畜者、牲畜供应商、农
民、农场主/农场工人、饲养
场。

加工者

将动物宰杀和去骨加工成食品的地方。

屠宰场、宰杀场、肉类加工
厂、包装机构

3.

主要追溯标准

3.1.

GS1 追溯标准
GS1（Global Standards One）标准是“全球性的商用语言”，提供了支持追溯商业流程的必要框架。
本行业最佳实践实施指南是以 GS1 全球追溯标准（GTS）为基础编制的。这种由行业制定的标准定义
了一种全球公认的方法，可以唯一地标识：
 贸易合作伙伴（你的供应商、你自己的公司、你的客户以及第三方物流商）；
 交易地点（可以是实际地点，例如仓库、包装流水线、贮藏设施、收货区或存放区）；
 由你公司使用或创造的产品；
 你公司收货或发货的物流单元；以及
 交易，例如货物入库和出库。
GS1 全球追溯标准也定义了为了确保“向上一步、向下一步”追溯而必须收集、记录和共享的基本信
息。这些标准适用于所有规模和所有地点的公司。
尽管 GS1 全球追溯标准可以独立于其他具体技术手段而独立实施，但最佳商业管理可能会要求在托
盘、包装箱和消耗品上使用条码。此外还鼓励各企业使用电子信息来交换必要的商业资料。这些技术将
在以下章节中有所讨论。
GS1 是一个非营利性全球标准组织，成员遍及每个国家。它与国家进出口监管局、国家肉禽贸易组织
和协会一道提供了重要资源，能够帮助你的公司找到最有效的途径来与你的贸易合作伙伴一起实施产品
追溯。他们也帮助你的公司与为肉禽行业提供技术支持的技术提供商开展联系。
如需获取一份全球追溯标准副本，请登录 www.gs1.org。

3.2.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什么是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GTIN）是一种唯一性地标识供应链中贸易产品的标准化全球统一方式，能够基本
满足你精确订购产品、为产品开具发票、为产品定价或接收产品的要求。GTIN 提供了一种通用语言，
支持包括追溯在内的综合商业最佳惯例。
如何给我公司生产的贸易项目分配 GTIN？
当产品在一个品牌名下被出售时，品牌拥有者应负责分配 GTIN。如果公司是品牌拥有者，则第一步应
该是联系你当地的 GS1 成员组织并申请一个 GS1 厂商标识代码。品牌拥有者通常拥有所出售产品的标
签；这也包括无品牌包装。厂商标识代码独一无二地标识了你公司的全球唯一性，是每个被分配的产品
代码的基础。之后你的公司应当用 GS1 厂商标识代码为每一个产品以及每一个包装分配一个 GTIN。

如果你公司不是品牌拥有者，那么你必须使用品牌拥有者的 GTIN。
欲了解更多关于 GTIN 分配的知识，请登录 www.gs1.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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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GS1 DataBar
GS1 DataBar 是什么？
GS1 DataBar，原名为 RSS（读取缩减码型）条码，是一种由标准组织 GS1 设计的新型条码，适合用
在空间受限的小型区域中（例如在商品价目标签上）。为生产而设计的特殊 GS1 DataBar 的官方名称
为 GS1 全向层排式 DataBar 条码（GS1 DataBar Stacked Omni-Directional）。这种特殊条码编入了
14 位全球贸易项目代码（GTIN）。它小于 UPC-A（标准码）条码，因此条空更精密。
GS1 DataBar 可以在零售销售终端（POS）上传递更多产品标识，可以用于之前无法被条码标识的小
型或难以标记的消费品，并且可以比现有的 GS1 零售 POS 条码携带更多的信息。与 EAN/UPC 条码
相比，GS1 DataBar 符号可以在相同大小的空间里携带更多数据，或者在较少的空间里携带同样多的
数据。
更好的用户体验
1. GS1 DataBar 将有利于提供更好的用户购物体验；
2. 更好的分类管理和库存控制，从而实现更好的产品供应，减少顾客旅程的浪费；
3. 在产品包装上可以提供更大、更清晰的产品信息；
4. 提高消费者使用度和满意度，带有自我扫描检验系统，可以扫描更多产品；
5. 通过完善最佳食用日期和到期日管理，增强消费者和产品的安全性；
6. 随着扫描产品的增加，可以更快地结账，减少排队等待时间。

3.4.

产品层级和条码使用
在当今的肉禽业中，有多种用于支持产品编码的符号或数据载体。条码中使用的信息编码级别因所使用
的识读码制不同而有所差异。除 UPC-Type 2 条码（用于可变重量消费级产品上）以外的所有条码均包
含一个全球贸易项目代码（GTIN）。UPC-Type 2 条码包含一个特定的零售物品编码，而这个编码并
不是全球唯一的。在本文件中，肉禽业供应链在以下各产品层级中使用了以下条码：

SSCC
托盘
固定重量和可变重
量

（系列货运包装
箱代码）

GS1-128 带
AI “00”

包装箱
固定重量和可变重
量

GS1-128

包装箱
固定重量

ITF-14

消费单元
固定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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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单元
可变重量

UPC-Type 2

消费单元
固定重量和可变重
量

GS1 Databar
(01) 00614141000039 (3202) 000123 (15) 020101(3922) 567

图 1 – GS1 标识标准表

3.5.

通用 GTIN 分配规则
GS1 公布了 GTIN 分配的通用指南。肉禽业供应链的产品特征与一般日用品不同，因此需要有额外的
GTIN 分配指南。除通用分配规则外，肉禽业供应商和品牌拥有者还应当按照以下规则给 产品分配
GTIN：
 为每个不同包装类型分配单独的 GTIN，例如箱式包装产品、托盘式包装产品和存储处理产品；
 为所售产品营销的每个主要冷藏状态分配单独的 GTIN（例如，如果产品通常同时以冰鲜和冷冻
两种状态出售，则应为每种冷藏状态分配不同的 GTIN）；
 如果不同批次的产品面向不同的市场或拥有不同的生产方式，且此等特征对于购买者而言是重
要特征，则应当为不同批次的产品分配单独的 GTIN（例如，散养家禽和传统养殖家禽）；
 为不同托盘和纸箱配置分配单独的 GTIN。

如需了解更多 GTIN 分配规则，请登录 www.gs1.org。

3.6.

GTIN 指示符的使用
在 GS1-128 条码内，贸易项目的 GTIN 必须是 GTIN-14 位数据的格式。使用 GTIN-12 位或 GTIN-13
位的产品需要在 GS1-128 的 GTIN 部分的首位加上一个零。14 位 GTIN 的第一部分用于标识包装的层
级。消费单元的 GTIN 指示符值始终是 0，而可变重量包装箱的包装指示符必须永远是 9。在其它方
面，指示符可以是 1 到 8 之间的任何数字，用于不同包装层级在供应链中交易时标识产品层级。

3.7.

批号和包装箱序列号的使用
所有供应商都应当为他们创造的包装箱级产品分配批号（术语批和批次的定义在此可以通用）或序列
号。批号本身的内容、句法和格式通常会因公司而有所不同，取决于公司惯例和所期望达到的精确度。
举例来说，一个批次可以代表一个工厂某一天中生产的所有产品，或一个小时内从每个单独包装流水线
上生产出的产品，或者还可以代表一个单独的配方。除批号外，一些供应商也会为每个包装箱分配一个
唯一的序列号并记录每批包装箱的起始序列号。
需要记住的一点是，当出现产品召回时，被分配了同一个批号的产品范围也可能会定义了需要从供应链
中召回的产品最低数量。在你公司制定有关为所生产的每类产品设定批号范围的标准惯例时，应当考虑
这一点。
包装箱序列号可以在供应商进行包装时分配给每个包装箱。序列号的格式可以包括一个代表产地、生产
日期和时间的代码，后面加上一个唯一的序列号。序列号也可以不带任何智能前缀（例如仅一个简单的
序列号，没有任何生产地点、生产日期或生产时间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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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我公司如何在供应链中唯一地标识产品？
许多公司都用库存计量单元（SKU）来在其分销网络内标识产品。然而，SKU 不是一个全球性的唯一
产品标识码。因此这不能用来在供应链内标识移动的可追溯产品。
最佳做法是为每一个交易物品分配一个全球贸易项目代码（GTIN），并为每个流水线产品生成一个唯
一的批号。GTIN 可以在任何级别的包装层级上分配，例如托盘包装物品、包装箱包装物品或消费单元
物品，从而使每个产品层级都是全球唯一的。

3.9.

全球位置代码的使用
全球位置代码（GLN）是一个唯一性的位置标识码，可以标识一个物理或法律实体。一个 GLN 是一个
全球唯一性号码，由物理或法律实体的拥有者用他们的 GS1 厂商标识代码来分配。
GLN 可以在高级别上使用，代表整个公司，但也可以在细小级别上使用，代表某个具体仓库的收货
门。一般建议肉禽业的贸易合作伙伴至少给他们的所有实际位置地点都分配一个 GLN，从而为其追溯
流程提供全球唯一的位置标识信息。

如需了解更多 GLN 分配规则，请登录 www.gs1.org。

4.

追溯原则
在一条供应链内实施追溯系统，需要所有涉及在内的当事方都将产品的实物流与信息流联系到一起。为
追溯流程采用行业标准可以确保对追溯目标标识的一致。这能够支持供应链内信息的可视性和连贯性。
供应链追溯是两个互补性商业流程的最终成果，即外部追溯和内部追溯。外部追溯涉及两个贸易合作伙
伴之间的产品标识和运输信息交换，而内部追溯涉及一个贸易合作伙伴在创造一件新产品时的输入产品
和输出产品之间的联系。
外部追溯 - 所有可追溯项目必须是唯一标识的，且此信息应当在所有关联的供应链合作伙伴之间共享。
肉禽业的外部追溯主要以包装箱级产品层级为基础。为进行追溯，产品的标识至少需要：
 分配一个唯一的全球贸易项目代码（GTIN）；以及
 分配一个批号。

为了维持外部可追溯性，可追溯项目的标识代码必须通过产品标签和相关纸版或电子版商务文件，告知
贸易合作伙伴。这就将实物产品与追溯的必需信息捆绑到了一起。
内部追溯 - 当事方在其组织内维持的流程，将原材料的批号和产成品的批号联系在一起，从而实现内部
可追溯性。
如果一个产品与其他产品混合，或经过了加工、重新装配或重新包装，则新产品必需拥有它自己的唯一
的产品标识（即 GTIN）。新产品和原始输入产品之间必需关联，从而实现可追溯性。表明可追溯输入
产品批次标识的标签应当继续保留在包装上，直至整个可追溯项目被消耗完毕。在可追溯项目仅是一个
大型包装层级的一部分时，这一原则同样也适用。
内部和外部追溯 - 端对端追溯要求内部和外部追溯流程要有效地开展。每个追溯合作伙伴都应当能够
标识可追溯项目的直接来源和直接去向。这就是“向上一步、向下一步”原则。这要求供应链合作伙伴
收集、记录、储存和共享所需要的最少追溯信息，详见后续章节。为了在供应链内建立有效的追溯系
统：
 需要向后或向前追溯的项目应当拥有全球唯一的身份；并且
 所有供应链参与方都应当同时实施内部和外部追溯实践方法。内部追溯的实施应当确保在输入
和输出产品之间维持必要的关联。

4.1.1.

实施追溯流程
为了支持维护追溯流程的最佳实践方法，应当在贸易合作伙伴中实施五项基础商业流程，包括：

30th September 2013, 0.1

All contents copyright © GS1

Page 7 of 50

GS1 Industry Guideline - Global Meat and Poultry Guideline

1)

规划和组织如何分配、收集、共享和维护追溯信息；

2)

决定如何为所有产品、贸易合作伙伴和其他物理位置定义必要的主数据；

3)

在产品被创建、发出和进行形式加工时，记录追溯信息；

4)

使用以下四种信息来源中的至少一种来进行追溯：
 GTIN 或其它项目标识方式；
 GLN 或追溯合作伙伴的姓名或属性；
 目标产品实际位置的 GLN；
 .目标产品的日期或时限。

5)

4.1.2.

当有需要时用收到的信息采取必要行动。

追溯数据保存
所有公司都被希望保存一定的记录，从而能够实现及时准确的追溯以及为产品召回提供支持。我们建议
你的公司在考虑以下方面的内容后制定一份内部数据保存政策：

4.2.

1)

国内和国际监管机构根据产品类型制定的记录保存要求；

2)

产品可能在供应链中存在的超出规定时间的时间长度。这是以产品类型（冷藏、冷冻或常温）为
基础划分的；

3)

出现可能牵涉（或可能不牵涉）到你产品的流行病事件时，及时追溯数据的需要；

4)

行业共识或消费者要求。

追溯定义
应用标识符 （AI）

位于一个字符串开端的两位或多位数字，唯一性地定义该字符串的格
式和含义。

资产

属于一个特定公司的存货，且拥有经济价值的物体（例如一件产品或
一个托盘）。

批号

经历了相同转化过程的产品/项目构成一个批次。批和批次视为同义
词。批号分配是制造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批号的格式和应用由供应
商规定。
GS1 全球定义：制造商为相似条件下的一系列相似货物或肉禽产品
分配的序列号。

消费单元

拟出售给终端消费者的贸易产品。

外部追溯

当一个可追溯项目实际上从一个贸易合作伙伴（可追溯项目来源）处
移交到另一个贸易合作伙伴（可追溯项目接收人）处时，发生外部追
溯。

固定重量

一个用于表明产品重量在每个包装箱之间，或在每个项目之间，均保
持不变的术语。有时也称为实际重量、设定重量或定量。固定重量有
时也定义为“标准重量”。固定重量产品通常按照销售单位定价，而
非按重量定价。

GLN （全球位置代码）

此 GS1 标识由一个 GS1 厂商标识代码、位置参考号、校验码组成，
用于标识物理位置或法律实体。
GS1 全球定义：全球数据同步流程内的强制唯一性位置码，用于标
识数据拥有者/信息提供者等，例如分销商、经纪人和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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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IN （全球货运标识代码）

此 GS1 标识由一个 GS1 厂商标识代码、装运货物编号以及校验码组
成，用于唯一标识装运货物。

GTIN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在电脑文件中必须以一个 14 位字段（关键字）来
表示，从而确保标识代码的唯一性。
GS1 全球定义：一个特定的全球贸易项目代码，一个用于唯一标识
一个贸易项目的数值。贸易项目系指有必要检索可以在任何供应链的
任何时点进行规划、定价、订购、交付及/或开票的预定义信息的任
何贸易项目（贸易项目或服务）。

内部追溯

标签/包装箱标记
批次控制日期

当一个贸易合作伙伴收到一件或几件可追溯项目作为输入，并通过内
部流程将其加工成一件或几件可追溯项目作为输出时，发生内部追
溯。
提供产品内部信息的标签、价签或产品包装上的打印文字。
按照产品类别使用的参考日期，向同批产品分配一个日期值以便进行
库存管理，以及作为一个通用批次控制参考。为此，提及某个日期
时，本指南将使用术语“批次控制日期”作为对供应商使用的最迟销
售日期、最佳使用日期、生产日期或包装日期的统称。

序列号

在某个项目使用期内分配给某个项目的一个代码、序号或字母数字。
每个独特的单独项目都可以用全球贸易项目代码结合序列号来标识。

SSCC （ 系列 货运 包装 箱 代
码）

18 位 GS1 系统标识符，包括一个扩展位、GS1 厂商识别代码、序列
号和用于标识物流单元的校验码。

追溯

追溯是一种通过扩展供应链的具体阶段向前追踪产品移动，以及回溯
产品历史、应用或位置的能力。（GS1 全球追溯标准）

可变重量

一个用于表明产品重量随着包装箱或项目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术语。
有时也称为随机重量或变量。可变重量产品通常按照产品的实际重量
（而非销售单位）定价。

图 2 –追溯定义

5.

肉禽业行业供应链
按照供应链中使用的不同生产方式，有几种不同的 GS1 供应链追溯模式。在本行业指南中介绍了四种
不同模式，分别是牛肉、羊肉、猪肉和家禽。所有其他商业化生产品种都套用这四种 GS1 追溯模式中
的一种。
为了给一个组织找到最适合的 GS1 追溯模式，需要对整个供应链进行审核，选择四种模式中最适合的
一种。
四种 GS1 供应链追溯模式涵盖了供应链的每个环节、标识方法和信息流动。这包括对不同供应链相关
方的关键角色进行审查。

5.1.

牛肉供应链
全球牛肉供应链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大量初级生产者（饲养、后台处理和养肥/精加工）向其他生产者及加工者供应牛。牛可能会穿
越国家边境，因此给追溯牲畜原产地带来了困难。这种牛群运动通常会导致来自不同地点的牛
群的混杂，制造追溯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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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生长的输入产品不是草料就是谷物饲料。当草料是主要饲养物来源时，追溯就与牛群吃草的
地点有关。当谷物是主要饲养物来源时，追溯就与谷物供应来源和质量详情有关，例如批次标
识和化学分析。
 产地标识、个体动物标识和种群迁移标识的方法和复杂度可能会因国家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
通常产地标识、个体动物标识和种群迁移标识的方法是由国家及/或进口国的主管机关规定
的。如果牛群穿越了国家边界，可能会需要额外级别的追溯和标识。
 加工者从许多生产者手中接收牛。每一天生产出的每箱牛肉可能是由从数十名生产者手中收购的
上百头牛制成的。每一箱牛肉都可能来自不同生产者供应的不同动物。从牲畜加工过程到包装
箱的追溯级别因加工者不同而有所差别。一些加工者可以自抵达后就通过包装箱对每头牛进行
追溯。一些加工者将每个生产日或班次定为一个批次，此时追溯仅限于加工日期和班次。加工
者通常会遵守国家及/或进口国主管机关的最低要求规定。
 进行国内和国际贸易时，产品绝大多数是以包装箱产品（冷藏和冷冻）形式进行交易的。
 贸易包装箱有一系列用途，包括：
o 碾碎；
o 可直接零售/分件准备（将原肉切片放入零售分盘包装）；
o 食品服务；
o 直接送入零售店进行店内切片/分盘包装。

肉/牲畜行业 GS1 标识和追溯模型
牛肉供应链
牲畜饲养

牲畜加肥/精加工

牲畜宰杀

加工
（剔骨/解剖）

运至国内和出口市
场

分销商/增值/后续
处理/零售商

实物流程

装运标识
个体及/或产地
基本 ID（政府
强制）

个体及/或产地
基本 ID（政府
强制）

卖方声明

卖方声明

生产者反馈
数据库报告
向后追溯

GS1 动物尸体
GS1 箱标签
标签/吊牌
个体标识流程

GS1 托盘标签 GS1 箱标 GS1 箱标
签
签

卖方声明 宰杀时间 GS1 预发货 肉品过户证 肉品过户证
通知
书
书
文件/批号标识流程——纸版和电子信息

健康证

GS1 预先发
货通知

生产者反馈
数据库报告
反馈流程——纸版和电子信息
供应链管理
可用的追溯工具

向前追溯

图 3 – 牛肉供应链追溯模式
上述图表显示了在牛肉追溯中应用 GS1 标准的最佳做法，同时也符合个体牲畜标识和种群迁移标识的
一般监管要求。
图中的关键追溯要素包括：
 个体动物 RFID（无线射频标识）耳标（GS1 EPC 或具体针对国家/市场监管规定选择）；
 通过供货单据和饲料的一系列 GTIN 标识饲料（谷物和补充料）的批次和质量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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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GS1 预先发货通知发送的牲畜种群迁移声明电子信息；
 带 GS1 GTIN 的动物尸体标签，与个体动物的 ID 相连接；
 带 GS1 GTIN（可以包括 GS1 EPC）标签的包装箱产品，与剔骨批次的尸体标签相连接；
 托盘上的包装箱包装，带有 GS1 SSCC 和 GTIN（可以包括 GS1 EPC）；
 使用 GS1 预先发货通知发送的肉类过户证书/健康证电子信息，具体写明所有包装箱的 GS1
GTIN；
 零售包装（库存或集中包装）上应带有：
o GS1 EAN-13/ UPC-A（固定重量产品）；
o 可变重量产品分配的带价格 PLU 编码；或
o 带有以下属性的 GS1 DataBar 条码：
 GTIN；
 重量；
 价格；
 到期日；
 批号或序列号。
具体的供应链可能会在个体动物标识中使用额外级别的 GS1 标准，例如使用 EPC 牛耳标及/或精选肉
标签。

图 4 – 牛的 EPC 耳标

5.2.

羊肉供应链
全球羊肉供应链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大量羔羊和绵羊生产者（饲养、后台处理和养肥/精加工）向其他生产者及加工者供应羊。羔羊
和绵羊可能会穿越国家边境，因此给追溯牲畜原产地带来了困难。这种羊群迁移运动通常会导
致来自不同地点的羊群的混杂，制造追溯难度。
 羔羊和绵羊生长的输入产品主要是草料，小部分是谷物饲料。当草料是主要饲养物来源时，追
溯就与羊群吃草的地点有关。当谷物是主要饲养物来源时，追溯就与谷物供应来源和质量详情
有关，例如批次标识和化学分析。
 产地标识、个体动物标识和种群迁移标识的方法和复杂度可能会因国家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
通常产地标识、个体动物标识和种群迁移标识的方法是由国家及/或进口国的主管机关规定
的。如果羊群穿越了国家边界，可能会需要额外级别的追溯和标识。
 加工者从许多生产者手中接收羔羊和绵羊。每一天生产出的每箱羊肉可能是由从数十名生产者
手中收购的上百只羊制成的。每一箱羊肉都可能来自不同生产者供应的不同动物。从牲畜加工
过程到包装箱的追溯级别因加工者不同而有所差别。一些加工者可以自抵达后就通过包装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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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只羊进行追溯。一些加工者将每个生产日或班次定为一个批次，此时追溯仅限于加工日期和
班次。加工者通常会遵守国家及/或进口国主管机关的最低要求规定。
 进行国内和国际贸易时，产品绝大多数是以包装箱产品（冷藏和冷冻）以及动物尸体（冷藏和冷
冻）形式进行交易的。
 贸易包装箱和动物尸体有一系列用途，包括：
o 可直接零售/固定包装重量箱子准备（将原肉切片放入零售分盘包装）；
o 增值/后续处理；
o 食品服务；
o 直接送入零售店进行店内切片/分盘包装。

肉/牲畜行业 GS1 标识和追溯模式
羔羊/绵羊肉供应链
牲畜饲养

牲畜加肥/精加工

加工
（剔骨/解剖）

牲畜宰杀

分销商/增值/后续
处理/零售商

运至国内和出口市
场

实物流程

装运标识
个体/种群基础
ID

个体/种群基础
ID

卖方声明

卖方声明

生产者反馈
数据库报告

GS1 动物尸体
标签/吊牌

GS1 箱标签

GS1 托盘标签GS1 箱标签

GS1 箱标签

个体标识流程

卖方声明

宰杀时间 GS1 预发货 肉品过户证 肉品过户证 健康证
通知
书
书
文件/批号标识流程——纸版和电子信息

GS1 预发货
通知

生产者反馈
数据库报告
反馈流程——纸版和电子信息
供应链管理
可用的追溯工具

向后追溯

向前追溯

图 5 –羊肉供应链追溯模式
上述图表显示了在羊肉追溯中应用 GS1 标准的最佳做法，同时也符合个体牲畜标识和种群迁移标识的
一般监管要求。
图中的关键追溯要素包括：
 种群动物耳标（GS1 EPC 或具体针对国家/市场监管规定选择）；
 通过供货单据和饲料补充剂的一系列 GTIN 进行饲料（谷物和补充料）批次和质量标识；
 使用 GS1 预先发货通知发送的牲畜种群迁移声明电子信息；
 带 GS1 GTIN 的动物尸体标签，与个体动物的 ID 相连接；
 带 GS1 GTIN（可以包括 GS1 EPC）标签的包装箱产品，与剔骨批次的尸体标签相连接；
 托盘上的包装箱包装，带有 GS1 SSCC 和 GTIN（可以包括 GS1 EPC）；
 使用 GS1 预先发货通知发送的肉类过户证书/健康证电子信息，具体写明所有包装箱的 GTIN；
 零售包装（库存或集中包装）上应带有：

30th September 2013, 0.1

All contents copyright © GS1

Page 12 of 50

GS1 Industry Guideline - Global Meat and Poultry Guideline

o GS1 EAN-13/ UPC-A（固定重量产品）；
o 可变重量产品分配的带价格 PLU 编码；或
o 带有以下属性的 GS1 DataBar 条码：
 GTIN；
 重量；
 价格；
 到期日；
 批号或序列号。

5.3.

猪肉供应链
全球猪肉供应链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大量初级生产者（饲养、后台处理和养肥/精加工）向成猪饲养生产者供应猪崽。幼崽阶段的动
物聚集在一起生存。可在市场上出售的猪将作为一个批次的发货进行处理。
 猪生长的输入产品主要是谷物，谷物作为主要饲养物来源，因而追溯就与谷物供应来源和质量
详情有关，例如批次标识和化学分析。
 产地标识、个体动物标识和种群迁移标识的方法和复杂度可能会因国家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
通常产地标识、个体动物标识和种群迁移标识的方法是由国家及/或进口国的主管机关规定
的。如果牲畜穿越了国家边界，可能会需要额外级别的追溯和标识。
 加工者从许多生产者手中接收牲畜。每一天生产出的每箱猪肉可能是由从数十名生产者手中收
购的上百头猪制成的。每一箱肉都可能来自不同生产者供应的不同动物。从牲畜加工过程到包
装箱的追溯级别因加工者不同而有所差别。一些加工者可以自抵达后就通过包装箱对每只动物
进行追溯。一些加工者将每个生产日或班次定为一个批次，此时追溯仅限于加工日期和班次。
加工者通常会遵守国家及/或进口国主管机关的最低要求规定。
 进行国内和国际贸易时，产品绝大多数是以包装箱产品（冷藏和冷冻）以及动物尸体（冷藏和冷
冻）形式进行交易的。
 贸易包装箱和动物尸体有一系列用途，包括：
o 可直接零售/固定包装重量箱子准备（将原肉切片放入零售分盘包装）；
o 增值/后续加工；
o 食品服务；
o 直接送入零售店进行店内切片/分盘包装。

30th September 2013,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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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牲畜行业 GS1 标识和追溯模式
猪肉供应链
猪崽长成

牲畜饲养

牲畜宰杀

加工
（剔骨/解剖）

运至国内和出口市
场

分销商/增值/后续
处理/零售商

实物流程

装运标识
个体/种群基础
ID

卖方声明

个体/种群基础
ID

卖方声明

生产者反馈
数据库报告

GS1 动物尸体
GS1 箱标签
标签/吊牌
个体标识流程

GS1 托盘标签 GS1 箱标签 GS1 箱标签

卖方声明 宰杀时间 GS1 预先发 肉品过户证 肉品过户证
货通知
书
书
文件/批号标识流程——纸版和电子信息

健康证 GS1 预先发
货通知

生产者反馈
数据库报告
反馈流程——纸版和电子信息
供应链管理
可用的追溯工具

向后追溯

向前追溯

图 6 – 猪肉供应链追溯模式
上述图表显示了在猪肉追溯中应用 GS1 标准的最佳做法，同时也符合个体牲畜标识和种群迁移标识的
一般监管要求。
图中的关键追溯要素包括：
 种群动物耳标（GS1 EPC 或具体针对国家/市场监管规定选择）；
 使用一系列 GS1 预先发货通知发送的牲畜种群迁移声明电子信息；
 带 GS1 GTIN 的动物尸体标签，与个体动物的 ID 相连接；
 带 GS1 GTIN（可以包括 GS1 EPC）标签的包装箱产品，与剔骨批次的尸体标签相连接；
 托盘上的包装箱包装，带有 GS1 SSCC 和 GTIN（可以包括 GS1 EPC）；
 使用 GS1 预先发货通知发送的肉类过户证书/健康证电子信息，具体写明所有包装箱的 GS1
GTIN；
 零售包装（库存或集中包装）上应带有：
o GS1 EAN-13/ UPC-A（固定重量产品）；
o 可变重量产品分配的带价格 PLU 编码；或
o 带有以下属性的 GS1 DataBar 条码：
 GTIN；
 重量；
 价格；
 到期日；
 批号或序列号。

30th September 2013,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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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家禽供应链
全球家禽供应链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小部分初级生产者（孵化场）向一些养鸡单位（肉用仔鸡场）供应初生仔鸡。鸡在肉用仔鸡
场中聚集在一起生存。将已可出售的鸡装入特制的塑料筐或铝制容器中，在运输途中可以保证
通风和安全性。这些塑料筐或铝制容器用叉式装卸车装到火车上，运送至加工厂作为一批货
物。鸡仔不会在养殖单位之间移动，终身都拥有同一个批次身份。
 家禽生长的输入产品主要是谷物饲料。谷物作为主要饲养物来源，因而追溯就与谷物供应来源
和质量详情有关，例如批次标识和化学分析。
 产地（孵化场和肉用仔鸡场）标识、家禽标识和批次迁移标识的方法和复杂度可能会因国家不
同而存在较大差异。通常产地标识、家禽标识和批次迁移标识的方法是由国家及/或进口国的
主管机关规定的。如果家禽穿越了国家边界，可能会需要额外级别的追溯和标识。
 加工者从有限数量的承包肉用仔鸡场手中接收家禽。每一天生产出的每箱肉可能是由从有限数
量的生产者手中收购的上百只家禽制成的。每一箱肉都可能来自不同生产者供应的不同动物。
从牲畜加工过程到包装箱的追溯级别因加工者不同而有所差别。一些加工者可以自抵达后就通
过包装箱对每只家禽进行追溯。一些加工者将每个生产日或班次定为一个批次，此时追溯仅限
于加工日期和班次。加工者通常会遵守国家及/或进口国主管机关的最低要求规定。
 进行国内和国际贸易时，产品绝大多数是以包装箱产品（冷藏和冷冻）以及大批装家禽尸体
（冷藏和冷冻）形式进行交易的。
 贸易包装箱和大批家禽尸体有一系列用途，包括：
o 可直接零售/固定包装重量箱子准备（将原肉切片放入零售分盘包装）；
o 增值/后续处理；
o 食品服务；
o 直接送入零售店进行店内切片/分盘包装。

家禽业 GS1 标识和追溯模式
家禽供应链
孵化场

成长/精处理

处理

加工
（剔骨/解剖）

运至国内和出口市
场

分销商/增值/后续
处理/零售商

实物流程

装运标识
产地 ID

产地/群 ID

卖方声明
去向表

卖方声明
去向表

生产者反馈
数据库报告
向后追溯

货物 ID
笼子上的 EPC
标签

GS1 箱标签
个体标识流程

GS1 托盘标签 GS1 箱标签

卖方声明
生产计划 GS1 预先 肉类过户证 肉类过户证 健康证
去向表
发货通知
书
书
文件/批号标识流程——纸版和电子信息
生产者反馈
数据库报告

GS1 箱标签

GS1 预先发
货通知

反馈流程——纸版和电子信息
供应链管理
可用的追溯工具

向前追溯

图 7 – 家禽供应链追溯模式
30th September 2013,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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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图表显示了在家禽肉追溯中应用 GS1 标准的最佳做法，同时也符合个体家禽标识和群体迁移标识
的一般监管要求。
图中的关键追溯要素包括：
 产地标识（孵化场和肉用仔鸡场）；
 针对特定迁移或市场要求的个体家禽动物腿环标签（GS1 EPC 或具体针对国家/市场监管规定选
择）；
 与迁移交易相关的收笼标识（GS1 EPC 或具体针对国家/市场监管规定选择）；
 使用 GS1 预先发货通发送的收笼迁移声明电子信息；
 带 GS1 GTIN（可以包括 GS1 EPC）标签的包装箱产品或整批单位产品，与收笼标识相关的宰
杀批号相联系；


托盘上的包装箱包装，带有 GS1 SSCC 和 GTIN（可以包括 GS1 EPC）；

 使用 GS1 预发货通知书发送的家禽过户证书/健康证电子信息，具体写明所有包装箱/整批单位
的 GS1 GTIN；
 零售包装（库存或集中包装）上应带有：
o GS1 EAN-13/ UPC-A （固定重量产品）；
o 可变重量产品分配的带价格 PLU 编码；或
o 带有以下属性的 GS1 DataBar 条码：
 GTIN；
 重量；
 价格；
 到期日；
 批号或序列号。

5.5.

供应链中的角色
图 8 提供了一份肉禽业供应链中所找到的主要角色和辅助支持角色清单。本文件为其中的每个角色都
提供了追溯指南。

角色

活动

别名 / 实例

主要角色
牲畜生产者- 育种者（活
体动物/家禽幼崽供应
商）
牲畜生产者 – 养殖者/
精选者，（供应活体动
物/家禽进行处理加工的
供应商）
肉和家禽加工者
出口商/进口商/批发商/
贸易商
零售店

30th September 2013, 0.1

采购饲料
饲养和发货

动物/家禽幼崽供应商

采购饲料
采购动物/家禽
饲养成熟、收获和发货

供应动物/家禽进行处理加工的供应
商

宰杀、加工、包装、贴标、存储、出
加工者/肉品包装者，供应商
售、装箱、动物尸体和散装产品
买卖和进出口包装箱和动物尸体产
品。（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实际处理产 贸易商，经销商，供应商
品）
接收、存储、加工、包装/贴标和展
示；销售给消费者

All contents copyright © G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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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存储、销售、装运

零售分销中心、分销中心、进出口
仓库、批发仓库

包装材料供应商

生产和装运

包装材料供应商（包装箱、袋子、
盒子、标签、柜子、挖斗等）

原料供应商

生产和装运

饲料制造商
饲料补充剂制造商

第三方物流服务提供者

运输、存储

卡车/铁路/船运/空运

监管机构

合规性检查

海关、检验和评级机构

零售分销商或批发商

辅助支持角色

图 8 – 角色表

5.6.

如何唯一地标识我的公司？
可追溯性的最佳实践方法是对公司和位置标识使用全球位置代码 (GLN)。GLN 基于你公司的 GS1 厂商
识别代码，因此确保了全球的唯一性。
应当分配单独的 GLN 代表你公司和任何单独的贸易分公司。GLN 应当用于标识你公司内的生产、储
存、运输或接收位置，以清晰的标识与可追溯性过程相关的物理位置。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 GLN 分配的信息，请登录 www.gs1.org

5.7.

畜牧业场景
在肉禽业供应链内，家畜（牛、羔羊/绵羊、猪或家禽）可被当作具有唯一属性（例如描述、重量、年
龄和生长历史）的交易项目。
这些信息通常记录在运货单据中，例如卖方的申报单。
在使用单独的动物标识时，该单独标识在从已标识的对象输入或输出时记录。
如果从法律或商业上对单个动物、动物群和/或运货记录和单据规定了要求，则必须遵守这些要求。如
果可行，应当以电子格式向接收者提供这些信息。电子信息所用的格式应当为 GS1 发货通知单格式。

5.8.

贸易项目产品和包装场景
在肉禽业供应链内，产品被分为贸易项目和零售项目。贸易和零售部分之间的市场（国内和出口）和法
规要求差别很大。
贸易项目可以是新鲜（冷藏）或冷冻的，以及固定或实际重量产品，或可变重量产品。
可以将贸易项目总结如下：

30th September 2013,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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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类型
冷藏胴体或部分胴体（牛
肉、羔羊肉/羊肉、或猪肉）
– 可变重量

定义

产品实例

整体或部分胴体，由加工商供应给出口
商、批发商、进口商、增值商或零售
商。产品通常为可变重量。一些产品可
能预先包装或具有其它的外部覆盖方
法。

新鲜羔羊肉胴体

冷冻胴体或部分胴体（牛
肉、羔羊肉/羊肉、或猪肉）
– 可变重量

整体或部分胴体，由加工商供应给出口
商、批发商、进口商、增值商或零售
商。产品通常为可变重量。一些产品可
能预先包装或具有其它的外部覆盖方
法。

整块冷冻羔羊肉胴体

实际/固定重量包装箱包装的
新鲜或冷冻产品（牛肉、羔
羊肉/羊肉、猪肉或家禽肉）

可变重量包装箱产品，对最小和最大重
量范围存在公差。

22.7kg / 50lb 冷冻 80cl 碎牛肉包装
箱.

可变重量包装箱新鲜或冷冻
产品（牛肉、羔羊肉/羊肉、
猪肉或家禽肉）

可变重量包装箱产品，对最小和最大重
量范围存在公差。

13.6kg / 30lb 冷藏牛肉腰部嫩肉包
装箱

固定重量大块新鲜或冷冻产
固定重量散装，通常是用衬有尼龙和有
品 （牛肉、羔羊肉/羊肉、猪 盖托盘固定尺寸的集装箱，装有
肉或家禽肉）
1000kg/2200lb 产品。

1000kg/ 2200lb 冷冻 80cl 碎牛肉.

托盘装包装箱或胴体

80cl 冷冻碎牛肉的 42 包装箱
(1000kg) 托盘

一些相似或不相似的包装箱或胴体放在
托盘上，使用 GS1 SSCC 包装和贴标，
并与每一独立的包装箱或托盘的 GS1
GTIN 及属性（条码）相关联。

新鲜猪肉胴体
新鲜猪腿

整块牛肉（四分之一）

图 9 – 贸易项目包装总结
大部分的贸易项目具有公司（加工商）分配的 GS1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GTIN)。若公司具有多个加工
厂，相同的产品使用相同的 GTIN，与加工厂无关。为了确保对特定的加工厂保持可追溯性，公司将与
GTIN 一起使用额外的信息，例如包括加工厂编码的序列号。
如果针对特定的第三方（例如产品品牌所有者）包装产品，则产品品牌所有者可能分配将要使用的
GTIN。这可能与 GTIN 一起使用额外的信息，例如包括加工厂编码的序列号。用于区分品牌所有者使
用了哪一个加工厂。
如果公司进一步在此供应链中加工和包装产品，例如通过储存加工产品的情况，则公司成为制造商，并
负责分配 GTIN 或项目参考号和可追溯属性。通过使用人工可读取和可扫描的产品信息达到这一目标。
如果必要也应当储存该信息用于将来检索。
每当胴体、包装箱、托盘或大块产品运出加工厂时，使用 GS1 条码记录移动。

5.8.1.

可变重量胴体标签 – 牛肉
肉禽业中对可变重量胴体标记/标签使用的条码符号是 GS1-128。GS1-128 条码符号允许在主要的全球
贸易项目代码之外出现第二种属性信息在条码中。应用标识符（Als）有效的起到了这一信息前缀的作
用，并定义其遵守的嵌入数据的意义和结构。
条码符号也可以按照标准格式呈现属性信息，例如重量、屠宰日期和序列号。这确保一家公司编码的属
性信息可以被行业链中的任何其它公司扫描和解释。

30th September 2013,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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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编号：

任何肉类公司

宰杀日期：

等级：

Est 编号：
图 10 – 牛肉胴体标记/标签示例

AI

数据和格式示例

属性信息

(01)

99327111031766
n14- 14 位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GTIN)
项目标识 (产品包装箱的主要标识)

数字

9 表示这是可变量度（重量）的产品

（固定长度）

93271110 - GS1 厂商识别代码 (7, 8 或 9 位数字长度取决
于分配的 GS1 前缀)
3176 – 公司产品代码或 AUSMEAT 代码. 3, 4 或 5 位数字
长度
6 – 校验位

(310n)

(11)

001235

净重 – 千克

n6 - 6 位
数字

在本例中 n = 1，在量度数据字段的最右边开始，并计算到
左边 1 位。净重 为 123.5kg。

（固定长度）

n 代表小数点指示符，它显示了小数点所在的位置。

020729

生产日期 (YYMMDD)

n6 - 6 位

是指肉类行业中的“宰杀”或“屠宰”日期

数字

在本例中，宰杀日期为 2002 年 7 月 29 日

（固定长度）
(21)

1249656L

序列号

an…20 –

在本例中，分配了 8 位字母数字序列号

字母数字最长 20 位字
符
(可变长度)
图 10 – 由应用标识符（Als）标识的最小的牛肉胴体条码信息需求
注释：供应商也可以自行决定使用额外的 Als。
连接
连接 (将 Als 连在一起)是在一个 GS1-128 条码符号中呈现多个单元字符串的有效方式，并且应当用于
节约空间和优化扫描操作。
最大长度
当连接 Als 时，GS1-128 条码符号中的最大字符数量不能超过 48 位。这包括功能代码 1（FNC1）
（当用作字段分隔符时），但是不包括辅助字符和符号校验字符（以 103 为模）。
GS1-128 条码符号的长度绝不能超过 165mm，包括禁止区（空白区）。
放大
GS1-128 条码符号的尺寸取决于:

30th September 2013,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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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选的 X 尺寸（单条宽度）；
 编码字符的数量；
 数据中非数字字符的数量。
对于肉类行业，已明确该行业主要是手动扫描，它的可允许放大率范围为 25% - 100%（X-尺寸
0.25mm – 1.02mm）
对于在一般配送环境（主要是自动扫描）中扫描的 GS1-128 条码符号，可允许的放大率范围为 48.7%
- 100%（X-尺寸 0.50mm – 1.02mm）。
条的高度
最小条高为 13mm。对于一般配送（自动扫描）环境中的扫描，GS1-128 条码符号的最小条高为
32mm。
人工可识读字符
在符号条之上或之下印刷人工可识读字符。通过只将应用标识符（Als）置于人工可识读字符中的括号
内，确保它们清晰可辨。

5.8.2.

可变重量胴体标签 – 羔羊肉/绵羊肉
肉禽业中对可变重量胴体标记/标签使用的条码符号是 GS1-128。GS1-128 条码符号允许在主要的全球
贸易项目代码之外出现第二种属性信息在条码中。应用标识符（Als）有效的起到了这一信息前缀的作
用，并定义其遵守的嵌入数据的意义和结构。
条码符号也可以按照标准格式呈现属性信息，例如重量、屠宰日期和序列号。这确保一家公司编码的属
性信息可以被行业链中的任何其它公司扫描和解释。
主体编号：

任何肉类公司

宰杀日期：

等级：

Est 编号：

图 11 – 羔羊肉/羊肉 胴体标记/标签示例
AI

数据和格式示例

属性信息

(01)

99327111031766
n14- 14 位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GTIN)
项目标识 (产品包装箱的主要标识)

数字

9 表示这是可变量度（重量）的产品

（固定长度）

93271110 - GS1 厂商识别代码 (7, 8 或 9 位数字长度取决
于分配的 GS1 前缀)
3176 – 公司产品代码或 AUSMEAT 代码. 3, 4 或 5 位数字
长度
6 – 校验位

(310n)

(11)

001235

净重 – 千克

n6 - 6 位
数字

在本例中 n = 1，在量度数据字段的最右边开始，并计算到
左边 1 位。净重 为 123.5kg。

（固定长度）

n 代表小数点指示符，它显示了小数点所在的位置。

020729

生产日期 (YYMMDD)

n6 - 6 位

是指肉类行业中的“宰杀”或“屠宰”日期

数字
30th September 2013,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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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固定长度）

在本例中，宰杀日期为 2012 年 7 月 29 日

1249656L

序列号

an…20 –

在本例中，分配了 8 位字母数字序列号

字母数字最长 20 位字
符
(可变长度)
图 12 – 由应用标识符（Als）标识的最小羔羊/羊肉胴体条码信息需求
注释：供应商也可以自行决定使用额外的 Als。
连接
连接 (将 Als 连在一起)是在一个 GS1-128 条码符号中呈现多个单元字符串的有效方式，并且应当用于
节约空间和优化扫描操作。
最大长度
当连接 Als 时，GS1-128 条码符号中的最大字符数量不能超过 48 位。这包括功能代码 1（FNC1）
（当用作字段分隔符时），但是不包括辅助字符和符号校验字符（以 103 为模）。
GS1-128 条码符号的长度绝不能超过 165mm，包括禁止区（空白区）。
放大
GS1-128 条码符号的尺寸取决于:
 所选的 X 尺寸（单条宽度）；
 编码字符的数量；
 数据中非数字字符的数量。
对于肉类行业，已明确该行业主要是手动扫描，它的可允许放大率范围为 25% - 100%（X-尺寸
0.25mm – 1.02mm）
对于在一般配送环境（主要是自动扫描）中扫描的 GS1-128 条码符号，可允许的放大率范围为 48.7%
- 100%（X-尺寸 0.50mm – 1.02mm）。
条的高度
最小条高为 13mm。对于一般配送（自动扫描）环境中的扫描，GS1-128 条码符号的最小条高为
32mm。
人工可识读字符
在符号条之上或之下印刷人工可识读字符。通过只将应用标识符（Als）置于人工可识读字符的括号
内，确保它们清晰可辨。

5.8.3.

可变重量胴体标签 - 猪肉
肉禽业中对可变重量胴体标记/标签使用的条码符号是 GS1-128。GS1-128 条码符号允许在主要的全球
贸易项目代码之外出现第二种属性信息在条码中。应用标识符（Als）有效的起到了这一信息前缀的作
用，并定义其遵守的嵌入数据的意义和结构。
条码符号也可以按照标准格式呈现属性信息，例如重量、屠宰日期和序列号。这确保一家公司编码的属
性信息可以被行业链中的任何其它公司扫描和解释。
主体编号：

任何肉类公司
任何公路
任何州
冷藏保存
澳大利亚产品：
Est 编号：

30th September 2013,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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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 猪肉胴体标记/标签示例
AI

数据和格式示例

属性信息

(01)

99327111031766
n14- 14 位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GTIN)
项目标识 (产品包装箱的主要标识)

数字

9 表示这是可变量度（重量）的产品

（固定长度）

93271110 - GS1 厂商识别代码 (7, 8 或 9 位数字长度取决
于分配的 GS1 前缀)
3176 – 公司产品代码或 AUSMEAT 代码. 3, 4 或 5 位数字
长度
6 – 校验位

(310n)

(11)

001235

净重 – 千克

n6 - 6 位
数字

在本例中 n = 1，在量度数据字段的最右边开始，并计算到
左边 1 位。净重 为 123.5kg。

（固定长度）

n 代表小数点指示符，它显示了小数点所在的位置。

070729

生产日期 (YYMMDD)

n6 - 6 位

是指肉类行业中的“宰杀”或“屠宰”日期

数字

在本例中，宰杀日期为 2007 年 7 月 29 日

（固定长度）
(21)

1249656L

序列号

an…20 –

在本例中，分配了 8 位字母数字序列号

字母数字最长 20 位字
符
(可变长度)
图 14 – 由应用标识符（Als）表示的最小猪肉胴体条码信息需求
注释：供应商也可以自行决定使用额外的 Als。
连接
连接 (将 Als 连在一起)是在一个 GS1-128 条码符号中呈现多个单元字符串的有效方式，并且应当用于
节约空间和优化扫描操作。
最大长度
当连接 Als 时，GS1-128 条码符号中的最大字符数量不能超过 48 位。这包括功能代码 1（FNC1）
（当用作字段分隔符时），但是不包括辅助字符和符号校验字符（以 103 为模）。
GS1-128 条码符号的长度绝不能超过 165mm，包括禁止区（空白区）。
放大
GS1-128 条码符号的尺寸取决于:
 所选的 X 尺寸（单条宽度）；
 编码字符的数量；
 数据中非数字字符的数量。
对于肉类行业，已明确该行业主要是手动扫描，它的可允许放大率范围为 25% - 100%（X-尺寸
0.25mm – 1.02mm）
对于在一般配送环境（主要是自动扫描）中扫描的 GS1-128 条码符号，可允许的放大率范围为 48.7%
- 100%（X-尺寸 0.50mm – 1.0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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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高度
最小条高为 13mm。对于一般配送（自动扫描）环境中的扫描，GS1-128 条码符号的最小条高为
32mm。
人工可识读字符
在符号条之上或之下印刷人工可识读字符。通过只将应用标识符（Als）置于人工可识读字符的括号
内，确保它们清晰可辨。

5.8.4.

可变重量包装箱标签– 牛肉、猪肉、羊肉
肉禽业中对可变重量包装箱标签使用的条码符号是 GS1-128。GS1-128 条码符号允许在主要的全球贸
易项目代码之外出现第二种属性信息在条码中。应用标识符（Als）有效的起到了这一信息前缀的作
用，并定义其遵守的嵌入数据的意义和结构。
条码符号也可以按照标准格式呈现属性信息，例如重量、屠宰日期和序列号。这确保一家公司编码的属
性信息可以被行业链中的任何其它公司扫描和解释。

无骨牛肉

原产地：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产品

高质量牛肉
包装日期：2005 年 4 月 17 日
最好在 2005 年 5 月 29 日前食用
净重

批号：

冷藏保存：

Est 编号：

图 15 – 肉类包装箱标签示例 1

有骨羊肉
澳大利亚产品

重量范围
冷藏保存

包装日期：2011 年 6 月 1 日 17：26
最好在 2011 年 5 月 31 日前食用
净重

澳大利亚

批号：

EST 编号：

图 16 – 肉类包装箱标签示例 2
30th September 2013,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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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骨牛肉

批次：

14 天
重量范围 5-7 kg
包装日期：2003 年 8 月 17 日 17:26
最好在 2003 年 9 月 14 日前食用

净重

冷藏保存

澳大利亚产品

图 17 – 肉类包装箱标签示例 3
AI

数据和格式示例

属性信息

(01)

99327111031766
n14- 14 位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GTIN)
项目标识 (产品包装箱的主要标识)

数字

9 表示这是可变量度（重量）的产品

（固定长度）

93271110 - GS1 厂商识别代码 (7, 8 或 9 位数字长度取决
于分配的 GS1 前缀)
3176 – 公司产品代码或 AUSMEAT 代码. 3, 4 或 5 位数字
长度
6 – 校验位

(310n)

001856

净重 – 千克

n6 - 6 位

在本例中 n = 2，在量度数据字段的最右边开始，并计算到
左边 2 位。净重 为 18.56kg。

数字

(13)

（固定长度）

n 代表小数点指示符，它显示了小数点所在的位置，即小数
点在数字右端起的左边 n 位。如果贸易项目是变重，那么净
重信息是强制要求的。

020729

包装日期 (YYMMDD)

n6 - 6 位

是指肉类离开胴体或处理并放入包装箱的日期。

数字

在本例中，宰杀日期为 2002 年 7 月 29 日

（固定长度）
(21)

30th September 2013,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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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号

an…20 –

在本例中，分配了 8 位字母数字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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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数字最长 20 位字
符

如果相同 GTIN 的包装产品来自不同的生产线或处理过程，
系列号必须包括相关生产线或处理过程的编码。

(可变长度)
图 18 – 由应用标识符（Als）表示最小肉类包装箱条码信息需求

注释：供应商也可以自行决定使用额外的 Als。
连接
连接 (将 Als 连在一起)是在一个 GS1-128 条码符号中呈现多个单元字符串的有效方式，并且应当用于
节约空间和优化扫描操作。
最大长度
当连接 Als 时，GS1-128 条码符号中的最大字符数量不能超过 48 位。这包括功能代码 1（FNC1）
（当用作字段分隔符时），但是不包括辅助字符和符号校验字符（以 103 为模）。
GS1-128 条码符号的长度绝不能超过 165mm，包括禁止区（空白区）。
放大
GS1-128 条码符号的尺寸取决于:
 所选的 X 尺寸（单条宽度）；
 编码字符的数量；
 数据中非数字字符的数量。
对于肉类行业，已明确该行业主要是手动扫描，它的可允许放大率范围为 25% - 100%（X-尺寸
0.25mm – 1.02mm）
对于在一般配送环境（主要是自动扫描）中扫描的 GS1-128 条码符号，可允许的放大率范围为 48.7%
- 100%（X-尺寸 0.50mm – 1.02mm）。
条的高度
最小条高为 13mm。对于一般配送（自动扫描）环境中的扫描，GS1-128 条码符号的最小条高为
32mm。
人工可读的解释
在符号条之上或之下印刷人工可识读字符。通过只将应用标识符（Als）置于人工可识读中的括号内，
确保它们清晰可辨。
条码符号位置
非零售 POS 单元上的条码符号应当垂直（例如，在“栅栏符号”方向），并位于该单元的侧面。每一
个贸易项目应当具有至少一个条码符号，强烈推荐两个。条码符号应当不靠近任何垂直边缘，从而降低
它们在运输中意外受损的可能性。
总是应当尝试保持 100%的可扫描性
条码符号可以位于包装箱表面的任何位置，从而确保遵守 GS1 的建议：
垂直条码的下部边缘距离包装箱底座下部边缘 32mm。
包括禁止区(空白区)的条码符号的任何部分与任何垂直边缘的距离不能小于 19mm。

30th September 2013,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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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

可变重量包装箱标签 – 家禽肉
家禽业中对可变重量包装箱标签使用的条码符号是 GS1-128。GS1-128 条码符号允许在主要的全球贸
易项目代码之外出现第二种属性信息在条码中。应用标识符（Als）有效的起到了这一信息前缀的作
用，并定义其遵守的嵌入数据的意义和结构。
条码符号也可以按照标准格式呈现属性信息，例如重量、屠宰日期和序列号。这确保一家公司编码的属
性信息可以被行业链中的任何其它公司扫描和解释。

无骨家禽肉
澳大利亚产品
无骨无皮胸部肉
分层包装

包装日期：2005 年 4 月 17 日 17:26
最好在 2005 年 5 月 29 日前食用

净重

冷藏保存：

Est 编号：

图 19 – 家禽包装箱标签示例
AI

数据和格式示例

属性信息

(01)

99327111031766
n14- 14 位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GTIN)
项目标识 (产品包装箱的主要标识)

数字

9 表示这是可变量度（重量）的产品

（固定长度）

93271110 - GS1 厂商识别代码 (7, 8 或 9 位数字长度取决
于分配的 GS1 前缀)
3176 – 公司产品代码或 AUSMEAT 代码. 3, 4 或 5 位数字
长度
6 – 校验位

(310n)

001045

净重 – 千克

n6 - 6 位

在本例中 n = 2，在量度数据字段的最右边开始，并计算到
左边 2 位。净重 为 10.45kg。

数字

(13)

（固定长度）

n 代表小数点指示符，它显示了小数点所在的位置，即小数
点在数字右端起的左边 n 位。如果贸易项目是变重，那么净
重信息是强制要求的。

050417

生产或包装日期 (YYMMDD)

n6 - 6 位

是指肉类离开胴体或处理并放入包装箱的日期。

数字

在本例中，宰杀日期为 2005 年 4 月 17 日

（固定长度）

30th September 2013,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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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249656L

序列号

an…20 –

在本例中，分配了 8 位字母数字序列号。

字母数字最长 20 位字
符

如果相同 GTIN 的包装产品来自不同的生产线或处理过程，
系列号必须包括相关生产线或处理过程的编码。

(可变长度)
图 20 – 由应用标识符（Als）表示最小家禽肉包装箱条码信息需求
注释：供应商也可以自行决定使用额外的 Als。

连接
连接 (将 Als 连在一起)是在一个 GS1-128 条码符号中呈现多个单元字符串的有效方式，并且应当用于
节约空间和优化扫描操作。
最大长度
当连接 Als 时，GS1-128 条码符号中的最大字符数量不能超过 48 位。这包括功能代码 1（FNC1）
（当用作字段分隔符时），但是不包括辅助字符和符号校验字符（以 103 为模）。
GS1-128 条码符号的长度绝不能超过 165mm，包括禁止区（空白区）。
放大
GS1-128 条码符号的尺寸取决于:
 所选的 X 尺寸（单条宽度）；
 编码字符的数量；
 数据中非数字字符的数量。
对于肉类行业，已明确该行业主要是手动扫描，它的可允许放大率范围为 25% - 100%（X-尺寸
0.25mm – 1.02mm）
对于在一般配送环境（主要是自动扫描）中扫描的 GS1-128 条码符号，可允许的放大率范围为 48.7%
- 100%（X-尺寸 0.50mm – 1.02mm）。
条的高度
最小条高为 13mm。对于一般配送（自动扫描）环境中的扫描，GS1-128 条码符号的最小条高为
32mm。
人工可识读字符
在符号条之上或之下印刷人工可识读字符。通过只将应用标识符（Als）置于人工可识读字符的括号
内，确保它们清晰可辨。
条码符号位置
非零售 POS 单元上的条码符号应当垂直（例如，在“栅栏符号”方向），并位于该单元的侧面。每一
个贸易项目应当具有至少一个条码符号，强烈推荐两个。条码符号应当不靠近任何垂直边缘，从而降低
它们在运输中意外受损的可能性。
总是应当尝试保持 100%的可扫描性
条码符号可以位于包装箱表面的任何位置，从而确保遵守 GS1 的建议：
垂直条码的下部边缘距离包装箱底座下部边缘 32mm。
包括禁止区(空白区)的条码符号的任何部分与任何垂直边缘的距离不能小于 19mm。

30th September 2013,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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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

托盘标签–牛肉、猪肉、羊肉、鸡肉
以下信息是满足托盘贴标最低要求的参考。此应用由应用标识符和 GS1-128 条码符号支持和补充。这
些是物流标签的重要部分，并适用于与物流标签相关的所有规格。
GS1 SSCC 物流标签的目的是提供关于所装载单元的信息。标签上的核心信息应当通过条码和人工可
读的格式表示。可以有其它信息，这些信息只能以人工可读的格式表示。
GS1 SSCC 物流标签可用于单个项目，或为了有助于处理、储存和运输作业而做出的多个项目的分
组。这可以是包装箱、托盘、集装箱或为了处理、储存和运输而建立的任何其它相似类型包装。
注意：贸易对象可以要求在 SSCC 上的单独条码内提供额外信息。请确保已向贸易伙伴咨询。

订单编号

冷藏保存

总净重
木箱数量

碎牛肉
最早的包装日期：2013 年 7 月 4 日
最新的包装日期：2013 年 7 月 5 日

图 21 – SSCC 托盘标签示例

5.8.6.1. 分配 SSCC
SSCC 是唯一的、非重大的十八位数字，由建造物流单元的公司分配。它在物流单元的使用期内保持不
变。SSCC 被编码在 GS1-128 条码符号中，并且由应用标识符(00)表示。
当分配 SSCC 时，从 SSCC 分配方向贸易伙伴运输之日起一年之内，不能重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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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标识符
（00）代表
SSCC

GS1 厂商
识别代
码

扩展位，
比如 3

校验位

系列号（企业分配）
000000001

图 22 – SSCC 托盘标签说明

5.8.6.2. 应用标识符 (AI) 标识所跟数字为 SSCC
扩展位 使用 0-9 内的任何数字增加 SSCC 内连续参考号的能力。该位由建造 SSCC 的公司分配。
GS1 厂商识别代码，长度为 7、8 或 9 位，属于建造物流单元的公司，该公司不一定总是品牌所有者。
它使 SSCC 全世界唯一，但是没有标出该单元的原产地。
系列号，长度为 7、8 或 9 位，由负责分配的公司决定制定，用于唯一的标识每一个运输包装。用于分
配连续参考号的方法由用条码对该单元编码的公司决定。
校验位 用数学方法计算，它确保整个号码正确。正确计算对条码符号的成功扫描至关重要。

5.8.6.3. 物流单元贴标
负责标签印刷和应用的组织决定标签的内容格式和正确尺寸。但是，SSCC 是物流标签的最低要求。
SSCC 之上的任何其它信息应当符合本章的规范和 Als 的正确使用。
标签布局
对于应用在物流单元上的每一个标签，上部分含有自由格式的信息，中间部分含有文本信息和人工可读
字符，最下部分含有条码符号。在所有情况下，SSCC 位于标签的最下方。
放大率
包含 SSCC 的 GS1-128 条码符号的放大率范围为 48.7% 到 92.5%.
不含有 SSCC 的物流标签上条码符号的放大率为 25% - 100%。但是，如果使用小于 48.7%的放大因
数，则阅读距离将会减少。
对于所有符号，选择可允许范围上限的放大因数总是能够提高扫描可靠性。
条的高度
含有 SSCC 的 GS1-128 条码符号的最小条高位 32mm。对于物流标签上的其它条码符号，基于历史规
格，可接受的最小高度为 27mm，但是应当向 32mm 转变。
人工可识读字符
为了便于键盘输入，应当通过使用括号将应用标识符与数据隔开。括号只能用于人工可识读字符，并且
不能编码在条码符号中。
标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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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物流单元的绝对最小要求是一个物流标签，为了扫描的效率，强烈建议至少在贸易项目两侧附上具
有相同数据的条码。

5.9.

零售产品编码和包装案例
一般而言，供应商以以下包装类型之一将产品发送给零售商、批发商、或经销商：
包装类型

定义

产品实例

固定重量箱包装

消费级贸易项目，可直接销售给消费
者。产品由供应商加工、包装和贴标，
用于顾客销售。

即食鸡块，热的烤牛肉，真空包装
的火腿片

可变重量箱包装

消费级贸易项目，可直接销售给消费
者。产品由供应商加工、包装、贴标和
预定价，用于顾客销售。

鸡腿、猪的腰部嫩肉、绞细牛肉

由供应商加工、包装和部分贴标，用于
顾客销售。顾客销售的最终定价由零售
商完成。

火腿，整个火鸡，冷藏的肉块，腌
制的家禽肉部分

直接装盘包装

由供应商加工和散装到可变重量的密封
袋内。由零售商针对顾客销售包装和贴
标。

散装腊肉、散装香肠、熏火腿、冷
冻和熏火鸡块

店内加工

供应商对真空包装的肉类批发分割。由
零售商针对骨骼销售加工、包装和贴
标。

肉类大分切，次分切，绞细牛肉

固定重量 – 长货架周期

冷冻的固定重量产品。

500 克冷冻牛肉饼

预先定价

可变重量箱包装
未定价

图 23 – 肉禽业零售包装类型

5.9.1.

PLU /VMN-13

5.9.1.1. 什么是 PLU/ VMN-13 编码?
价格查询编码，通常被称为 PLU 编码，PLU 号码，PLU，生产编码，生产标签，零售可变量度贸易项
目(VMN-13)或 AI02 标识符，是贴在店内产品上的标识号码。
对于肉禽业的零售包装，价格包括在 PLU 内。当编码中的模和价格校验数字有效时，价格被限制为
$99.99 零售价格。当零售商出售很大一块肉时（例如，羔羊的四分之一或大量的龙虾），这就成为一
个问题。超出$99.99 限制的项目编号将随着时间以及“俱乐部式购物”商店在全球范围的增加而增
加。
当使用前缀 02 标识零售可变贸易项目时，GS1 建议使用具有价格确认位格式的四位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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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验位

校验位
产品代码

价格

图 24– PLU 或零售可变贸易项目(VMN-13)

5.9.1.2. 何时使用 PLU/ VMN-13?
PLU/VMN-13 用于：
 预定价的可变重量箱装产品；
 店内加工和包装的产品。

图 25– PLU 或零售可变贸易项目(VMN-13)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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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

EAN 13

5.9.2.1. 什么是 EAN 13 编码?
EAN-13 条码用于 GTIN-13 编码，并且可以在零售 POS 和一般物流扫描环境中扫描。它是 13 位（12
位数据和 1 位校验位）条码标准，包含最初在美国制定的 12 位通用产品代码（UPC）系统。EAN-13
条码在全世界广泛用于标记经常在零售点销售的产品。EAN 中条码的编号可用于了解产品的特性，包
括其原产地和制造商。

图 26 – EAN-13

5.9.2.2. 何时使用 EAN-13?
EAN-13 用于：
 固定重量直接装箱预定价；
 固定重量直接装箱店内定价；
 固定重量直接装箱未定价。例如，在扫描时显示价格。
 固定重量冷冻产品。它们使用 EAN-13 和 UPCA (U.S.) 代码。没有使用 GS1 DataBar，因为标
签上没有保质期。

图 27– EAN-13 固定重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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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

GS1 DataBar

5.9.3.1. 什么是 GS1 DataBar 代码?
GS1 DataBar 之前被称为 RSS（Reduced Space Symbology），是标准化组织 GS1 为适合小的空间
受限的区域（例如，在 PLU 贴纸上）而设计的新条码。它可以带有更多信息，并且能够标识当前
EAN/UPC 条码以外的小商品。
GS1 DataBar 条码能够对新鲜的可变量和难以标记的产品（例如松散的产品）进行 GTIN 标识。此
外，GS1 DataBar 条码可以带有 GS1 应用标识符，例如序列号、批号、保质期、制造方案，以支持新
鲜食品的产品认证和可追溯性。

图 28 – GS1 DataBar – 带有用于产品代码、重量、保存期和批次代码的 Als

5.9.3.2. 何时使用 GS1 DataBar?
DataBar 用于：
 固定重量直接装箱预定价 – 包括产品代码、价格、保存期和批次代码/ 序列号；
 固定重量直接装箱店内定价– 包括产品代码、保存期和批次代码/ 序列号；
 可变重量直接装箱预定价– 包括产品代码、重量、价格、保存期和批次代码/ 序列号；
 可变重量直接装箱店内定价 – 包括产品代码、重量、保存期和批次代码/ 序列号。

图 29– GS1 DataBar 可变重量示例

5.9.4.

可变量新鲜产品和 GS1 DataBar
对于使用 GS1 DataBar 代码的肉禽业，已经用可变量新鲜产品进行了示范项目，以在编码内编入额外
信息，例如最佳使用期、原产国、批号和重量。通过获得这些产品精确和完整的销售信息，零售商可以
从以下方面获益：
 折扣定价的更大灵活性；
 更精确的库存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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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少的浪费；
 更高的利润。

可追溯性，不仅仅是产品代码
对基于标识（产品和批次，序列化的产品、重量和保存期）的可追溯性的需求越来越多，并且不仅仅是
用 GTIN 标识库存产品的代码。
使用条码或标签携带商品的属性标识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GS1 DataBar 允许在全球范围内更详细的管理新的产品类型和特殊应用。对于新鲜食品组和在零售层
级上销售的可变量产品（例如肉禽业），这一点非常重要。
此外，GS1 DataBar 条码的尺寸更小，这使其能够在包装面积有限的情况下标识产品。
扩展自动标识的更高利益包括：
 消除产品代码（PLU, SKU）输入错误，无论在收银台还是在自检 POS；
 可变重量产品和种类管理；
 最佳使用期和保存期管理；
 对不同来源的可追溯性；
 产品召回管理；
 对较小的 EAN-8 & UPC-E 符号减少编码压力

特定商店的商业案例好处
肉禽业
条码对肉禽业提供了改进当前做法和解决策略性标识问题的解决方案。
一些已被证实的商业好处包括：
消除定价限制：目前，当代码中的模和价格校验数字有效时，GS1 前缀 02（通常被称为 PLU）被限制
为$99.99 零售价格。当零售商出售很大一块肉时（例如，羔羊的四分之一或大量的龙虾），这就成为
一个问题。超出$99.99 限制的项目编号将随着时间以及“俱乐部式购物”商店在全球范围的增加而增
加。
销售/到期日期管理：GS1 DataBar 条码允许系统的标识产品日期。当产品超过其到期日期时，可以在
POS 端停止销售。在产品接近销售截止日期时，可以启用自动标记。显示案例中的产品周转更容易管
理。GS1 DataBar 条码也连接了地区和市场使用之间能力的能力差异。
更好的理解消费者购买习惯：基于销售截止日期以及通过将销售追溯到特定生产商或经销商，可对标
记和补充策略提供帮助。
产品重量管理：将产品重量增加到代码结构中可以对衡量盈利状况提供帮助。
销售区域标识：服务案例肉类销售通常没有与普通柜台销售区分，并且 GS1 DataBar 条码有助于标识
这些产品。
数据同步：用可变重量消费品上的可变量代码替换工业标准 GTIN，以及使用标准的应用标识符为可变
属性编码，将更好的符合 GDSN GTIN 产品标识做法。可以使用其它部门常用的评估和管理工具。
可追溯性: 在供应，商品和商店层级。

5.10. 批号和序列号对可追溯性的影响
供应链中的每一个伙伴应当提供和/或获得某些产品信息，从而使向前和向后（向上/向下）的可追溯性
成为可能。供应商必须制定正常经营活动中可由供应商、零售商、批发商和经销商使用的包装箱层级的
产品标识协议，以及产品召回情况下定位特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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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生产品追溯或召回情况，最重要的是供应商能够向他们的贸易伙伴发送所需的信息，以便能够精
确搜索已标识的产品。供应商有责任向他们的贸易伙伴标出一般情况下为产品的可追溯性而提供的数据
类型（例如，批号或序列号），如图 31 所示。
作为最低要求，供应商必须对包装箱层级的可追溯性分配批号。（在 GS1 条码系统内，对批号分配的
应用标识符为 10）。但是，由于该行业对可变重量包装箱普遍使用序列号，以及 GS1-128 条码有限的
数据携带能力，有时序列号将代替条码中的批号。
如果批号中，在包装箱条码中出现 AI “10”，则接收方应当使用该值管理产品的可追溯性。但是，如果
没有出现 AI “10”批号，则必须出现 AI “21” 序列号，并且这是接收方为了追溯产品而必须记录的编号。
如果两个号码都出现（有时发生在固定重量产品上），则接收方只需要追溯 AI “10”批号。

包装箱条码内容
批号
AI “10”

追溯包装箱所用号码

序列号
AI “21”
批号
序列号
批号







图 30 – 批号和序列号用于追溯包装箱的优先级
对于使用包装箱序列号代替批号追溯产品的供应商，其管理序列号的方式必须提供与批号类似的可追溯
性等级。
当对肉禽业包装使用 GS1 DataBar 条码时，建议将批号或序列号 AI 作为可追溯性模型的一部分使用。
在召回情况中，通过正确记录每一个批号或序列号，可以标识采用哪些产品召回协议。如果没有出售任
何受影响的产品，则召回仅限于内部，对消费者没有影响。不使用 GS1 DataBar 条码，通过批号或序
列号 AI 难以确定已经售出了多少批产品或哪些批次的产品，及还有多少产品仍在店内。

5.11. 产品日期的行业做法
5.11.1. 对于胴体和非零售贸易包装箱/散装单元
在胴体和包装箱（非零售贸易商品）层级使用生产或包装日期确定“保存”/“最佳使用”/“冷藏”日
期。生产日期对于日期的库存管理至关重要。
对于胴体产品，AI “11”用于表示动物的“宰杀”或“屠宰”日期。
对于非零售贸易包装箱，AI “13”用于标识“生产”或“包装”日期。该日期是指肉从动物尸体上取下或
加工和放入包装箱的日期。
国内和进口国家法规，以及特定市场可能对非贸易商品规定某些人工可读的日期信息和格式。

5.11.2. 对于零售商品
零售商品通常以人工可读的格式标出了消费品易腐坏日期。
国内和进口国家法规，以及特定市场可能对非贸易商品规定某些人工可读的日期信息和格式。
当对零售商品使用 GS1 DataBar 条码时：
 如果产品被规定为具有“最佳使用日期”或“冷藏日期”，使用 AI “15” ；
 如果产品被规定为具有“保存期”或“有效期”，使用 AI “17” 。
大部分国家都具有管理消费品包装日期的定义和使用的法规。对于日期的正确使用，请参考相关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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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整个产品体系内保持可追溯性
可追溯性的最佳实践方法是通过它们的 GTIN 和相关生产批次或序列号信息标识追溯产品。这些信息必
须以人工可读的格式提供，并且以可以扫描的格式提供这些信息。
所有层级产品（运输、托盘、包装箱及产品单品）都应该具有标准的标识。图 32 给出了用于标识每一
个层级的信息。通过将标准产品标识与产品每一个层级的人工可读和可扫描追溯属性相联系，保证了产
品的可追溯性。
层级

体系标准标识

消费品项目

GTIN 或产品描述和品牌所有者，和批次控制日期或批号

包装箱

GTIN, 重量, 生产日期 和批号或序列号

胴体

GTIN, 重量, 生产日期 和批号或序列号

托盘

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 (SSCC)

运输

订单编码或全球运输标识编码 (GSIN)

图 31 – 层级表

6.1.

消费单元可追溯性的最低要求
可立即装箱、立即上架和店内加工产品的最终输出是销售给最终消费者的消费者包装产品。此部分详述
了零售商、批发商和经销商如何管理这些消费级产品所需的最小追溯数据需求。
消费单元可追溯性必须允许消费者标识可疑产品，所以人工可读的信息至关重要。因此，消费单元可追
溯性要求在固定重量和可变重量消费单元上使用人工可读的信息。
固定重量消费单元具有可扫描的 UPC-A 条码（此条码包括了 GTIN），但是没有额外的追溯属性。可
变重量消费单元具有可扫描的 UPC-2 类条码，该条码包括项目参考号。虽然项目参考号对零售商提供
了关于所售产品类型的高级信息，但是它不能通过销售点扫描提供有效的追溯。因此，对于具有 UPCA 或 UPC-2 类条码的所有项目的消费单元可追溯性，零售商和消费者极大的依赖于人工可读信息。
负责消费单元的包装、贴标和设置消费单元胴体日期的责任方随包装类型而定。下图 33 说明了包装类
型和供应商或零售商是否有责任：
包装

UPC-2 类
商品参考号

标签位置

包装类型
供应商

零售商

供应商

固定重量可立即装
箱





可变重量可立即装
箱, 预定价



*

可变重量可立即装
箱, 未定价



可立即上架
店内加工

零售商

保质期日期

供应商

零售商

供应商

N/A

N/A



零售商

*





*





















(全部服务和包装)
图 32 – 负责消费单元可追溯性数据的责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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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重量消费单元由供应商包装和贴标，并且提供这种包装类型的追溯信息总是供应商的责任。尽管可
立即装箱消费单元总是由供应商包装，它们在发送给零售商时可能预定价或未定价。在每种情况中，零
售商总是确定销售日期或保存期和项目参考号。当供应商执行贴标时，零售商在印刷 UPC-2 类条码标
签之前将此信息传达给供应商。下图 34 给出了消费单元产品上需要的这些可追溯性要素：
数据要素

扫描长度

可立即装箱
HmnRdbl
扫描

店内加工
HmnRdbl
扫描

品牌所有者/公司名称

N/A





消费单元产品描述

N/A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GTIN)
项目标识代码
批次控制日期或批号

2+14

*ll

*

5

^

^



N/A



HmnRdbl = 人工可读标签文字; Scan = 使用 UPC-A 编码的条码;
* 仅在使用 UPC-A 条码的固定重量项目上
^ 仅在使用 UPC-2 类条码的固定重量项目上

图 33 –消费者层级的可追溯性数据要求

6.2.

包装箱可追溯性的最低要求
包装箱层级可追溯性的最低要求依赖于 GTIN 和批号或序列号的组合。下图提供了可扫描和人工可读追
溯属性的总结。
由于生产惯例和条码尺寸限制的不同，可追溯性贴标做法极大的依赖于所生产的肉或家禽产品的类型。
主要差异在可变重量产品和固定重量产品之间，和在冷藏和冷冻或耐储藏产品之间。下图 35 总结了这
些差异：
数据要素

扫描长度

可变重量
Hmn
Rdbl

Scan

固定重量
ASN

Hmn
Rdbl

供应商公司名称

不适用





供应商产品编号/项目参
考号

不适用





包装箱层级产品说明

不适用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GTIN) AI “01”

2+14

批号 AI ”10”

2+12 最大









Scan

ASN









^

^

*
系列包装箱代码 (AI “21”)

2+12 最大

^

HmnRdbl = 人工可读标签文字; Scan = 条码编码; ASN =预先发货通知/发货通知声明; AI = 应用标识符
* = 当出现在包装箱上，并且对可追溯性有用时使用序列号，如果包装箱上没有序列号时使用批号。
^ = 当出现在包装箱上，并且对可追溯性有用时包括序列号

图 34 – 包装箱层级对可追溯性的数据要求
对于可变重量和固定重量产品包装箱，都必须清晰的贴上具有相同的人工可读主要追溯信息的标签。人
工可读编号应当清晰的带有数据要素，例如文字“批号”，之后是批号值。位于每一个 GS1 条码之下
的人工可读编号被认为没有满足人工可读要求，因为它们没有清晰的标出数据要素。即使物流供应链操
作员能够解释应用标识符代码编号（例如“10”用于批号），应用标识符也不能代替清晰的标明数据要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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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128 条码标准允许使用应用标识符(AI)定义每一个包装箱条码内的不同数据要素。固定重量产品包
装箱总是在包装箱条码内包含批号(AI “10”)。作为选择，也可以包括序列号(AI “21”)。如果两种编号都
有，则批号应当用于固定重量产品的可追溯性。为了保质期管理，通常条码中也包括了日期。条码中不
需要净重信息，并且在没有净重信息时始终能够包括批号。
图 16 是含有所有所需的追溯信息的固定重量包装箱标签的示例：
一些供应商对每一个可变重量包装箱分配序列号，以确保在装托盘时不会对包装箱进行一次以上的扫
描。当序列号出现在可变重量包装箱上，并且可用于产品追溯，则在 GS1-128 条码中包括包装箱序列
号 (AI “21”)。如果序列号不是用于可追溯性，则包括批号(AI “10”)。理想情况下，两个数据要素都应当
包括在条码内。但由于 GS1-128 条码有限的数据承载能力（48 位），序列号和批号无法和 GTIN、净
重、和可变重量包装箱的物流管理所需的产品数据一起包括在条码内。

6.3.

对托盘可追溯性的最低要求
在所有包装箱就位后，标准的商业惯例是对每一个托盘分配 GS1 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SSCC）。为
了在托盘层级管理产品可追溯性，必须以对贸易伙伴提供标识该物流单元的方式，将标签附于装载的托
盘上。此标签必须以人工可读的格式显示物流单元标识符，例如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SSCC），以及
可以选择提供可扫描的 GS-128 条码。
通常而言，此运输标识仅在贸易方之间的运输期间存在，因为货物在到达后就被分散，所以此标识不能
作为产品可追溯性的主要标识。但是，当内容与更大的运输标识符相关时，它可以提供一些联系。除了
向提货单、声明、发货通知等其它文件标识之外，可以将唯一的运输标识信息作为参考。
分配的每一个 SSCC 编号对单个物流单元唯一，并且基于公司的 GS1 厂商识别代码。这确保 SSCC 号
码全世界唯一。
通常 SSCC 是托盘所附的更大标签的一部分。根据贸易伙伴的要求，标签上可以显示额外信息。通常
额外的人工可读信息包括承运商名称和地址、运输工具和发货信息。
你公司可能逐渐用尽可用的 SSCC 编码资源。因此，公司应当管理 SSCC 编号的重新使用，以避免与
供应链中已经存在的物流单元冲突。最佳实践方法是在至少一年内不要重新分配 SSCC 编码。
为了完全利用 SSCC 条码，应当结合 EDI 856 预先发货通知(ASN)使用条码。然后可以将 SSCC 用作
ASN 中提供的额外物流信息的参考索引。
可以在 www.gs1.org 找到关于 SSCC 分配的额外信息。

6.4.

运输可追溯性的最低要求
提货单（BOL）和载货单是供应商或承运商创建的纸质文件，并随货物或订单发送给产品接收方。提货
单是 法 律文 件 ，总 结 了 关 于待 运 输货 物 的信 息 。 载 货单 文 件描 述 了单 独 的 订 单详 情 ，例 如 产品
GTINS、单个包装箱重量等等。预先发货通知（ASN）是供应商创建的电子消息，并使用电子数据交
换（EDI）发送给产品接收方，电子数据交换传达与提货单和载货单相同的运输信息。
所需的可追溯性数据要素对所有肉禽业产品相同，包括可变重量和固定重量、冷藏、冷冻和耐储藏产
品。最佳实践方法是在纸质提/载货单和电子 ASN 中包括以下数据要素；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批号或序列号。
此外，也可以包括其它有用的信息：
 库存单位 (SKU) 或其它供应商产品标识参考号；
 生产日期（如果产品用于零售商店加工或食品服务用途）；
 销售日期或保存日期（如果为立即装箱或立即消费产品）；
 国家确立编号；
 原产国贴标声明或 ISO 国家号码。
运输信息包括定义订单中运输、订购单、托盘和包装箱之间关系的能力，以及追溯和物流管理数据。这
些关系应当在每一条电子消息中清晰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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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给出了可追溯性信息的数据模型和这些信息与每一层级追溯对象的关系。

6.5.

保持活体动物供应商的可追溯性
活体动物供应商使用各种物流单元发送产品。每一个物流单元应当能够单独追溯。用于确保可追溯性的
信息包括：
 供应商身份；
 准确的兽群/圈/舍信息，取决于所收到的动物的种类；
 订购单编号或接受活体动物的活体动物接收单；
 接收日期；
 承运商名称和拖车编号；
 动物数量。

货物产品批次必须可追溯。每一批动物的标识码要与输出产品的 GTIN 和批号相关联。

6.6.

保持其它输出产品的可追溯性
供应商和零售商在生产工艺中使用包装材料、佐料、腌泡汁和其它产品输入。这些产品批次必须可追
溯。每一批产品的标识码要与输出产品的 GTIN 和批号相关联。
来自其它供应商的产品必须通过 GS1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GTIN)和供应商提供的批号进行标识。品牌所
有者负责对追溯的每一个产品分配 GTIN（例如，所有产品的配置），并且必须在加工或交易之前记录
在供应商的内部系统中。
GTIN 和批号或序列号信息显示在单独的包装箱标签上。每一个输入产品的 GTIN 和批号或序列号必须
与输出产品的 GTIN 和批号相关联。

7.

保持可追溯性的最佳实践方法
追溯过程实际上是一条非常脆弱的链条。因此，它对供应商、零售商、经销商、批发商理解收集和维护
产品信息的价值非常重要，以支持“向上一步/向下一步”追溯。
对供应商、零售商、经销商、批发商保持可追溯性的最佳实践方法是通过直接扫描来自包装箱和/或消
费单元条码的信息，获得所有可追溯信息，并储存在它们的系统内。扫描能够采集、储存和检索信息，
而不需要肉眼查看人工可读的信息和将此信息键入系统。
虽然扫描从库房到商店的包装箱的过程在今天是例外情况，但是越来越多的零售商、经销商和批发商正
在采用此过程收集和储存支持可追溯性所需的最低限度产品信息。在产品进入分销中心、从分销中心运
出、在零售商商店接收时、或在打开处理或向消费者展示时对产品进行扫描。
对于零售商、批发商或经销商，最佳实践方法是模仿对供应商可追溯性最佳实践方法推荐的产品信息数
据要求。产品在供应链内流动的情况越全面，可追溯性过程中所用的信息就越精确。
采集可追溯性数据对成功的可追溯性过程至关重要，关键追溯事件标出了的在这一过程中的核心商业过
程。下图描绘了肉禽业供应链的这些关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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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类和家禽类可追溯性的重要追溯事件
动物，原材料，成分和包装的
接收

案例数据
产品接收

供应商

产品制造
包装/托盘配置

SSCC
接收日期
原始 GLN

运输

产品成分

经销商/批发商

处理厂
接收

接收

GTIN
批次/序列号
产品制造

产品制造
托盘配置
GTIN
批次/序列号
产品运输

包装/托盘配置
运输

运输

SSCC
运输日期
目的地 GLN

接收
分销中心

托盘配置

零售商和经销商可以
选择在 DC 运输点或
商店或操作员接收点
扫描

托盘配置

运输
零售商

包装数据

接收

零售商

SSCC
GTIN
批次/序列号/数量

产品制造
包装

POS 端

对店内加工、可立
即上架产品出现的
产品制造和包装事
件

POS 端交易

GTIN
销售日期
购买日期

图 35 – 肉禽业可追溯性的关键追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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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总结了可追溯性和后勤数据，这些数据通常由供应商针对下文注明的关键追溯事件收集和向每一个消费者报告：

Supplier

Trading
Partner Data Requirements
贸易伙伴数据需求

客
户

Customer Database

AN – As Needed

供应商扫描托盘
Supplier Scans Pallets to
Shipment
& Ships Product
并将产品运输到
to Customer
客户

Configures

Customer Receives
客户接收卡车并将
Truck @ Door and
提货单与订单匹配
Matches Bill of
Lading to Order

Customer Places
客户将产品
Product in
入库
Inventory

EDI

案例：
Case
GTIN

GTIN
冷藏

COOL
批号/序列号

Batch/Lot/Serial #
USDA

USDA #
收获日期

Harvest Date(AN)
贸易项目数量

Trade Item Qty
产品日期

Product Date(AN)

Trade
Item UOM
贸易项目
UOM

Sell-By Date(AN)
销售日期

Weight
(VM)
重量

Use-By Date (AN)
保存期

Data Sync Info
数据同步信息：

GTIN
GTIN

MFG Product Identifier
MFG
产品标识符

Product
Desc
产品描述

Shelf Life

Variable or Fixed Weight
保质期

Weight for Standard
可变或固定重量
Weight
标准重量

Ingredient
成分

Pallet







托盘：
SSCC
SSCC
GTIN
GTIN
Batch/Lot/Serial #
Trade Item Qty
批号/序列号
Trade Item Unit of
贸易项目数量
Measure
贸易项目单位

Load









Order Number
装载：
SSCC
订单编号
Carrier
SSCC
Seal Numbers
承运商
Date of Shipment
密封编号
Appointment Date/
运输日期
Time
Ship To Location
任命日期/时间
运送位置








Load

Pallet

装载：
Order Number
SSCC
订单号
Carrier
SSCC
Seal Numbers
承运商
Date of Receipt
密封号
Receiving
接收日期
Location
接收位置

 托盘：
SSCC

GTIN
SSCC

Batch/Lot/Serial
GTIN
#
批号/序列号

Trade Item Qty
贸易项目数量

Trade Item Unit
贸易单位
of Measure

VW – Variable Weight

图 36 – 贸易伙伴数据需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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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接收
Customer
Receives
托盘 Pallets

EDI Providor
提供商
Receive
接收和发送
s and
ASNDelivers
ASN

数据同步
Data Sync
Data Storage
数据储存和
and Delivery
发送

供
应
商
数
据
库

客
户
数
据
库

Supplier Palletizes
供应商按照托盘
Cased Product on
配置将产品装托
Pallets and

客户数据库增加数
Customer Database
Populated with Data
据同步信息
Sync Info

Supplier Database

EDI & Data
Sync

EDI&

数
据
同
步

供应商生产
Supplier Produces
产品Product

产品信息集合
Product Info Set
Up With Data
由数据同步服务提
Sync Service
Provider
供商更新

Customer

供
应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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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Case
GTIN
GTIN
Batch/Lot/Serial #
批号/序列号
Harvest Date (AN)
收获日期
Product Date ((AN)
产品日期
Sell-By Date (AN)
销售日期
Use-By Date (AN)
保存期
Weight (VW)
COOL
重量
USDA #
冷藏
Trade Item Qty
贸易项目数量
Trade Item UOM
贸易项目 U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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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消费单元可追溯性的最佳实践方法
2010 年 1 月首次采用了 GS1 Databar 条码。这是新的条码符号标准，允许在消费单元条码中承载
多达 74 位字符或 41 位字母/数字字符信息。在采用此符号系统之后，可追溯性所需的所有产品信息
都可以编到条码中。将人工可读信息与可扫描信息结合不再是必须的。使用 GS1 Databar，可将所
需的可追溯性数据可以标识在每一个包装上。
根据产品种类的不同，采用时间将在 2010 年到 2014 年之间。易腐坏物质、医药品和优惠券将首先
执行，为了建立它们的要求，已经开展了几年工作。随着肉禽业 GS1 标准的最终确定后将开始采
用。
GS1 Databar 符号系统将使肉禽业放弃针对零售商的 UPC-2 类条码，这种条码不支持对可追溯性至
关重要的 GTIN 和其它数据要素的编码。在消费单元层级实施 GS1 Databar 将极大的提高通过电子
方式采集可追溯性信息的能力。应当编码到 GS1 Databar 中的关键可追溯性数据要素包括：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AI “01”)；和
 批次控制日期 [销售日期 (AI “15”), 保存日期 (AI “17”), 生产日期 (AI “11”), 或包装日期 (AI
“13”)] 或批号(AI “10”)。
下表总结了以人工可读格式、可扫描消费单元 GS1 Databar 条码和以电子商务预先发货通知格式提
供可追溯性而必须给出的信息：
数据要素
? = 强制

扫描长度

SCAN

ASN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GTIN) (AI “01”)

2+14





销售日期 (YYMMDD) (AI “15”)
或 保存期 (YYMMDD) (AI “17”)

2+6





或 批号 (AI “10”)

2+N





Scan = 使用 GS1 Databar 条码编码
ASN =预先发货通知/发货通知声明;
AI = 应用标识符

图 37 – 最佳实践方法消费者层级的可追溯性数据要求
请注意，GTIN 和一个批次控制日期通常包括在 GS1 DataBar 中。这样做的原因是产品标识需要
GTIN，在管理产品保质期中其价值需要批次控制日期。供应商也在消费者层级召回和跟踪固定重量
和可变重量产品时有效的使用批次控制日期。
一些消费者层级的产品，例如新鲜的托盘包装家禽，产品通常来自多个不同的批次，并在销售或保
存期之前将它们整合到多个批次内。在这些情况中，批次控制日期是供应商用于召回产品的要素。
因此，为了可追溯性，GS1 DataBar 条码中需要 GTIN 和批次控制日期。
但是，当供应商在消费者层级使用批号召回和追溯产品时，应当将批号包括在 GS1 DataBar 条码
内，并在销售时采集。在这些情况中，为了可追溯性，GS1 DataBar 条码中需要 GTIN 和批号，并
且为了库存管理，也需要批次控制日期。GS1 Databar 条码可能含有用于与可追溯性无关的用途所
用的其它应用标识符，例如商品的重量和扩展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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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日期

产品说明

重量
扩展价格
销售日期

供应商公司名称

人工可读数据
可扫描数据

图 38 –具有 GS1 Databar 条码的消费单元标签的最佳实践方法
如需了解关于 GS1 Databar 条码的更多实施信息，请登录 www.gs1.org

7.2.

包装箱层级可追溯性的最佳实践方法
通过以电子方式采集包装箱的可追溯性信息，并将该信息与产品在供应链内的所有移动相关联，实
现零售商对包装箱可追溯性的最佳实践方法。通过条码或 ASN 采集的包装箱层级的可追溯性属性如
下，这些信息可以以电子方式储存，并按需要检索：

数据要素

扫描长度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GTIN) (AI
“ 01”)
批号 (AI “10”)
连续的包装箱代码 (AI “21”)*

可变重量
Scan
ASN

固定重量
Scan
ASN

2+14









2+12 最大
2+12 最大

*


^


^


^

Scan = 条码编码; ASN = 预先发货通知/发货通知声明; AI = 应用标识符
* = 当出现在包装箱上，并且对可追溯性有用时使用序列号，如果包装箱上没有序列号时使用批号。
^ = 当出现在包装箱上，并且对可追溯性有用时包括序列号

图 39 –可追溯性的包装箱层级数据要求
下图 41 给出了肉禽业可追溯性信息的最佳实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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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重量
可立即装箱消费品
读取和储存外箱
GTIN 和批号或序
列号

含有以 GTIN 和销售日期编
码的 GS1 Databar 条码的消
费产品

展示柜

可变重量
可立即装箱
消费项目

销售点
POS 系统应当能读取
GS1 Databar
POS 系统应当读取和储
存 GTIN 和销售日期

含有以 GTIN、销售日期、
重量、和扩展价格编码的
GS1 Databar 条码的消费产品

可变重量
店内加工
消费项目
店内加工消费商品必须用以 GTIN、销售日期、
重量、和扩展价格编码的 GS1 Databar 条码包装
和标记

图 40 – 可追溯性最佳实践方法

7.3.

采集供应商产品数据
对于零售商、批发商和经销商，最佳实践方法是以电子方式采集来自供应商的物流单元和产品信
息，以保持可追溯性和管理产品库存。在供应链中对标记产品（GTIN）和托盘（SSCC）使用 GS1
国际标准是在整个供应链内保持产品可见性的主要因素。SSCC 唯一的标识了每一个托盘，并使用
可从多家供应商获得的预先发货通知（ASN）信息，它也可以用于访问该托盘上所有包装箱的信
息。
当全部托盘数量从库房运输到零售店时，通过扫描来自托盘的 SSCC 和使用来自 ASN 的信息，对
批发商或经销商提供了可追溯性信息。如果从供应商接收开始就没有重新配置过托盘，则在接收过
程中收集的原始信息（例如，与 ASN 信息相关的 SSCC 的扫描）可用于支持可追溯性。托盘配置
的“所有者”负责与托盘上配置的产品相关的精确性和属性。
在肉禽业内，采集的人工可读信息与电子扫描一起使用。因此，可执行性过程依赖于电子和人工可
读的可追溯性信息。最佳实践方法是在分散产品时扫描包装箱，以将包装箱与消费单元相关联。

7.4.

到商店的外运产品
零售商、批发商和经销商应当获得关于从库房到商店的外运产品的信息。该信息可以在产品移动的
任何点采集，例如从库房外运到商店，在到达商店时，或在将产品分散为新的消费单元或装入自助
显示包装箱内时。为了提供可追溯性，零售商、批发商和经销商应当在发送给商店的每一个订单内
标识 GTIN、批号或序列号和包装箱数量。这支持在供应链追溯产品的“向上一步/向下一步”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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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预先发货通知
预先发货通知(ASN)是从供应商发送到接收方的电子数据文件，可以用作包装箱扫描的有效备用方
法。零售商可以处理 ASN，以采集托盘上每一个包装箱的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SSCC）、GTIN、
包装箱序列号和/或批号。当收到货物时，使用 ASN 的零售商需要扫描每一个托盘中的 SSCC，而
不是单独运输中的每一个包装箱。
类似的，分散托盘和重新将包装箱堆放到外运托盘上的经销商或零售商应当扫描包装箱条码，并创
建发送给产品的下一个接收者的新 ASN。在这种方式中，产品的可追溯性信息的流动总是可以有效
的用于供应链中的所有伙伴。
下图 42 给出了零售商在包装箱层级使用 ASN 的可追溯信息的流动：
订单组合
（供应商）
标识案例
GTIN
批号或序列号
按信息
建立托盘

分销中心接收
（零售 DC）
接收 BOL 单据

扫描托盘 SSCC
编号

DC 订单选择
零售 DC
处理商店选择列表

在订单选择期间扫描 GS1
-128 条码
建造托盘

以物流单位标识
托盘

创建 EDI 货运通
知

运输
供应商
随货物发送 BOL 到
DC/商店

将 EDI 运输通知
转交给零售商

处理 ASN，产生
GTIN 的条目列表和批
号/序列号列表

以物流单位标识托盘

创建 ASN，用于商店运输
商店接收
零售商店

创建商店运输单据

接收 BOL 单据

扫描托盘 SSCC
编号
处理 ASN，产生 GTIN
的条目列表和批号/序列
号列表

交易
零售 DC
随货物发送 BOL 到 DC/
商店
将 EDI 运输通知转交给
零售商

图 41 – 包装箱层级可追溯性的最佳实践方法

7.6.

RFID 技术的潜在贡献
射频标识(RFID)在供应链的物流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当用于产品体系的包装箱层级时，RFID 技术
可能成为对提供可追溯起到贡献的技术。
RFID 的主要优点之一是能够以被动方式在供应链的各个点追溯产品。RFID 技术能够看到正常营业
活动期间产品的移动，而不需要劳动力和物流人员的特殊扫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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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技术涉及到布置在物流链中关键点的无源 RFID 标签和标签阅读器组合，用于采集来自标签的数
据。通过使用从这些关键控制点采集的数据，商业用户可以在整个供应链内追溯产品的移动，而不
需要人的干预。

7.6.1.

产品电子代码
RFID 标签使用标准化方法标识产品和在标签通过供应链时读取及写入标签信息，这种 RFID 标签是
符合产品电子代码（EPC）的标签。EPC 标签可以含有多个不同类型的数据，包括：
 GS1 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 (SSCC)；
 GS1 全球位置代码 (GLN)；
 系列化 GTIN (SGTIN)；
 全球可回收资产标识符 (GRAI)。

通过与 EPC 标签一起使用的数据类型，系列化的 GTIN 最有可能对肉禽业产品的追溯带来好处。

7.6.2.

系列化 GTIN
系列化 GTIN 或 SGTIN 是 GTIN 和序列号的组合。SGTIN 标识了产品的特定实例，而不仅是 GTIN
那样所标识的产品。换句话说，SGTIN 标识了特定产品的特定包装箱，这取代了标识同类包装箱的
产品。

7.6.3.

用于 RFID 的电子通信
为了发挥 RFID 技术的全部优点，所有贸易伙伴必须在供应链内自由的交换关于标签的信息。通过
RFID 标签信息的自由流动，所有贸易伙伴可以在任何给定时间了解他们所负责的产品的位置。

7.6.4.

RFID 结论
虽然 RFID 在将来有潜在的优点，但由于操作和实施的成本，它目前还没有被作为全球追溯产品的
可行方法。但是随着成本的降低，这种技术在将来可能成为可行的备选方法。

8.

肉禽业召回

8.1.

召回目标
可追溯性的主要目标是迅速和准确产品召回。任何召回的最高目标是确保从供应链快速和方便的移
除目标产品，并且这些产品不会被消费者消费。第二个目标是尽量减少作为召回的一部分而需要从
供应链移除的非目标产品的数量。有效追溯或召回请求要求使用唯一的标识码标识目标商品。
请注意，进口/出口管理局将产品召回和退市定义为两种不同的情况。

8.2.

召回定义
包装箱末端标签是印刷标签，附在产品包装箱上，说明了关于包装箱内产品的特定批次的信息。
包装箱末端面板 是包装箱末端标签所附的包装箱侧面，该侧面通常是包装箱表面最短的垂直表面。
包装箱末端面板也含有印刷的非特定批次信息，例如供应商的名称和地址。
包装箱产品是没有从供应商的运输集装箱中移除的产品，通常是包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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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可读信息印刷在包装箱末端标签或包装箱末端面板上，其尺寸足以方便的阅读和理解，而无需
特殊培训或具有编码值或句法知识。
退市 是公司撤销或改正涉及到违规（不是对产品掺假或贴假标签）的产品。
召回 是当有理由认为产品掺假或贴假标签（按照联邦肉类检查法案（FMIA）或家禽类产品检查法案
（PPIA）的规定）时，公司从贸易中撤销已经销售的肉类或家禽类产品。
召回通知 是供应商向零售商或经销商发出的通知，该通知提供了足够的产品标识信息，以使零售商
或经销商从供应链中有效的标识和移除目标产品。
可扫描信息 是编码在条码中的信息。
范围 是被召回的产品的范围。

8.3.

召回原则
总的来说，供应商应当向批发商、经销商或零售商提供必要的信息，以迅速和有效的从供应链移除
目标产品，而与零售商或经销商的技术水准无关。为了精确的描述召回范围，所提供的信息必须足
够明确，信息说明了产品和/或产品的批次，或者发送产品的位置和时间。
为了确保在发生意外时有所准备，每一家公司都应当配备追溯团队，并定期模拟召回事件，以测试
他们的追溯过程和系统的有效性和及时性。

8.4.

一般召回步骤
希望发起召回请求的贸易伙伴至少必须与他们的贸易伙伴交流产品标识和下文所列的额外信息，并
在可行时帮助检索目标产品：
 产品标识或产品属性；
 受影响的贸易伙伴；
 产品位置；
 交货日期和时间阶段。

对贸易伙伴的通知应当包括能够使贸易伙伴标识产品在他们的分销系统内位置的所有必要信息。反
过来，贸易伙伴应当向供应商指出产品在供应链内已经移动了多远，并明确的说明消费者是否已经
接触到任何目标产品。
如果消费者接触到了目标产品，则应当发起公开召回通知。假设如果目标产品到达了商店货架，则
消费者就接触到了目标产品。如果可行，供应链伙伴应当直接联系购买的消费者。
供应链中剩余的任何目标产品的处理指导应当由供应商决定。一般这涉及到产品的销毁或者返回供
应商工厂。

8.5.

召回范围
召回范围通知应当尽可能具体到在特定日期和时间在单个工厂生产的单个产品，或者尽可能包括供
应商生产的所有产品。例如，召回通知可以包括：
 给定工厂的所有产品，不管 GTIN 或 生产日期；
 给定 GTIN 的所有产品，不管生产日期；
 给定 GTIN 的所有产品，在特定的日期范围内生产；
 给定 GTIN 的所有产品，在特定工厂的特定日期范围内生产；
 给定 GTIN 的所有产品，在特定工厂特定生产线的特定日期范围内生产；
 给定批号或序列号范围的给定 GTIN 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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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各方数据的结合，例如产品 GTIN 和贸易伙伴的 GLN，以及关于产品实际流动的交易数据，
将有助于成功的召回目标产品。

所需产品信息的颗粒度依赖于召回请求的范围。我们的建议是，信息至少包括 GTIN 和批号或序列
号。
对于零售商、批发商和经销商，通常使用两种方法标识目标产品：
1.

人工可读标识，其中一名雇员负责肉眼识别哪些包装箱或零售包装需要从商店、冰箱、
服务包装箱或冷藏室移除；

2.

电子标识，其中从包装箱条码采集的信息或来自供应商电子消息，用于识别哪些包装箱
或消费品包装需要从库房或分销中心（DC）或商店移除。

通常而言，人工可读信息和电子标识的结合用于找到供应链内的所有产品。例如，对于具有给定
GTIN 的给定批号或序列号的召回，零售商、批发商或经销商的雇员可能在冷藏室或库房内肉眼检查
产品包装箱，以找到目标产品，或库房经理使用库房库存管理系统找到储存的目标产品。
通常零售商将使用人工可读标识和电子标识找到供应链内的所有产品。例如，对于具有给定 GTIN
的给定批号或序列号的召回，零售商的雇员可能在冷藏室内肉眼检查产品包装箱，以找到目标产
品，并且库房经理将使用库房库存管理系统寻找储存的目标产品。
理论上，电子标识可以作为定期库存管理过程的一部分实施，这依赖于零售商经营内的扫描范围。
如果零售商扫描包装箱在产品进一步处理和包装之前离开了零售商的分销中心，并且在销售点扫描
消费单元上的 GS1 Databar，则零售商很有可能在零售商的分销系统内发现目标产品的存在及位
置。

更可能的情况是人工可读标识和电子标识相结合，或者甚至只有人工标识。标识将完全可读的，如
果零售商的 DC 或生产中心不具备扫描能力，那么标识将是完全可读的。此外，如果零售商们在
POS 端没有实现 GS1 DataBar 条码的使用，那么必须通过人工标识去除产品。

供应商有责任发起召回，并提供人工可读和可扫描产口标识信息给贸易伙伴，用以支持被召回商品
人工可读和电子标识的同时使用。

8.6.

物流信息
对于所有的产品召回，无论范围，供应商必须提供给批发商、零售商或经销商产品交付的物流信
息，供应商们必须为所有召回产品提供下列物流信息：
 运输公司的名称和地址；
 运输目的地商店或 DC 的 GLN；
 运输物流单元数量；
 交货日期，以及交货时间和闸口（如果有）。

8.7.

扫描数据
对于所有产品召回，无论范围，供应商必须为批发商、经销商和零售商提供包含所有的产品层级适
用的条码在内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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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

条码类型

条码数据

包装箱

GS1-128

GTIN和批次/批号/序列号

固定重量消费单元

UPC-A

GTIN

可变重量消费单元

UPC-类型2

参考代码

固定重量和可变重量消费单元

GS1 Databar

GTIN和批次控制日期或者
批次/批号

*GS1 条码通过后可利用

图 43—可扫描召回

8.8.

批次/批号和序列号范围
在产品召回的情况下，供应商将提供产品批次/批号或序列号给批发商、分销商和零售商。当猜测值
位于一个范围内时，供应商应该给出批次/批号或序列号可能的起点和终点。
产品召回的难易程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被召回产品能否被识别。提供不连续的批次/批号或包装箱序
列号，将比连续的批次/批号或序列号显著增加产品的实际召回的复杂性。这也增加了所有召回产品
未能从供应链中移除的可能性。
如果供应商不能提供一个单一的或有限的数字序列给分销商或零售商，应提供其他可追溯性信息，
如批次控制日期（如生产或销售有效期）或建立数量。虽然这会增加未召回产品被移除的可能性，
但零售商、分销商、批发商要能够得到这些产品信息，以确保所有目标产品和所有消费者的安全。

8.9.

人工可读信息
供应商需提供的人工可读的信息依据召回范围的不同而不同。供应商必须向批发商、分销商和零售
商提供消费单元信息，以及包装箱信息，以此来快速并有效辨识并从商店冷柜或消费者展架上移除
目标产品。供应商所提供的信息必须详细，这样在召回情况下零售商工作人员才可以准确记录召回
范围。以下为包装箱或者消费单元层级进行召回时典型的需提供的人工可读信息：
 供应商公司名；
 供应商产品编号或项目编码；
 包装箱层级产品描述；
 建立数量；
 日期信息。

9.

总结
肉禽业可追溯性可在供应链基础端实现，每一贸易伙伴均可通过 GLN 辨别，其产品则可通过 GTIN
和批次/批号或序列号辨别。GS1 标准可电子处理其可追溯性信息，且外箱扫描、预先发货通知、在
POS 端使用和扫描消费包装上的 GS1 DataBar，将加强肉禽业产品在供应链中追溯和召回的有效
性。
在可追溯过程中采用 GS1 DataBar 和 GS1-128 条码对 GTIN 和批次/批号或序列号进行编码为追溯
系统的成功奠定基础。此外，与你的贸易伙伴采集、储存并分享信息能提高追溯过程的及时性和准
确性。
要使该过程成功，负责处理、包装和贴标的贸易伙伴应确保所有的输入产品批次与输出产品相关
联，这样在供应链中追溯产品流时才不会产生断点。对可追溯性的最小要求常依赖于人工可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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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但对供应链合作伙伴来说，最佳的实践方法是建立追溯过程，在从农场到终端消费者的供
应链全部过程中，允许所有层级的产品追溯信息的电子数据采集、储存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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