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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行业不断发展优化业务流程，满足消费者需求。如今，消费者对于购买食品的了解增
多，要求也有所提高。随着食品安全重要性日益凸显与消费者对产品追溯的了解，确定并调整行业惯例与标准，
加强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流通渠道参与者追踪并溯源整个供应链中产品的能力显得愈发重要。
这份指南是国际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协会、国际乳制品协会、GS1 US与私营公司战略合作的成果。上述
私营公司自愿参与其中，简化公司采用并执行GS1标准的过程。GS1系统自1973年开始使用，旨在克服利用公
司、机构或行业特定编码系统的局限性，提高贸易效率，更加积极地回应全球市场消费者的需求。文件认为采用
合理的程序、检查与测试，可以减少问题、降低不可预见的复杂影响，有效达到预期结果。虽然GS1标准以用户
为主导、无版权税并且适用于全球，但是上述标准的采用是自愿而非强制的。贸易伙伴之间的协议可以替代具体
推荐建议。

1.1. 文件目的与范围
消费者希望获得安全、营养的食品，同时希望供应链的所有参与者采用有效做法， 可以在疑似或确认出现潜在
有害产品时快速确认、定位并召回产品。 保证复杂的全球供应链可以采用有效做法始终是一项挑战。为此，已
经制定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溯源性应用指南，推进采用统一行业惯例，有效管理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
食品行业的溯源性。这份指南参考之前“行业路线图：建立未来新鲜食品供应链”公布文件中的信息
（http://www.gs1us.org/industries/fresh-foods/tools-and-resources)，但是同样提供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
品行业部门具体溯源性应用的额外细节信息。
2002年生物恐怖主义法案要求建立并管理记录，确认食品（包括包装在内）的直接前期来源与直接后期接收者的
联系方式与产品数据（向前一步，向后一步）。2011年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确认生物恐怖主义法案，预计针对高
风险食品会提出额外记录的要求。在这份文件出版时，详细规定高风险食品鉴定或额外追溯要求额外信息并未公
布。
这份指南推荐了另一种执行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加工/制造到销售或服务整个过程的鉴定与追踪最佳做
法的自愿方法。
此份指南内容规定了流通渠道参与者之间信息共享的最低要求和最佳方式。此份指南：


解决自加工到消费者销售或服务的追溯行为，支持关键追踪事件（CTEs），包括：
o

产品制造

o

产品转换

o

产品运输

o

产品接收

o

产品单元消耗 (消费者销售 / 消费 /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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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人类消费的所有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




适用于所有产品层级，包括装运物流单元信息、批次、托盘、包装箱、消费单元及含有数据元素的原料等。
包括所有美国流通渠道参与方：制造商、加工商、供应商、进口商、出口商、批发商、分销商、食
品零售商、食品服务运营商及第三方提供者。

可视性有利于流通渠道参与者加强供应链的商业流程，包括追溯。产品流通过程的可视化能够服务于其他业务目
的，包括：


产品召回/市场召回



法规遵从



公共健康追踪



安全与质量保证



可持续性



订单管理/库存准确性



运营优化

这份文件旨在为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行业成员提供指导，不论公司规模大小或技术复杂程度，发展并调
整业务流程，开展整个流通渠道的产品追踪。
推荐指南以服务于供应链管理与产品标识的GS1全球标准为基础。上述标准由行业参与者在四十多年前制定，
旨在优化全球供应链的商业实践。

1.2. 文件使用指南
步骤一: 如果贵公司尚未接触溯源性或GS1全球标准，请阅读章节二中“关键追溯标准”部分的内容，该部分整
体介绍了GS1标准、产品层级与条码使用。
步骤二：阅读章节三，掌握追溯原则、关键追踪事件与关键数据元素的相关内容。
步骤三：阅读章 节 4 . 1 的内容，决定贵公司在供应链的角色。
步骤四：回顾所有角色的完整指导，切实理解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行业流通渠道的溯源性流程。
步骤五：开始执行，使用参考文件与附件进行帮助。用户应该保证理解政府、行业与贸易伙伴对服务市场的具
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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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文件适用对象
这份实用性指南针对负责执行公司运营与供应链追溯的人群。文件为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制造商、出口
商、批发商、供应商、分销商、零售商、食品服务运营商和第三方服务提供者的提供追溯指导。但是，上述追溯
实践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规定食品服务经销商、食品服务运营商、出口商和进口商相关。指南同时适用于上述公
司。

2. 关键追溯标准
2.1. GS1 全球追溯标准
GS1 标准是“通用商务语言”，提供支持追溯商业流程所需要的框架。上述行业最佳做法应用指南基于GS1全球追
溯标准。上述标准由行业制定，定义被全球接受的唯一标识方法：


贸易伙伴 (供应商、公司、消费者与第三方提供者)

 贸易地点 (包括任何物理地址点，例如制造商、分销商、仓库、包装线、储存设施、接收港口或商店/餐馆)


公司使用或制造的产品



公司接收或发送的物流单元



境内与境外装运货物

GS1全球追溯标准同样规定必须收集、记录与分享的重要信息，以确保“向上一步、向下一步”追溯。标准适
用于全球各地不同规模的公司。
虽然GS1全球追溯标准实施可能独立于任何具体技术应用，但是最佳商业实践要求各个包装层级采用条码，包括
装运物流单元、托盘、包装箱和消费单元。进一步鼓励公司自愿采用电子信息方式交换重要业务信息。上述技术
将在下面章节介绍。
GS1 US支持采用并执行GS1全球标准，向机构提供实时、精确的内部资产与供应链产品信息。GS1 US携手国
际乳制品、熟食品和烘烤食品协会与国际乳制品协会，提供重要资源，帮助贵公司了解同供应链伙伴实施追溯的
最有效方式。GS1 US同样可以帮助贵公司联系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行业技术提供者。
如要获取全球追溯标准，请访问 http://www.gs1.org/trace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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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GTIN®)
什么是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GTIN）是一种标准化、全球唯一标识供应链贸易项目的代码。如果要求保证订单、发票、价
格或接收产品的精确性，那么全球贸易项目代码是最基础的条件。全球贸易项目代码是链接多个商业实践（包括
追溯）的通用语言。

公司产品如何采用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产品以某品牌名义出售，品牌拥有者应该负责从当地GS1成员组织处获得GS1厂商识别代码，并分配全球贸易项
目代码。品牌拥有者通常拥有所出售产品的标签。同样包括非品牌包装（例如私人标签）。
如果公司制造产品，但公司不是品牌所有者，那么公司必须联系品牌所有者并使用他们的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如果公司是品牌所有者，公司需要生成全球贸易项目代码的话，那么第一步就是联系当地GS1成员组织并且申
请GS1厂商识别代码。GS1厂商识别代码是在全球范围内唯一标识公司，同时也是所有分配的产品编码的基
础。公司随后采用GS1厂商识别代码为所有产品与包装分配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GTIN - 14 = 14 总位数
指示符
N1

校验位
N2

GS1厂商识别代码 & 项目代码
N3 N4 N5 N6 N7 N8 N9

N10 N11 N12 N13

N14

图一 – GTIN-14代码结构
如果公司接收其他公司产品并混合商品或原料之后，以公司名义出售商品，公司随即品牌拥有者，必须分配使用
该公司GS1厂商识别代码的全球贸易项目代码。这同样适用于“深加工”产品，商品成分变化之后成为另一种商
品。更多细节参见章节5.4，“深加工”产品定义参见词汇表。
了解更多全球贸易项目代码分配，请访问：http://www.gs1us.org/resources/standards 。

2.3. 产品层级与条码使用
当今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行业采用许多符号或数据载体用于标识在供应链中流通的产品。采用数据载体标
识的信息层级由于采用的条码符号而不同，所有条码除了以2开头的标识变量产品的UPC码之外，均包括全球贸易
项目代码，以2开头的UPC编码包含零售商具体的项目参考代码，也不是全球唯一。该文件的目的，美国乳制品、
熟食品与烘烤食品流通渠道建议不同产品层级使用下列条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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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型
托盘
(装运物流
单元)
定量与变量

推荐条码

条码示例

带有应用标识符的
GS1-128 条码
AI (00) 编码
采用sscc
(系列货运集装箱代码)

包装箱: 选项

GS1-128 条码

一 （手提袋、

采用GTIN-14

容器）

允许添加有效期、

定量与变量

净重、数量与批号
等附加数据

包装箱：选

ITF-14 条码

项二(纸箱、

采用GTIN-14

包装)
定重

消费
单元
定量

UPC-A
采用GTIN-12
（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应使用GTIN-13条码）

消费
单元
(店内码)

UPC-A条码
采用UPC条码系统
2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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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单元
定 量 和变
量

GS1 databar
扩展层排式条码
采用
GTIN-14
允许添加净重、保质期与
批号等数据

图2 - GS1 条码产品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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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GTIN分配通用原则
GS1公布全球贸易项目代码分配与管理通用指南。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流通渠道产品特征不同于耐储存食
品，因此必须提供附加全球贸易项目代码分配指导。除通用分配指南外，制造商、加工商与品牌所有者应该根据
下列原则分配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为不同包装类型，例如定量或变量及店内加工产品分配不同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为不同冷藏状态的市场上销售的产品分配不同的GTIN,（例如，产品通常不止一个状态销售（例如耐储
存、冷冻产品），为每个冷藏状态分配不同的GTIN。



为不同的市场声明或产品方法（当这些特点对于购买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特点时）的产品批次分配不
同的GTIN（例如，深加工、批量产品、有机产品等）。



为不同产品配置分配不同的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更多全球贸易项目代码分配原则见：www.gs1.org/1/gtinrules

2.5. 指示符的使用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第一位数称作指示符，用于标识包装层级。指示符可以是1至8中的任何一位。以图2包装箱为
例，选项二显示GTIN-14的指示符为2。变量包装指示符必须是9。
指示符用于确保同一商品不同包装形式的唯一性。例如商品可以单独出售，也可以6件小箱出售或者一箱中四个小
箱（24件）出售。所有三种形式采用相同的GS1厂商识别代码，相同的项目代码，但是指示符和校验位会有所不
同。

2.6. 批号与包装箱序列号使用
所有制造商应该为其制造的产品分配批号（此处批号与批次号两者同一概念）或序列号。通常不同公司的批号内
容、排列与格式有所不同，取决于公司管惯例与期望的准确性。例如，一个批次可以代表一台设备一天生产的所
有产品或单一生产线/包装线在一个小时内生产的产品或者可以代表特定配方管理。行业最佳做法限制批次编码不
得超过一天产量。此外，需要注意保证达到其他管理批次编码要求，例如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监管的加热处理
的罐装食品。除批号之外，一些供应商同样为所有包装箱指定唯一序列号，记录各个批次包装箱序列号的首位与
末位。
谨记一点，即一个批次的产品范围也应是出现召回情况时需要处理的产品最低数量。当确定生产的不同产品的产
品批次范围的最佳实践时需要考虑到这一点
包装箱序列号可以在供应商包装时分配。序列号应该自动生成（例如，没有任何生产设备或生产日期与时间参考
的简单序列号）。但是，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将序列号范围与批次、生产设备、生产日期与时间等相关联，用于查
询包装箱时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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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公司如何唯一标识供应链上的产品？
多家公司采用库存计量单元（SKU）标识流通中的产品。虽然库存计量单元可以用于公司内部标识贸易项目，
但是不是全球唯一，因此不建议用于追溯中的产品标识。
最佳做法就是为所有贸易项目分配GS1的全球贸易项目代码，并且至少为某一特定产品的生产生成唯一批号。当
然，也可对任何贸易项目分配唯一的序列号，全球贸易项目代码适用于所有包装层级的产品，包括托盘、包装箱
或消费单元，从而保证上述包装层级在全球范围的唯一性。

2.8. 全球参与方位置代码的使用
GS1全球参与方位置代码(GLN)是由拥有GS1厂商识别代码的物理实体或法律实体对物理位置或法律实体分配的
全球唯一的位置标识代码。
全球参与方位置代码可适用于高级别以代表整个公司，但是同样适用于小级别，代表加工厂内具体设备或地址
等。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行业参与者至少应该为所有物理位置分配全球参与方位置代码，从而为追溯流程
提供全球唯一的位置标识。图3显示全球定位号码格式：

数据串格式
应用标识
符

414

GS1 厂商识别代码
位置参考号
--------------------------------> <--------------------------------N1 N2 N3 N4 N5 N6 N7 N8 N9 N10 N11 N12

校验
位
N13

物理位置标识–全球定位号码: 应用标识符(414) 全球参与方位置代码长度为13位数字字符。

图3 –全球参与方位置代码(GLN)
对于选择不分配GLN的企业，或者市场或者法规不要求GLN的参与方，批次产品的位置标识必须编入批次号中，
这可允许参与方秘密保存，以确保产品位置标识可以通过单个包装大的人工识读方式获取，以及箱子、托盘、运
输文件上通过人工识读和机器识读。图4显示批次格式：

数据串格式

应用标
识符
10

批号
X1 ------- 长度可变 ------> X 2 0

图 4 –批号格式

批号格式长度是20个字母字符。这可以由设备地点、日期等内部编码组成，用于把贸易项目与贸易项目追溯相关
信息联系起来。备注：应用标识符位于两个数据串之前。应用标识符将在章节6.1讨论。
更多全球位置码相关信息，参见： http://www.gs1us.org/resources/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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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追溯原则
在一条供应链内完成追溯流程要求相关参与方将产品物理与信息流连接起来。追溯流程采用行业标准保证可追溯
项目的标识达成一致。这支持整条供应链信息的可视化与持续化。
供应链追溯是两个互补商业流程的最终结果，即外部与内部溯源性。一方面，外部追溯包括贸易伙伴之间的产品
标识与运输信息沟通，另一方面，内部溯源性包括行业参与者制造新产品，例如进一步供应产品或混合时，将输
入产品与输出产品相联系。
外部追溯 –所有可追溯项目必须唯一标识，并且上述信息必须在所有相关流通渠道参与者之间共享。乳制品、熟
食品与烘烤食品行业外部追溯主要基于包装层级的箱包装及消费单元层级的包装层级。出于追溯目的进行产品标
识至少需要：


GS1全球唯一贸易项目代码（GTIN）；并且



批号（如果没有采用全球参与方位置代码，应该包括位置信息）。

为了确保外部追溯，可追溯产品标识代码必须通过产品标签、相关文件或电子商务文件与给流通渠道参与者进行
沟通。这将物理产品与追溯要求的必要信息连接起来。
内部追溯 –公司机构内部将原材料批次情况与成品批次连接的流程，形成内部追溯。
产品与其他产品组合、加工、重新配置或重新包装时，新产品必须拥有新的唯一产品标识（例如全球贸易项目代
码）。新产品与其原投入产品，例如调味料、浇头、馅料、原料及其他改变原料清单、包装材料与其他项目的附
加项目之间必须保持关联（可审计功能），确保溯源性。展示追溯项目批次标识的标签应该保留在包装上，直到
整个追溯项目被消费。这一原则甚至适用于可追溯项目是更大包装层级的一部分。
内部与外部溯源性 – 端到端或者全供应链追溯需要内部与外部追溯流程有效实施。每个贸易伙伴应该能够鉴别
可追溯项目的直接来源与直接接收者。这就是“向上一步，向下一步”的原则，要求流通渠道参与者采集、记
录、储存并分享最少的追溯信息，具体参见下面章节内容。为了在整条供应链中实现有效追溯：

任何需要向前追溯或后向后追踪的项目应确保全球唯一标识。

并且
所有流通渠道参与者应该实施内部与外部追溯。
实施内部追溯应该保证输入与输出之间必须连接。
端到端或 全链条追溯可以通过标识不同关键追踪事件（CETS）并采集上述事件产生的相应关键数据元素来实
现。关键追踪事件是标识核心业务流程（对成功追溯非常重要的追溯数据采集）的事件，通常发生在产品原产地
（制造、再包装、深加工等）或所有权转让时。关键数据元素是关键追踪事件过程中捕捉的数据，描述关键追踪
事件的内容、时间、地点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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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表格展示部分常见关键追踪事件与相应关键数据元素：

关键追踪事件
(CTE)

关键数据元素
(KDE)

例证

所有关键数据元素应该回答下
列四个问题：

聚合 （将分裂的项目聚合）

产品制造/再包

何物

装
产品唯一标识

-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与 批号
或
产品接收

源头 (创造唯一标识 –产品进入供应链)

-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
(SSCC)

分裂（打开包装/拆分）
转换 （重新包装包装、再重新贴标或深加工）
混合 (混合不同项目，例如混合液体牛奶)
订单到货与储存活动：
- 检疫或恢复隔离
- 储存地点放置

何时
关键追踪事件日期与时间

- 拣选

产品装运

何地
产品消耗 (消费、

订单准备活动：

位置标识
- 全球参与方位置代码

- 分段运输
- 装载

销售及/或处理)

何故
关键追踪事件描述
(发生了什么)

零售
食品
服务消费

图 5 – 关键追踪事件

下列案例展示模拟公司一系列交易当中的关键追踪事件与关键数据元素——Pilot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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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公司是一家奶酪制造商，生产640磅不同奶
酪。公司向Pilot Processing公司出售奶酪，Pilot
Processing负责把奶酪加工成小块并向多家零售
点、食品服务点与批发点出售。

Pilot Processing从ABC公司接收（原因）50箱全球
贸易项目代码30814141234566，批号08312012
（内容）的奶酪。通过威斯康星州Anytown五号
门，加工厂，其全球参与方位置代码
0614141000107（地点），接收时间是2012年2月
29日下午1点（时间）。

***********************************************************
第二天（时间），Pilot Processing把该产品，即50
箱全球贸易项目代码为30814141234566，批号
08312012（内容）的奶酪转移至全球参与方位置代
码为0614141000114（地点）仓库内的检疫地点，
并且提交样本进行质量检查（原因）。

3月10日（时间），产品运至加工区域，全球参与方位置代码是
0614141000128（地点），用于转换成小块奶酪（原因），全
球贸易项目代码是50614141345675，批号是SC20120910，共
计25箱（内容）。
第二日（时间），在加工区域（地点），15箱加
工成品中心包装（原因）成酒篮，全球贸易项目
代码是30614141673897，产品批号是
WB20120911（内容）。

接收者
GTIN 30814141234566
批号 8/31/012
数量 50 箱 日期 2/29/12
时间 下午 1 点
GLN 0614141000101
质量检验
GTIN 30814141234566
批号 8/31/2012
数量 50 箱 日期 3/1/12
时间 上午 8：30
GLN 0614141000114
产品转化
GTIN 50614141345675
批号 SC20120910 数量 25 箱
日期 3/10/12 时间 上午 10:00
GLN 0614141000128
重新包装
GTIN 30614141673897
批号 WB20120911
数量 15 箱 日期 3/11/12
时间 下午 2 点
GLN 061414000128

装运
GTIN 30614141673897
批号 WB20120911
数量 12 箱 日期 3/25/12
时间 上午 11：35
GLN 061414000135

***********************************************************
3月25日（时间）,12箱全球贸易项目代码是
30614141673897，产品批号是W B20120911（内
容）的酒篮运至分段运输区域，全球参与方位置代码
0614141000135 （地点），并且运至零售商XYZ处
（原因）。

处理
GTIN 50614141345675
批号 SC20120910
数量 2 箱 日期 3/25/12
时间 下午 3 点
GLN 061414000114

同一天（时间）， 两箱全球贸易项目代码是
50614141345675，批号是 SC20120910（内
容）块状奶酪返回至全球参与方位置代码是
0614141000114（地点）的检疫区域，因加工过
程中出现的缺陷进行销毁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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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总结上述活动过程捕捉的关键追踪事件(CTEs)与关键数据元素 。

供应链伙
伴

关键追踪事件
(CTEs)

关键数据元素 (KDEs)
内容

时间

地点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30814141234566
批号
8/31/2012
数量 50 箱

日期
2012.02.29
时间
13.00.00

GLN
0614141000107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30814141234566
批号
8/31/2012
数量 50 箱

日期
2012.02.29
时间
08.30.00

GLN
0614141000114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50614141345675
批号
SC20120910
数量 25 箱

日期
2012.02.29
时间
10.00.00

GLN
0614141000128

再包装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30614141673897
批号
W B20120911
数量 15 箱

日期
2012.02.29
时间
14.00.00

GLN
0614141000128

装运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30614141673897
批号
W B20120911
数量 12 箱

日期
2012.02.29
时间
11.30.00

GLN
0614141000135

处理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50614141345675
批号
SC20120910
数量 2 箱

日期
2012.02.29
时间
15.00.00

GLN
0614141000114

从制造商ABC公司
接收产品

质量检查

产品转化

Pilot
Processing

原因

从制造商接收
产品

质量审核

生产运行过程
消费25箱

将15箱重新包
装

向经销商运输
15箱再包装中
的12箱

处理原产品两
箱

图6 – Pilot Processing关键追踪事件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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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实施追溯流程
为了维持追溯流程的最佳做法，供应链参与者应该采用五个基本业务流程，包括：
1) 规划并组织如何分配、采集、分享并保存追溯信息。
2) 决定如何保持所有产品、流通渠道参与者与其他物理位置所需的主要数据 一致。
3) 记录产品生产、装运和形式改变（关键追踪事件或者CTEs）的追溯信息
4) 请求追溯至少使用下列五种信息源中的一种：
a.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或某种形式的产品/项目标识；
b. 全球参与方位置代码或追溯伙伴的名称或属性信息；
c. 目标产品的物理位置的全球参与方位置代码；
d. 目标产品日期或时间
e. 批号
5) 利用提供的信息采取适当行动。

3.2. 追溯数据保存
所有公司均需要保留记录，便于及时、精确地追溯，并支持产品召回。推荐公司建立内部数据保存政策时，考
虑以下几点：
1) 2002年生物反恐怖主义法案要求记录必须根据产品类型不同，最多保留两年时间。更多信
息参见：http://www.fda.gov/RegulatoryInformation/Legislation/ucm155733.htm
2) 产品在流通渠道中的时间可能超过两年。视产品类型而定（冷冻食品、新鲜食品或是耐储存食品）。
3) 出现可能会影响或不会影响公司产品的流行病事件时，立即获取数据的需要。
4) 行业协议或贸易伙伴/消费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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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行业分销渠道
供应链伙伴在整个供应链中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每个角色进行的活动不同，关键追踪事件也不同。下面两个图
表综述了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行业一般供应链情况和关键追踪事件的其他细节信息。
图 7 展示了乳制品-熟食品-烘烤食品流通渠道的综合情况和不同流通渠道参与者扮演的角色。

制造商/供应商

加工商/零售杂货店

进口商/
出口商

零售分销中心/食品服务分销商、分
销商或批发商

食品服务运营商

零售店、俱乐部商
店、便利店

零售点/服务
图 7 –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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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供应链角色
图 8 显示了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供应链中主要与次要角色名单，各自关键追踪事件以及各个角色的GS1
标准应用。
角色

活动

别称 / 示例

关键追踪事件
(CTE)

GS1 应用

主要角色

香料、调味品、面粉、馅 生产 / 制定产品工 建立主数据、分配GTIN、分配批
生产、加工、包装、贴 料制造商
艺 / 包装 / 再包装 号、条码与标签应用，保存交易
制造商/供应商 标、储存、销售、运输 乳制品、熟食品、烘烤食 产品
数据，分享事件数据
产品
品原料与产品的零售/食品 运输产品
服务供应商
管理供应商与客户之间 代理商
中间商

记 录 买 方 - 购 买 保存交易数据，分享事件数据

的关系，但是不会拥有

产品、销售产品

产品
管理供应商与客户之间 进口/出口中间商

接收产品

建立主数据、分配GTIN、分配批

运输产品

号、条码与标签应用，保存交易

进口商/出口商 的关系并且拥有产品

仓库

数据，分享事件数据
加工商 / 零售

接收、加工、再包装、 烘烤食品包装商，供应商 接收原材料、制造 分配GTIN、分配批号、条码与标

杂货商店

包装、贴标、储存、销 中央厨房

或再包装成品 、

签应用，保存交易数据，分享事

售、装运

装运产品

件数据

零售分销中心 / 接收、储存、深加工产 零售分销中心、食品服务 接收产品、深加工 针对深加工 & 再包装产品：建立
分销中心
食品服务经销 品、销售、装运
产品、再包装产
主数据、分配GTIN、分配批号、
品、装运产品
商/ 分销商
条码与标签应用，保存交易数据
/ 批发商
零售店、俱乐

制造、接收、储存、加 杂货店、超市、杂货连锁 接收产品、深加工 针对深加工 & 再包装产品：建立

部

工、深加工、包装/贴

商店、便利店

标、展示、向消费者出 商店

店、开放市场、军队杂货 产品、重新包装产 主数据、分配GTIN、分配批号、
品、销售产品

售
食品服务运营
商

条码与标签应用，保存交易数
据，分享事件数据

储存、准备、烹制、烘 餐馆、娱乐场所、机构、 接收产品、深加工 针对深加工 & 再包装产品：建立
烤、出售给消费者
店内、零售商店.
产品、准备/加工 主数据、分配GTIN、分配批号、
产品、向消费者出 条码与标签应用，保存交易数
售产品
据，分享事件数据

次要角色
包装 / 装运

生产与装运

材料供应商

第三方物流服

接触食品的包装材料供应 生产产品

建立主数据、分配GTIN、分配批

商 (手拎袋、包、盒子、标 装运产品

号、条码与标签应用，保存交易

签、容器, 壳等)

数据，分享事件数据

卡车 / 铁运 / 海运 / 空运/

务提供者

运输、储存

仓储服务

监管机构

合规监管

海关、监察、评级机构、

接收产品、装运产 保存交易数据，分享事件数据
品
按要求审核数据

食品代码监管机构
图 8 – 供应链角色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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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生产与包装情景
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流通渠道之内，产品可以分为定量、随机重量、变量与商店加工产品。通常
情况下，供应商向零售商、分销商、批发商或食品服务运营商供应的产品属于下列包装类型的一种：

乳制品与冷冻箱产品
箱包装类型
定量单元

适于出售的食品服务项目或消费品。供应商加
工、包装并贴标产品，以供出售。

随机重量单
元

产品举例

定义

适于出售的食品服务项目与消费品。供应商
加工、包装并贴标产品，以供出售。

箱

单元

12克拉一盒的酸奶
12克拉一箱的黄油

1 - 6 盎司的一杯酸奶
1 - 1 磅盒装黄油

6箱包装好的现成沙拉

1桶事先包装好的现成沙拉

熟食品

箱包装类型

产品举例

定义

箱

单元

定量单元

适于出售的食品服务或消费品。供应商加工、
包装并贴标，以供出售。

16 克拉一箱的海盐面包圈薯片
24克拉一箱烟熏培根三明治酱料

1 – 包海盐面包圈薯片
1 – 瓶烟熏培根三明治酱料

随机重量单
元

适于出售的食品服务或消费品。供应商加工、
包装并贴标，以供出售。

4 克拉一箱熟食火腿
2 克拉一 桶土豆沙拉

1 磅的切片订单火腿
2 磅的土豆沙拉

变量单元

供应商加工、包装并部分贴标以供供应商销
售。最终贴标供零售商销售。

不适用：通常由熟食部门加工并在自 1杯预定量的鸡肉米汤
1 个火鸡硬干酪三明治
选熟食箱出售

商店加工/零售 供应商批量包装，零售商深加工、贴标并包装
杂货商店

1 只 肉汁烤鸡

10 克拉一箱的鸡肉

烘烤食品

箱包装类型

定义

产品举例
包装箱

单元

定量单元

适于出售的食品服务与消费品。加工、包装并
贴标产品，以供供应商出售。

12 – 8克拉一 盒装的热狗
12 – 6克拉一盒装预包装的面包圈

1 – 8克拉一包的热狗
1 - 6 克拉一包的面包圈

随机重量单
元

适于出售的食品服务或消费品。供应商加工、
包装并贴标，以供出售。

24克拉一箱巧克力饼干
16 箱芝士丹麦酥

1个巧克力饼干
1个芝士丹麦酥

变量单元

供应商加工、包装并部分贴标以供供应商销
售。最终贴标供零售商销售。

4克拉的酵母面包
4 克拉的芝士蛋糕

1条酵母面包
1块芝士蛋糕

1 – 6克拉一箱的荷兰苹果派
2个预冰好的白蛋糕

1块荷兰苹果派
1个定制装饰蛋糕

商店加工/零售
供应商批量包装，零售商深加工、贴标并包装
杂货商店

图 9 – 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包装类型

Dairy, Deli, Bakery Traceability Guide

Page 22

产品包装定义：
定量产品
如同前文定义，定量项目总是以同等重量生产并出售。定量产品通常按照销售单元计价，而不是按重量计
价。 在美国，零售定量产品采用UPC-A条码，其它地区采用GTIN-13条码。

变量与随机重量产品
变量产品通常以单元计价，整包出售或单个出售（例如：杯装蛋糕、坚果、面包等）。随机重量产品通常
是熟食品和奶酪产品，按照项目重量计价（例如一磅的切片火腿，半磅奶酪或十盎司通心粉沙拉）。
变量与随机重量消费品通常采用UPC代码系统以2开头的条码格式，一般在零售终端编码。对于零售商品
而言，最佳做法就是采用扩展式GS1databar条码，从而可以将跟多的附加信息包含在产品条码中。最佳
做法与GS1databar条码的相关细节参阅章节6.1。
装箱或即可上架产品
装箱或即可上架产品不需要零售商或运营商进一步处理。供应商提供给零售商的产品信息可以通过其供应
链系统到提供给销售终端或服务。
私人贴标产品
私人贴标产品可以采用上述任何形式。零售商、经销商或运营商已经收到供应商提供的“私人贴标”品牌
产品时，零售商、经销商或运营商是品牌持有者并且负责标识供应链中的产品。最佳做法就是通过采用章
节2.2说明的特殊GS1全球贸易项目代码来标识私人贴标产品。上述例证当中，零售商、经销商或运营商
将向供应商提供正确的全球贸易项目代码（GTIN）用于产品包装上。
深加工或处理的产品
开展深加工或处理活动并在供应链中包装产品（例如商店加工产品）的公司成为品牌所有者并且负责分配
GTIN或者项目参考号和追溯属性。
一般情况下，公司在调整贸易项目基本特征的任何时候，均需要分配新的全球贸易项目代码或项目参考
号。零售商、经销商与运营商应该熟悉并采用与供应商同样的全球贸易项目代码。上述原则在文件2.4章
节中提到。
乳制品与烘烤食品行业常见的业务流程是对变量与随机重量产品采用UPC系统以2开头的条码。这个条码
不包括全球唯一的GTIN 但是包括专有供应商或销售商参考代码，行业项目参考代码、扩展价格和价格校
验数字。因为这个数据结构专门针对零售商，因此通常不适用于制造商的追溯流程。

UPC代码系统2条码
UPC前

2

价格校

项目参考号码

缀

N

N

N

N

N

C

代码

项目价格

验位

N

N

N

校验位

N

C

图10 – UPC系统系统2条码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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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UPC系统系统2条码时，零售商有许多标识商店加工产品的选择，例如产品行业项目参考
（http://iddba.org/resources.aspx, 例如PLC, URMIS, NAMPS, NCC)或零售商产品分类名称。决定采用哪种编码
由零售商自己决定，并取决于零售商的要求。但是零售商有义务始终把供应商原材料GTIN与批号同零售商利用
供应商原材料店内加工的消费品产品标识联系起来。

4.3. 批号和序列号对追溯的影响
供应链的每个参与方应该提供和/或采集部分产品信息，以确保向前向后（向前一步/向后一步）追溯。供应商需要
建立箱级别产品标识规定，以供供应商、经销商、零售商和食品服务运营商在正常业务活动中使用，从而在产品
追踪/召回时定位具体产品。

如果出现产品溯源或召回情况，供应商必须能够向贸易伙伴传达精确搜寻召回产品所需的信息。供应商有责任帮
助贸易伙伴了解产品溯源通常需要的数据类型（例如批号或序列号）。至少，供应商必须为箱级别追溯分配批
号。
乳制品行业存在一种特例。多种类别产品，例如液体牛奶、白软干酪、酸奶油、咖啡伴侣或类似项目目前直
接用牛奶箱及/或牛奶车运至销售或服务（零售，食品服务）点，通常不需要粘贴任何标签。个别项目出于溯
源目的或根据生物恐怖主义法案规定可能包含某种形式的标签与批号。

图11 – 乳制品行业使用的牛奶箱与牛奶车

5. 保持各层级产品的追溯性
整条供应链中追溯最佳做法就是标识并通过扫描GTIN采集产品相关的批次或序列号信息，通过扫描进行电子采集
可以减少或消除转录错误，从而提高精确度与效率。但是，需要了解多数供应链参与者目前都是人工采集信息，
因此要求信息至少采用人工识读形式。

备注：成功追溯项目的重点应该放在标识关键追踪事件并采集这些事件的关键数据元素， 而不是采用电
子或人工流程。
为了保持供应链上各个合作伙伴之间的追溯，产品需要不同产品层级（贸易项目，箱，托盘和装运）的标准识
别。图12展示标识各个层级需要的信息。把标准产品标识与产品各层级人工可读和可扫描的信息相结合，以确保
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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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层级

标识

消费项目

GTIN 与
产品描述 与
品牌所有者 与
唯一批号标识，例如保质期、最佳购买日期或日期/批次
代码

箱

GTIN 与
批号 或 序列号
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 (SSCC) 与 采购订单代码

托盘或装运

或全球装运货物标识代码(GSIN)*

图 12 –目前标识要求
*全球装运货物标识代码细节内容参见：http://www.gs1.org/barcodes/technical/idkeys/gsin

5.1. 项目层级的追溯
消费项目追溯必须使所有供应链参与者可以快速鉴别疑似产品，因此人工可读信息至关重要。因此，消费项目追
溯要求定量、变量与随机重量消费品都使用人工可读信息。
定量消费品拥有包括GTIN的可扫描的UPC-A条码，但是不包含其他可扫描的追溯信息。变量与随机重量消费品
拥有可扫描的包含项目参考号的UPC系统2条码。虽然项目参考号提供出售产品的高级信息，但是在零售终端扫
描不能提供有效的信息。由于这一限制，对于拥有UPC-A和UPC系统2条码的所有项目，零售商和消费者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人工可识读信息进行消费项目追溯。
负责消费品包装、贴标、编码与设定保质期的的参与方根据包装类型有所不同。图13强调无论供应商还是零售
商都有承担每个包装类型的人工可读贴标责任：

包装
类型
定量单元

包装
供应商

UPC系统2

标签放置
零售商

供应商

• •

•

• •

• *

零售商

项目参考号
供应商 零售商
不适用

不适用

保质期制定
供应商

零售商

•

变量/随机重
量单元
商店加工
/ 零售杂货
店

• *

•

•

•

•

•

l
•

预先定价的变量商品由供应商贴标，未预先定价变量商品由零售商定价
图 13 – 消费品追溯数据责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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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消费项目由供应商包装并贴标，这种包装类型的追溯信息通常由供应商负责。变量或随机重量项目既可以
由供应商包装又可以由零售商包装，视产品而定（例如新鲜面包卷、面包圈、面包）。商店加工或零售杂货项
目由零售商包装并贴标。图14展示包含UPC条码的消费品追溯元素：
定量/变量/随机重
商店加工

量
数据元素

扫描长度

人工可读

扫描

人工可读

品牌拥有者/公司名称

不适用

•

•

消费品产品描述

不适用

•

•

定义的批号

2+20

•

• *

12

•

•
•

•

12

•

• ^

•

不适用

•

全球贸易项目编号(GTIN)或
(商店)项目标识码
（例如UPC系统2）

扫描

• *
• ^

有效期, 或 保质期,
或 最佳使用日期, 或 生产日期
•

上述所有通常称作日期编码或批次
控制编码

人工可读-标签内容
*只适用于采用UPC-A-条码的定量商品

扫描=采用UPC-A条码编码
^只适用于采用UPC计数系统2条码的变量商品

图 14 – 采用UPC-A条码的消费品追溯数据元素

注意批号与日期编码/批次控制日期作为不同数据元素列出。如今常常相互交换使用两种术语，但是不足
以提供防止召回事件中过多标识与产品召回现象发生所需的所有信息。比方说，制造商在一个轮班中生
产800箱（100箱/小时*8小时）产品，产品生产日期相同所以保质期相同。在制造过程中的每个小时
里，都会向生产线添加预先混合好的不同箱混合物。在召回过程中，以单独批次记录添加的所有预先混
合物使得制造商可以识别受到影响的一百箱，而非整日生产的800箱。
图15 是包含所有人工可读与可扫描追溯元素的产品。

带有单独批号的最
佳食用日期
采用GIN
代码的
UPC-A
消费品产品描述
可扫描数据
人工识读数据

图 15 – 完整追溯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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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项目使用包含GTIN的UPC-A条码，但是自身无法建立唯一追溯，因为UPC-A条码并不包含批号。因此，要
确保产品追溯，必须把人工可读数据与可扫描数据结合使用。图16展示两个定量单元，上面的人工可读数据与可
扫描数据突出显示。

消费品产品
描述

日期/批号

采用GTIN代
码的UPC-A
条码

可扫描数据
人工可读数据
图 16 – 定量消费品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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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使用UPC系统2条码的变量包装不包含产品GTIN或其他任何必要的追溯信息。针对此类包装，追溯只能完
全通过图17展示的人工可识读标签信息实现。

产品描述
包装日期

采用UPC系统2的
UPC-A条码
•项目参考号
•价格校验位
•项目价格
•校验位

可扫描数据
人工可读数据
图 17 – 目前变量消费品标签
批发商、分销商、零售商或运营商包装并贴标商店加工/零售杂货消费品，他们必须能够把供应商包装箱GTIN与批
号（或箱序列号）与产品包装上的消费品产品名称、项目参考及保质期相互联系起来。虽然这是一个挑战，但是
保证这种联系可以使得商店加工产品追溯的可能性高于仅由原产供应商加工的消费品。

商店加工变量消费品追溯标签粘贴通常由零售商负责。零售商必须决定保质期并将其与供应商批号（或箱序列
号）联系起来，具体参见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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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描述
保质期

采用GTIN代
码的UPC-A
条码

可扫描数据
人工可读数据
图18 – 商店加工消费品标签

5.2. 箱层级追溯
箱层级追溯最低要求取决于GTIN与批号或序列号。

5.2.1. 最低要求数据
:
由于生产实践的不同和条码尺寸的限制，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不同产品类型决定了不同的追溯标签。定量/
变量产品与商店加工/进一步完工产品之间存在重要差异。上述差异总结参见下列图19：
商店加工/深加工

定量/可变重量
扫描长度
品牌所有者/公司名称
消费品产品描述

人工可读

扫描

人工可读

不适用
不适用
2~20

•
•
•

•

• *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GTIN)

2+14

•

•

•

公开日期标签 (最佳使用日期、保质
期、最佳食用日期等)

不适用

•

定义的批号

扫描

•
•

• *

•

人工可读=标签内容； 扫描=条码
* 包装箱上采用序列号，如果箱上没有序列号则采用批号。

图19 – 箱层级的追溯数据要求
Dairy, Deli, Bakery Traceability Guide

Page 29

变量与定量产品箱子均必须清楚粘贴同样人工可读核心追溯信息。人工可读数字应该作为数据元素清楚贴标，例
如批号文本后粘贴“批号”数值。所有GS1条码之下的人工可读数字不能满足人工可读要求，因为没有清楚标注
数据元素。

5.2.2. 条码推荐
注意目前许多制造商采用的ITF-14条码仅仅包含GTIN，不包括可扫描的批号或序列号。GS1-128条码格式更加适
用于箱层级，可以传递上述关键追溯数据元素。即便目前没有采用，这种条码格式也应该采用，更好地为促进追
溯流程信息共享。GS1-128条码的其他细节可以参见章节6.2的内容。
图 20 是包含所有需要的追溯信息定量箱标签示例
公开日期标签
消费品产品描
述

批号

品牌所有者/公司名称
可扫描数据
人工可读数据
采用
GTIN的
ITF – 14

图 20 – 定量箱标签

5.2.3. 日期采用推荐
日期的使用需要分销商和零售商清楚产品保质期剩余天数。产品日期采用类型视产品服务业务部门不同而定。多
数零售产品采用保质期形式。食品服务消费者通常对于产品时间感兴趣，因而食品服务产品可能采用生产日期。
其他产品可能采用其他格式，此外四种日期（保质期、最佳使用日期、最佳食用日期与包装日期）当中的任何一
种均可以使用。

5.3. 装运追溯要求
提单与货单是由供应商或运输商制定的纸质文件，连同货物或订单递交给产品接收者。提单是汇总运输产品信息
的法律文件。货单文件包含单笔订单细节，例如产品全球贸易项目代码，单个包装箱重量等。预先发货通知是由
运输商生成的电子信息，利用电子数据交换手段发送给接收方，并且同提单与货单一样，可以沟通类似运输信
息。
预先发货通知规定的追溯数据要求对于所有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都是一样的，包括定量与变量项目及冷冻
与耐储存产品。最佳做法要求纸质货单及/或电子预先发货通知包含下列数据元素：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批号或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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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数量



装运和接收日期



发货地与目的地

此外，记录可能需要包含下列信息：


库存计量单元(SKU) 或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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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
保质期 或 最佳使用日期 – 如果 适用的话

装运信息包括定义订单中显示的装运、采购订单、托盘、箱与追溯和所有物流管理数据之间关系的能力。上述关
系应该在所有电子信息的装运层级明确规定。预先发货通知相关信息参见6.5章节。

5.4. 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供应商物流单元追溯管理
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供应链合作伙伴通过不同物流单元运输产品。物流单元就是在整个供应链需要管理的
用于运输及/或储存的组合项目。物流单元包括包装箱、盘、板条箱、推车、托盘等。所有物流单元应该独立可追
溯。保证追溯的信息包括：








供应商标识
原产地信息
采购订单编号或 接收产品的收货单
装运日期与接收者
承运商名称与托盘编号
每个GTIN的项目标识和数量
每一箱的批次号

任何生产流程中改变原始核心产品的处理必须可追溯。这通过把每件产品批次标识代码与生产的输出产品GTIN和
批号相联系.处理可以包括融合或混合原料、硫化、烟熏、烘烤、调味、部分或全部烹制等。深加工活动包括填
料、装饰、浇头、再包装、分配等同样需要可追溯，因为这些活动增加原料或把产品变成新品种。
添加原料调整或深加工的产品必须以进行调整的公司品牌包装（例如，零售店）。改变商品的最后一个实体是
“品牌所有者”，必须分配公司唯一的GTIN。
其他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应该由供应商提供的GS1全球贸易项目代码与批号。贸易产品（例如所有产品配置）的全
球贸易项目代码的分配是品牌所有者的责任，必须在加工或出售之前记录在供应商内部系统之内。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与批号或序列号信息应该在单个箱标签上显示。所有输入产品的全球贸易项目代码与批号或
序列号必须与输出产品的全球贸易项目代码与批号或序列号相互联系，从而保证产品可追溯。参阅章节3中的例
子，了解项目转换成新形式之后如何标识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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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保证追溯的可持续性
本指南旨在遵从食品安全追溯要求。食品安全追溯项目中的流程和收集和保存的信息同样可以用于向需要保证可
持续性的利益相关方提供可持续性信息。这份实施指南能够确保产品从源头到终端的追溯，不论是机器可读还是
人工可读的形式，覆盖了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行业可持续性产品追溯所需的供应链各个环节。鉴于此，为
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或冲突要求，给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行业追溯增加大量成本，上述指南制定了一种体
系，可以有效满足利益有关方的可持续性要求。
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行业组织可持续性相关信息的最佳做法是把信息与接收者输入批次相结合，这可以通
过供应链追溯。输入批次信息随之与输出产品全球贸易项目代码和批号相联系，并且根据要求可以撤回。
需要采集并在供应链中提供的可持续性数据会根据产品类型、产品生产与加工方式、市场、法律或消费者要
求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已经获得认证作为可持续性或遵守现有最佳做法的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设施/
企业可能无需把上述企业生产的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相关的细节信息包含在细节追踪当中。同样的，
批次追溯的现有最佳做法是能够包含可持续性信息。这份指南帮助供应链各个部门在同供应商与消费者合作
的同时，制定具体需要信息的清单，在内部系统中记录信息的方式和同贸易伙伴分享信息的方法。

5.6. 产品日期制定行业惯例
虽然箱层级的追溯不用产品日期，但是产品日期与产品批号相关，因为产品日期对库存管理至关重要，通常在箱
子上和消费项目标签都需要显示。从下列推荐的最佳做法中选择适合公司的日期类型。：
产品类型：
o

粗加工,冷藏, (或冷冻) 商品 –使用生产日期

o

深加工食品 –如果加工改变产品寿命，例如烹制或冷冻冷藏产品，适合的日期是包装日期。

o

切割与再包装商品 –上述行为不会改变产品寿命。应该根据上述规定，在箱标签印上原生产日
期。但是，切割或再包装工艺步骤应该通过批号可以追溯。

o

另行融合或深加工商品– 这些融合或深加工商品旨在用于其他工艺过程或消费，应该采用最佳使
用日期标识。通过采用最佳使用日期，商品可以在不考虑最终使用的情况下根据数量需求生产。
最佳使用日期应该根据产品生产使用的项目特征来决定。

日期类型：
o

生产日期 – 代表实际生产日期，采用生产日期。使用这个了解冷藏商品的时间，是一个不错
的方法。

o

包装日期 – 这种日期类型应该用于工艺改变产品寿命的情况，例如烹制或冷冻冷藏产品。
在这种情况下，适合的日期是包装日期。

o

最佳食用日期 – 这种日期应该用于服务对象是终端消费者并且可能由终端消费者看到的产品。
例如新鲜托盘包装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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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最佳使用日期–这种日期类型应该适用于用在另一种流程中的产品。这种日期类型的优点在于向
用户展示产品能够使用的最后期限。

产品日期制定的相关信息参见章节9.5。

6. 管理与改进追溯的最佳做法
追溯流程可以算作是最为脆弱的环节。因此，供应链的所有参与者必须了解支持商品召回的收集与保管商品信息
的价值，但是至少，参与者要有能力提供“向上一步/向下一步”的追溯流程。需要的更多的的具体物流信息详情
参见章节7.6。
在整个供应链中保留追溯的最佳做法就是让所有成员审核产品流程，并标识从产品制造/接收开始到出厂之前的
所有关键追踪事件。应该采集并存储支持关键追踪事件的关键数据元素。参阅章节3关于关键追踪事件与关键数
据元素的相关信息。
供应链合作伙伴应该讨论并就标识关键追踪事件，采集的相关关键数据元素及所有合作伙伴之间信息共享的
方式达成一致意见。就追溯事件达成一致观点之后，保证记住任何政府机构，例如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
公开要求，不同合作伙伴的工艺不同，需求也会不同。
在整个供应链中采集信息的最佳做法就是采集所有之前同意的追溯信息，并且通过直接从箱及/或消费品条码上
扫描信息存储在内部系统中。扫描可以采集、存储并收回数据，而无须视觉审核人工可读信息、人工录入信息。
正因如此，这种做法可以减少或消除错误，提高数据精确度。通过数据扫描提高精确度与效率，使得这种做法相
比于人工录入而言更受青睐。
虽然在零售点扫描消费品的过程相当常见，但是扫描从流通中心运至商店或运营商的包装箱却相当少见。但是，越
来越多的制造商、加工商、分销商、批发商与零售商都采用这种做法，至少可以采集并储存支持追溯所需的产品信
息。推荐产品进入流通中心时、运出流通中心和打开加工或消耗或由零售商店或食品服务运营商接收时进行扫描从
而满足追溯要求。
推荐所有供应链合作伙伴模拟供应商提供的产品信息数据，从而整体了解供应链，换句话说，产品与信息从运输
方流动至接收方，因此接收方应该至少提供运输方从仓库运送商品时提供的相同信息。记住，你对供应链中流动
的产品了解越多，你在追溯项目中可以参照的精确信息就越多。

下一章节谈论的消费品与包装箱标签最佳做法不是为了溯源有效性暗示立即开展及/或执行。相反，这是为了未来
规划和机会提供一种看法。其他新鲜食品行业开始在业务过程中转型使用GS1DataBar条码，将其视作一种更加
有效的鉴别、捕捉与存储信息的方式。正因如此，强烈鼓励贵方与供应链合作伙伴讨论上述建议，从而在为未来
系统升级制定计划时把这项功能包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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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消费品追溯标签的最佳做法
长久以来，许多新鲜食品类型采用UPC-A条码或UPC系统2条码，来标识消费品层级的定量与变量项目（参
见章节2.3）。虽然对于销售或服务活动有效，但是在对于满足追溯目的采集和共享的信息有限。正因为这
一局限性，目前多数追溯计划都是靠人工可读或可扫描与人工识读元素相结合。为了最有效的考虑各方需
求，开发出扩展式GS1databar与扩展层排式GS1条码用于融合上述信息，并且这种做法是产品层级采集追
溯数据的最佳做法。
GS1databar标准规定消费品条码包含最多74个数字字符或41个数字字母字符。这两种版本旨在在终端销售项目
和服务或者其他应用中将主要（项目标识）和扩展数据（公开日期信息）进行编码。不同形式的GS1 databar
（全向式GS1databar与层排式GS1databar）如今出现在其他食品类别中（例如生产），但是这些形式仅仅包括
项目标识信息（全球贸易项目代码）。扩展格式提供追溯必须的信息。一旦采用这种符号，所有追溯所需产品
信息均可以编入条码之中。如果追溯所需信息可以纳入各个单元当中，那么不用必须把人工可读信息与可扫描
信息相结合。易腐物品、药品与优惠券都是首先采用GS1databar，几年来一直在采取行动推动需求发展。
GS1扩展式databar条码可以帮助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行业摆脱零售商具体的UPC系统2条码，这种条码不
支持全球贸易项目代码。扩展层排式databar可以用于变量、变价与商店加工商品，并且可以极大提高在产品从零
售商流向消费者过程中，电子采集追溯信息的能力。
GS1databar条码 利用一个或多个应用标识符来解释其后数据的本质。应用标识符位于数据串之前，用于标识其格
式与意义。应用标识符只有在人工可读的格式由括弧标识。括弧在扫描格式时不是字符。下表展示常见应用标识
符及其格式与含义。

应用

应用标识符

批次或批号

10

生产日期
包装日期
保质期
有效期

11
13
15
17

数据串格式
X1 ------- 长度可变 ------> X 20
年
月
N1
N2
N3
N4
N1
N2
N3
N4
N1
N2
N3
N4
N1
N2
N3
N4

日

N5
N5
N5
N5

N6
N6
N6
N6

备注：年-以年份单元计数（例如：2003 =03），强制规定
*章节 7.13 GS1 通用规范解释了确定正确世纪的方法
月 – 月份数字（例如，一月=01），强制规定
日 –相关月份的日期数字（例如：第二日=02），如果无须明述日期，必须填上00

图21 –常见应用标识符定义与格式
回顾章节5.6关于产品日期制定的表格并结合上面表格，相应的应用标识符可以适用于下面情况：
产品类型：
o

粗加工、冷藏（或冷冻）产品 – 使用生产日期，应用标识符“11”。

o

深加工食品 – 使用包装日期，应用标识符“13”。

o

切割与再包装商品 – 使用产品批次，应用标识符“10”。

o

其他混合或深加工商品 – 使用最佳使用日期，应用标识符“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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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类型：
o

生产日期制– 采用生产日期，应用标识符“11”。

o

包装日期 –采用包装日期，应用标识符“13”。

o

最佳食用日期 – 采用最佳食用日期，应用识别码“15”。

o

最佳使用日期 – 采用有效期，应用标识符“17”。

虽然物流供应链专家可以解读应用标识符代码数字（例如“10”=批号），应用标识符并不是清楚标识的数据元素
替代选择。条码中的人工识读数据应该显示在符号下方。字母应该清楚可读，并且必须明显与符号相关。参见下
列示例。
图 22 展示了同章节5.1同样的消费单元，带有扩展层排式GS1databar条码，在销售过程中可以扫描产品全球贸易
项目代码（应用识别码“01”）与其他扩展信息以加强追溯。注意格式，应用标识符用括弧扩起来，随后跟着数
据。全球贸易项目代码始终是第一位，之后紧跟其他需要标识的要素。其他要素顺序没有固定，可以根据图21规
定，由应用标识符定义。

最佳食用日期
(或最佳使用日
期)
扩展层排式GS1

databar，包
括全球贸易
项目代码和
其他信息：
应用标识符(01)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应用标识符(15)保质期
应用标识符 (10) 批号

可扫描数据
人工可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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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描述

包装日期
净重
价格

可扫描数据
人工可读数据

扩展层排式GS1
databar，包括全球贸
易项目代码和其他信
息：
应用标识符 (01)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应用标识符 (13) 包装日期
应用标识符 (3202) 净重
应用标识符(3922) 价格
应用标识符 (10) 批次

图 22 – 包含GS1 databar条码的定量与变量消费品标签
GS1 databar相关的更多信息参见： http://www.gs1us.org/resources/standards/gs1- databar

6.2. 箱追溯最佳做法
箱层级追溯的最低要求是把全球贸易项目代码与批号或序列号相结合，最佳做法是在整条供应链中电子采集箱子
追溯信息并把采集到的信息与产品在供应链中的流动情况相联系。此举可以通过条码扫描完成，随之使用电子预
先发货通知或ASN。（预先发货通知相关信息见下文）。箱等同于GS1databar，推荐采用GS1-128条码格式，它
支持条码电子数据编码，并适用于定量与变量箱追溯，因为这种条码格式可对全球贸易项目代码与批号或序列号
进行编码。
图 23显示同章节5.2一样的包装箱标签，带有GS1-128条码。扫描条码，采集追溯需要的所有关键数据元素。依
然可以采用人工可读数据，但是如果采用扫描技术，则无需人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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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标签

产品描述

批号
可扫描数据
人工可读数据

品牌拥有者/
公司名称

GS1-128 条 码 包
包括 GTIN
保质期
净重
数量
批号

图 23 – 箱标签最佳做法

图24 详细展示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零售商内的包装箱与消费品追溯信息流。注意接收时采集到的保
质期并在从原包装箱到零售终端的追溯流程整个流程中共享。

酸奶

定量，即可上架消费品
消费品印有 GS1databar 条码，包
含 GTIN 与保质期

货架

乳制品

烘 烤
食品

熟食品

变量、即可上架消费品
消费品印有 GS1databar 条码，包
含 GTIN、保质期、重量与总价

展示柜

销售
pos 系统应该兼容 GS1
数据库要求，可以读
取、保存 GTIN 与保质期

供应商货箱
读取并在系统内储存货
箱 GTIN、批号或序列
号以及保质期
变量、商店加工消费品
商店加工消费品包装的标签上印有扩
展式 GS1databar 条码，包含 GTIN、保
质期、重量与总价

图 24 – 消费品流动与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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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托盘追溯的最佳做法
一旦包装箱提放至托盘之上，最佳做法就是为所有托盘分配GS1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SSCC）。系列货运包装
箱代码唯一标识物流单元（例如：盒子、手提袋、托盘、船运集装箱、拖车等）。所有物流单元的系列货运包装
箱代码数字均不相同，并且以公司GS1厂商识别代码为基础。此举保证全球范围内的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都是独
一无二的。通常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只是托盘标签的一部分。标签可能包含其他信息，视贸易伙伴要求而定。多
数通常都是人工可读信息，包括装运人姓名与地址、运送者及运送信息。
采用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时，货运标识只有在贸易各方之间运输的过程中存续，直到抵达目的地，运输结束，因
此通常不会将其视作产品追溯的主要标识。但是，这一代码可以在内容与更大货运标识相联系的时候体现某些联
系。唯一货运标识信息可以同其他标识文件作为参考，例如提单、货单、发货通知等。随着时间推移，公司将会
用完所有的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因此，管理重新使用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保证其不会与目前供应链中的物流
单元相冲突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最好不要在一年内重新使用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
SSCC的相关信息请访问：
http://www.gs1us.org/resources/standards/sscc
图25 是 在章节3结尾处，ABC 公司把产品运输至Pilot Processing公司的托盘标签示例。

采用SSCC的GS1-128
条码

图 25 – 含有SSCC的托盘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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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采集产品数据
通常认为在接收时电子采集物流单元与产品信息是管理追溯与产品库存的最佳做法。采用GS1标准标识供应链中
的产品（全球贸易项目代码）与托盘（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是保证供应链中产品可视性的重要因素。下面示例
显示装有两种项目（全球贸易项目代码）的多个包装箱构成的托盘。装运人分配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置于托盘
上的一个包装箱标签上，并通过预先发货通知把数据提交给接收者。
（备注：为了充分利用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这一代码应该同EDI856预先发货通知共同使用。系列货运包装箱
代码作为关键字可以作为预先发货通知提供的其他物流信息的参考。）
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00）006141411234567890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01）90614141052960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01）90614141083247

图 26 –采用SSCC标识的的含有多个产品的托盘
一旦抵达目的地，接收者通过扫描有效标签确认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代码把之前接收的预先发货通知与数据解
码信息相联系起来。如果没有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接收者需要单独扫描所有包装箱来获得同样的信息。接收预
先发货通知可以通过SSCC获取所有装运单元上的累计商品信息。
订单货物装运之后，扫描货运单元的SSCC并且利用预先发货通知信息可以为接收者提供部分追溯信息。如果装运
单元并未重新配置，保留原有配置（例如，扫描SSCC与预先发货通知信息相关），那么可以用于支持追溯流程。
装运单元配置“所有者”为装运单元上的配置产品相关准确性与属性负责。采集的人工可读信息与电子扫描结合使
用。因此，如今的追溯流程依赖于电子与人工可读追溯信息。

把托盘分解成仓储项目或消费品，最佳做法就是扫描单元并将其与配置“父母”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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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预先发货通知(ASN)
预先发货通知是由发货方通过电子数据交换发送给接收方的电子数据文件，可以成为托盘/包装箱扫描的有效替
代选择。预先发货通知通过标识所有项目（及采集的信息，例如批号），发挥着电子装箱单的作用。预先发货通
知应该在货物抵达之前到达，可以通过减少录入错误与处理时间提高生产率与准确性。采用预先发货通知的公司
仅仅需要扫描所有高级别物流单元的SSCC即可，无须单独扫描所有包装箱。
与之类似，分解装运单元并重新把包装箱装上境外装运单元的公司应该扫描包装箱与托盘条码并且制定一份新
的预先发货通知，递交给下一位产品接收者。通过这一方式，供应链上的所有参与者可以有效获得产品追溯信
息流。
如果贸易伙伴之间没有交换预先发货通知，供应商需要采集装运交易的关键数据元素（章节3）并储存起来。相类
似的是接收者需要采集接收交易的关键数据元素。
下图展示对于采用预先发货通知的零售商而言，箱层级追溯信息流动的最佳做法：

订单整理
采用 GTIN 和
批次号或序列
号来标识箱子
为每一个箱子
分配一个物流
单元

预先发货通
知
——货物到达
之前接收预先
发货通知；
把预先发货通
知记录到系统
之中。

采用 SSCC 标
识物流单元
创建和发送预
先发货通知给
接受者

DC 货物接收
——接收产
品；
扫 描 托 盘
SSCC 标签；
处理预先发货
通知，生成箱
全球贸易项目
代码、批号或
货箱序列号清
单。

订单选择
——处理商店
选择清单；
订单选择期间
扫 描 货 箱
GS1-128
条
码；
创建托盘；
用 SSCC 标识
物流单元；
对商店货运创
建并记录预先
发货通知；
制定商店装运
文 件 （ 提
单）。

运输
——连同订
单把提单交
给商店。

商店接收
——接收提
单文件；
扫 描 SSCC ；
利用预先发
货通知，生
成货箱全球
贸易项目代
码、批号或
箱序列号清
单。

图 27 – 采用预先发货通知的托盘/包装箱层级追溯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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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目前与未来技术应用
虽然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行业溯源性应用指南目前并未要求采用下列任何技术，但是这些技术可以使得追
溯数据采集与管理更加规范化。唯一标识（全球贸易项目代码）是采用这些技术与解决方案的关键与连接点。
电子数据交换(EDI) 是多数机构采用的一种贸易伙伴之间交换业务流程相关交易数据的方式，包括采购订单、发
票、产品收据等。
电子产品代码-无线射频识别 已经进入供应链物流领域并且对部分产品而言已经进入项目层级。虽然乳制品、熟
食品与烘烤食品溯源指南并未要求，但是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在应用于部分产品层级时已经显现出推动追溯流程发
展的潜力。电子产品代码标签可以包含系列全球贸易项目代码（SGTIN）不同类型数据。
产品电子代码信息服务 (EPCIS) 是一种在产品生命周期内发生的物理事件数据交换的标准方式；这些物理事件描
述食品科技协会规定的关键追溯事件，保证追溯流程实施。
全球数据同步网络™ (GDSN®)推动包装层级的产品描述信息发展。根据这一标准，精心设计产品属性交流方
式，贸易伙伴可以获取质量主要数据，不仅可以用于追溯流程，也可以用于下订单与付现等日常业务流程和贴
标活动当中。
快速召回交换™ 是一种在线服务，把行业经验与最佳做法运用于零售商/批发商与供应商之间的标准产品召回与
召回通知当中。这种服务可以保证及时、精确的信息交换，保护消费者利益，节省贸易伙伴的时间与金钱。快速
召回交换利用全球GS1标准的优势，保证准确度并提高召回速度。更多细节参见章节7.10。

7. 行业召回
7.1. 召回目标
追溯的主要目标在于快速、准确的标识供应链中的产品。任何召回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目标产品可以迅速、简单
的识别、移出供应链，不会被消费者使用。其次就是尽可能减少非目标产品移出供应链，这也是召回的一个部
分。此举可以通过保证目标项目利用唯一标识代码来完成。
注意管理机构规定产品召回与市场撤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具体见下文定义。这份文件将会把两种情
况都称作“召回”。

7.2. 召回术语
箱标签 是产品箱子上粘贴的印刷标签，标注品牌所有者/公司名称、消费品产品描述、批号、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和公开日期格式，这些都是标注在包装箱上的产品具体信息。类似的信息可以印在装运包装箱上。
箱标签面 是标签粘贴在包装箱端部的包装箱那面。这通常是包装箱最短的垂直面。可能同样包含少数打印的具
体信息，例如供应商名称与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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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产品 是没有从供应商装运集装箱中搬出来的产品，通常是包装箱。
人工识读信息 是包装箱标签或包装箱标签平板上印刷的信息，无需特殊培训或了解编码价值或语法就能理解。印
刷字体大小应该保证清晰易读。
市场撤回 是公司移除或修正存在小的缺陷的产品，这类产品并未掺假或假冒
召回 是公司有理由相信产品掺假或贴错标签时，根据相关食品安全管理条例规定，提出公司流通销售的产品。
召回通知 是供应商向供应链参与者递交的通知，提供足够产品识别信息，保证参与者有效从供应链中识别并移除
目标产品。
目标产品 是需要召回或撤回的产品，可以通过具体的全球唯一的标识进行识别。
可扫描信息 是打印在箱标签或箱标签平板上的信息，此类信息以条码形式出现。
范围 是产品召回范围。
唯一标识代码 是用于区分一组产品的数据元素。这些号码包括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全球贸易项目代码、批号或
序列号。

7.3. 召回原则
总的来说，要想有效的召回，就要保证信息在整个供应链的流动，快速、有效的识别目标产品之后才能迅速移
除。这点无需考虑每个供应链合作伙伴的技术能力。信息必须足够具体，才能精确划分召回范围。这就意味着
规定产品及/或产品批次（何物），产品发货地点（何地），与发货日期/时间（何时）。
每个公司要想为召回事件做好准备，就应该制定召回计划并且定期模拟召回事件，测试追溯流程与系统的有效性
和及时性。

7.4. 一般召回步骤
发出召回请求的供应链参与者必须同供应链合作伙伴至少交流产品标识信息，也可以交流下列其他信息。紧随
其后，合作商必须同下游合作商交流，直到所有目标包装箱均已经标识。

召回信息：








产品标识或产品属性
批号
受影响贸易伙伴
产品地点
交货日期/时间
追溯信息-采购订单#提单#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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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参与者通知应该包括所有帮助合作商标识别流通系统内的目标商品位置所必须的信息。反过来，参与者应
该向供应商反馈产品目前在供应链的位置，是否有目标产品流向消费者。
如果目标产品已经开架销售或由食品服务运营商接收，那么就假设消费者已经接触到产品。如果目标产品接触到
消费者，应该发起公开召回通知，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供应链的合作商应该直接联系消费者。
应该采取措施保证留在供应链的目标产品不会流向消费者。这可能意味着从货架或食品供应区域移除产品或把
产品放在仓库“等候处理”，避免继续运送。目标产品应该做出记号并移至“隔离”区域，等候进一步处理。
一旦所有目标产品已经确认，发起方应该确定处理供应链余下产品的方式，一般处理包括销毁商品或返还至指定
厂家。

7.5. 召回范围
产品召回通知范围可以具体细分到具体日期与时间在单个设备上生产的一件产品，也可以广泛到所有供应链参与
者生产的所有产品。下面举例说明召回范围：


特定设备生产的所有产品，不论全球贸易项目代码或生产日期



特定GTIN的产品，不论生产日期



特定GTIN的产品，具体日期范围内生产的



特定GTIN的产品，在具体日期范围内并在具体一台设备上生产的




特定GTIN的产品，在具体日期范围内并在具体一台设备上的具体一条流水线上生产的
特定GTIN的产品，拥有具体批号或序列号范围。

前几章节讨论的关键追溯事件与关键数据元素，把产品与机构标识数据，例如产品全球贸易项目代码与参与者全
球位置码以及产品实际流动的交易数据结合，可以成功召回目标产品。所需产品信息精确化取决于召回要求的范
围。推荐不管规模如何，信息至少应该包括全球贸易项目代码、批号（或序列号），以及数量。一般来说，标识
目标产品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式：
1.

人工识读– 员工通过读取包装箱标签，直接识别目标产品。

2.

电子识别 – 通过扫描包装箱标签或接收供应商电子报文来采集信息。

通常结合采用人工识读与电子识别方式找出供应链上所有的目标产品。例如，针对特定全球贸易项目代码的特定
批次或序列号产品召回，零售商、批发商、分销商或食品服务运营商的员工可以在冷冻库或仓库直接审核产品包
装箱，确定目标产品；或者仓库管理员可以利用仓库库存管理系统确定库存的目标产品。

电子识别从理论上来讲可以成为日常库存管理过程的一个部分，主要取决于公司操作的扫描范围。如果扫描包装
箱，那么公司分销系统中的目标产品存在与定位可视化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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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接收并储存时，
从分销中心发货之前，
深加工或商店重新包装之前，以及
带有扩展式GS1databar条码的消费品在零售终端扫描时。

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人工识读与电子识别结合使用，或者仅仅使用人工识读方式。如果公司在车间内缺乏扫
描能力，识别就完全依靠人工进行。此外，如果零售商并未在销售时采用扩展式GS1 databar条码，那么必须通
过人工识别的方式把商品移出货架。
发起召回的供应链合作伙伴有责任为所有贸易伙伴提供人工识读与可扫描产品标识信息（在存在的情况下），支
持召回产品的人工读读与电子识别方式。

7.6. 物流信息
不论范围大小，针对所有召回产品，供应商/运输商必须记录并向所有接收者提供目标产品运输的物流信息。
物流信息包括下列数据：







承运人的姓名、地址与电话号码（如果可以的话，包括传真号码和电子邮箱）；
运输公司的名称、地址与电话号码（如果可以的话，包括传真号码和电子邮箱）；
可能的情况下包括拖车或集装箱标识；
交货地点；基于设备与设备基础之上；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品牌与项目描述，纸板箱包装箱配置与每个产品批号；
运输到各个地点的物流单元的总数；以及
交货日期，可能的话，包括交货时间与码头闸门。



所有接收者必须记录上述信息并确认接收日期与数量。

7.7. 可扫描数据
不论范围大小，针对所有召回产品，发货商必须向接收者提供含有条码的所有层级的召回产品的信息。供应链的
所有参与者必须都做到这点，如果公司从供应商处接收目标产品，并且把产品运给客户，那么公司既是接收者又
是发货商，必须传递相关信息。

层级等级
托盘
包装箱

条码类型
GS1-128
GS1- 128

定量商品

UPC-A

变量商品

UPC系统2

定量与变量消费品*

GS1databar

条码数据
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与批号或序列号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项目参考号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与公开日期代码
（例如保质期）

*采用扩展式GS1 databar

图28 – 扫描召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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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批号与序列号范围
出现召回情况时，发货人将向目标产品接收者提供批号或序列号。理想情况是在可疑数据是号码范围的一部分
时，可以提供批号或序列号的起始和终止号码。
任何召回是否有效，在一部分程度上取决于召回产品采用何种标识。提供非系列化批号或包装箱序列号比采用系
列化批号或序列号将会大大增加产品召回的复杂程度。同时也会增加召回产品没有从供应链移除的可能性。
如果供应商不能向接收者提供数字序列中的一个或有限的数字，那么应该提供其他追溯信息，例如生产日期、
保质期或颁发商号。此举增加了移除未召回产品的可能性，接收者需要可管理的产品信息，从而保证召回所有
目标产品和所有消费者的安全。

7.9. 人工识读信息
在召回过程中，发货商需要提供的人工识读信息视召回范围大小而定。发货商必须向供应链合作伙伴提供消费品
信息，此外还有包装箱信息，保证快速并有效地识别目标产品，从消费者展示柜中移除产品。发货人提供的信息
必须足够具体，才能精确召回范围，同时考虑到供应链合作上在召回情况下面临的人手不足的挑战。下面显示的
是包装箱或消费品层级的不同类型产品召回时，通常提供的人工识读信息：






7.10.

供应商公司名称
供应商产品代码或项目代码
箱层级产品描述
日期信息
数量

快速召回信息交换TM

鼓励行业供应链参与者采用快速召回信息交换，发起、定位、递交并接收完整产品召回与撤回信息。快速召回
信息交换是一种在线服务，为供应商提供与零售商24/7的交流方式，警示他们出现产品召回或撤回活动。可能
也有其他方式具有类似功能。
快速召回信息交换由食品市场营销协会会员咨询委员会委拖，由GS1 US（UPC系统创建者）与食品市场营销协
会、食品杂货制造商协会联合制定，这是他们履行加强食品与产品安全、保护品牌与消费者信心的的责任的部
分。同时也得到全国食品杂货商协会的支持。

快速召回信息交换是由不同行业部门共同努力开发的，提供适于食品与快速消费品公司使用的产品召回或
撤回通知流程。快速召回信息交换的能力与功能是针对所有零售商、批发商、制造商与加工商设计的，不
论公司规模大小或是产品范围的宽广程度。快速召回信息交换可供所有类型的行业协会使用，帮助协会成
员加强召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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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不同规模与类型的零售商、批发商与制造商订购快速召回信息交换。可以每年独立订购这项服务。年度订购费
用提供产品接收者召回通知和撤回通知及相关通信与信息。了解更多快速召回信息交换，请访问：
www.rapidrecallexchange.org.。

8. 总结
2002年生物反恐怖主义法案要求建立并保管记录，为食品，包括包装在内的直接前端来源与直接后端接收者提供
联系信息与产品数据（向上一步、向下一步）。2011年，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确认生物恐怖主义法案，针对高风
险食品可能提出附加记录或追溯要求。到目前为止，高风险的食品标识或附加追溯要求的附加信息尚未发布。这
份指南推荐采用自愿的采用最佳方法，标识与追溯从加工/制造到销售或消费过程中的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
品。
当所有贸易伙伴可以通过全球贸易项目代码与批号或序列号标识产品，或者通过全球参与方位置代码或批次码
时，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行业追溯可以在供应链的基础层面执行。GS1标准简化管理电子追溯信息的过
程，采用包装箱扫描、预先发货通知电子报文、及在出售时使用并扫描消费品包装上的扩展式GS1databar可以极
大地加强供应链追溯与召回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的有效性。
针对包装箱追溯流程，零售商品标签采用扩展式GS1databar并且箱层级采用包含GTIN和批号或序列号的GS1128条码格式可以为成功追溯系统提供基础。此外，采集、储存并同贸易伙伴分享信息可以推动及时、精确地追
溯流程发展。
要想保证追溯成功，加工、包装及/或贴标产品的贸易合作伙伴应该保证所有内部产品批次与外部产品批次相联
系，从而保证追溯供应链中的产品流不会受到中断影响。追溯的最低要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工识读读信
息，但是对于所有供应链合作伙伴而言最佳做法就是建立一种追溯流程，这一流程可以对供应链中，从原产地到
终端消费者的所有产品层级的关键产品追溯信息进行电子数据采集、储存并收回。

9. 附件与参考文件
9.1. 全球追溯标准
http://www.gs1.org/docs/gsmp/traceability/GS1_Global_Traceability_Standard_i1.pdf

9.2. 记录的建立与保存
http://www.fda.gov/downloads/Food/GuidanceComplianceRegulatoryInformation/GuidanceDocuments/FoodDefenseandEmerge
ncyResponse/UCM113920.pdf

9.3. 建立未来新鲜食品供应链
http://www.iddba.org/pdfs/roadmap.pdf

9.4. GS1 databar
http://www.gs1us.org/resources/standards/gs1-data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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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自愿公开食品日期制定指南
下列选自1999年5月在华盛顿特区由国家食品加工商协会公开日期标签特别小组制定的资源公开食品日期制定
指南，适用于耐储存、冷藏与冷冻食品。

定义
 保质期/此日期前最佳/最佳食用日期
标签或包装上的日期显示的是产品质量保存期限，即便产品可能在此日期之后依旧保存好的质量属性。耐储存
产品安全在此规定日期之外也不成问题。
 最迟销售日期/处理日期
这类术语通常在主要针对零售商公开日期标签的情况下适用。这是可以向消费者销售的最后期限，产品在此日期
之后不得出售。耐储存食品的安全在此规定日期之外也不成问题。


最佳使用日期/有效期

这类术语通常在针对消费者公开日期的情况下适用。这一日期规定向消费者保证质量属性的最后期限（例如，营
养成分、色泽、口味和纹理）。产品在此日期之后不得出售，耐储存食品的安全在此规定日期之外也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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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GS1 应用标识符
乳制品/熟食品/烘烤食品行业相关应用标识符
备注：

(*):第一位显示GS1应用标识符的长度（数字数量）。随后数值指的是数据内容格
式。
(**): 如果仅知道年份与月份，日期必须用两个零表示。
(***): GS1应用标识符的第四位数字指的是小数点位数。
例如：
-3100 净重千克没有小数点
- 3102 净重千克有两位小数点
(FNC1): 所有带有功能1字符（FNC1）的GS1应用标识符定义为应用标识符对应的数据
编码长度可变，并且必须由一个FNC1功能符限定长度，除非此单元数据串为符号中最后
一个被编码的数据。

应用标识符

数据内容

格式*

00

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SSCC）

n2+n18

01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GTIN)

n2+n14

10

批号

n2+X….20

11 (**)

生产日期（年/月/日）

n2+n6

13 (**)

包装日期（年/月/日）

n2+n6

15 (**)

最佳食用日期 （年/月/日）

n2+n6

17 (**)

有效期（年/月/日）

n2+n6

254

全球位置码扩展部分

n3+X….20

(FNC1)

30

商品数量 (变量贸易项目)

n2+n….8

(FNC1)

310 (***)

净重、千克 (变量贸易项目)

n4+n6

320 (***)

净重、磅 (变量贸易项目)

n4+n6

330 (***)

物流重量，千克

n4+n6

390 (***)

单一货币区内的应付款金额

n4+n….15

(FNC1)

391 (***)

n4+n….15

(FNC1)

392 (***)

具有ISO货币代码的应付款金额
单一货币区内的应付款金额 (变量贸易项目)

n4+n….15

(FNC1)

393 (***)

具有ISO货币代码的应付款金额(变量贸易项目)

n4+n3+n…..15

(FNC1)

410

交货地全球参与方位置代码

n3+n13

411

受票方全球参与方位置代码

n3+n13

412

供货方全球参与方位置代码

n3+n13

413

最终收货方全球参与方位置代码

n3+n13

414

标识物理位置的全球参与方位置代码

n3+n13

415

开票方全球参与方位置代码

n3+n13

422

贸易项目的原产国

n3+n3

(FNC1)

423

贸易项目初始加工国家

n3+n3+n….12

(FNC1)

424

加工国家

n3+n3

(FNC1)

426

全程加工贸易项目的国家

n3+n3

(FN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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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词汇表

术语

解释

2002年生物恐怖主义法案

该法案包含美国食药监与美国海关和边境检疫局为提升食品安全的一系列条款，包括保护食品供应不受恐怖
主义行为和其他威胁影响新的权力

预先发货通知

由装运人发送给接收者的电子数据文件（收货之前），文件包含运送信息。

应用标识符 (AI)

在数据传开头的两位或多个字符用于唯一定义该数据串的格式和内容

批号

经历同样转变流程的一批产品/项目。批与次视作同义词。过
GS1 全球定义：制造商对一系列类似商品或相同条件下的的乳制品、熟食品与烘烤食品分配的参考号。

提单

特定产品装运人与运送人之间的法律文件，详细规定运送商品类型、数量与目的地。提单同样在商品运至之
前决定的目的地时，作为接收货物的收据。这份文件必须同运送货物一起运送，不论运输方式为何，并且必
须得到运送人、装运人和接收人授权代表的签字认可。

品牌拥有者

负责制定GS1系统标识关键字的一方。GS1厂商识别代码的管理者。

即可装箱产品

供应商同零售商沟通产品信息，告知零售商可以在整个供应链体系到销售给消费者的过程中均可使用。同时
也可称作即可上架产品。

校验位

从GS1标识关键字的其他数据中计算出的最后一位数字，用于检查数据的正确组成。

消费项目

销售给终端消费者的贸易项目。

关键追踪事件

标识核心商业流程的事件，这些追溯数据采集对于成功追溯流程至关重要。

电子数据交换
(EDI)的

结构化信息的计算机之间交换，按照规定信息标准，通过电子方式从一个计算机应用至另一个程序，最小程
度地接受人工干扰。

事件

特定时间或时间段内发生的过程。

外部追溯

外部追溯是在可溯源项目由一位贸易伙伴（追溯项目源头）移交至另一方（追溯项目接收者）的情况下发生
的。

定量

用于表示各个包装箱或各个项目的产品重量都是一样的术语。有的时候也称作设定重量或固定重量，定量产
品通常以销售单元而非重量计价。

2010年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

2010年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目的在于通过转移联邦监管人员的注意力，从应对污染到防治污染，来保证
美国食品供应的安全。

深加工产品

任何处理；例如混合原料、烹饪、腌制、烟熏、烘烤、填料、装饰或浇头，这些处理可以改变原有核
心产品。可能 包含再包装、分割、调料、部分或全部烹饪或装饰。

全球数据同步网络 (GDSN)

GS1 全球登记 同时也是彼此协作、认证数据集的网络，根据GS1系统标准实现数据同步化。

GS1-128 条码

条码128的子集，专供GS1系统元素链使用。条码128符号拥有特殊首位代码形式（首位符号字母位置由首位
字母构成，第二位字母位置是功能代码1），规定随后数据必须遵从GS1系统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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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解释

GS1厂商识别代码

GS1系统标识代码的一个部分，由GS1前缀与公司代码构成，两者均由GS1成员组织分配。GS成员组织给公司分
配GS1厂商识别代码，管理GS1系统标识代码的分配。这些实体可以是商务公司，非营利性组织、政府机构和组织
内部业务部门。 分配GS1厂商识别代码的规则标准由GS1成员组织确定。

GS1databar

线性条码，是GS1系统的一个部分，拥有七种不同结构：
1. 全方向式GS1 databar
2.

全向层排式GS1 databar

3.

截短式GS1,databar

4.

层排式GS1 databar

5.

限定式GS1 databar

6.

扩展式GS1 databar

7.

扩展层排式GS1 databar

扩展式GS1databar条 码

包括GS1标识关键字和附加属性，例如重量与“最佳食用期限”的一种一维条码，可以由预先设置的零售终端扫描
枪全向扫描。

扩展层排式GS1 databar条码

扩展式GS1databar的一种变体。被压缩至多行，用于一般的条码符号太宽时.

GS1 全球参与方位置代码
(GLN)

GS1标识关键字包括GS1厂商识别代码、位置参考号和校验位，用于标识别物理位置或法律实体。

GS1
全球装运标识代码
(GSIN)

GS1标 识 关 键 字 包 括 G S 1 厂 商 识 别 代 码 、 装 运 参 考 号 和 校 验 位 ， 用 于 标 识 唯 一 装 运 的 货 物 。

GS1全球追溯标准（GTS）

独立于适合技术之外的追溯流程描述文件。规定所有机构、行业部门、国家的最低要求，以及相应的与信息管理
结合使用的GS1标准。详情参见：、http://www.gs1.org/docs/gsmp/traceability/Global_Traceability_Standard.pdf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GTIN)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格式在计算机中必须由14位数字，从而保证标识码的唯一性。
GS1全球定义： 一种用于唯一标识贸易项目的数字。贸易项目是在需要时能检索其预定义信息，并可在供应链的
任一点进行计划、定价、订购、运送及/或开具发票。

GS1全球可回收资产标识
(GRAI)

全球可回收资产标识代码用于标识可以重新使用的包装或运输设备，例如托盘、桶、牛奶箱、牛奶车、火车和拖
车。 全球可回收资产识别码定义成为物理项目与其内容物无关，可以追踪并记录所有相关数据。

GS1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
(SSCC)

这个18位GS1系 统 标 识 关 键 字 由 扩 展 字 符 、 G S 1 厂 商 识 别 代 码 、 系列参考与校验位构成，用于标识物流单
元。

GS1系统

GS1管理的细则规范、标准与指南。

GTIN指示符

GTIN-14中最左边的数字“0”代表全球贸易项目代码的最基本单元，1~8用于定义含有相同参考好的产品包装层
级，数字9指变量贸易项目。

人工识读字符

人可识读字符，例如字母和数字，不同于适合机器识读的条码符号字符。

内部流程

公司或组织内部一系列引发结果的活动、变化或功能。

内部追溯

内部追溯发生在贸易伙伴接收一个或多个项目作为输入用于内部加工，在一个或多个产品输出之前。

GS1 全球定义：全球数据同步化中的唯一位置码，用于识别数据拥有者/信息提供者等，例如经销商、中间商和制
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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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解释

ITF-14 条码

承载全球贸易项目代码的GS1系统条码

关键数据元素

关键追踪事件中采集的用于确保成功追溯流程的数据。

标签 / 箱标志

产品包装上的标签、贴纸或印刷物，用于提供内部产品信息。

位置

可追溯项目存在或可能存在的地点 [ISO/CD 22519]。生产、处理、储存及/或销售的地点。

物流单元

可追溯项目的组合，用于在整个供应链中的运输及/或储存管理。

主数据

主数据描述的是参与供应链流程中的所有项目和参与者。主数据定义为拥有以下特点的数据：

本质持续或永久

相对固定、不会经常性变动

多种业务流程和系统应用接触/使用的数据
既可以是中立的又可以有依赖性

公开日期

标有明确可读日期的易腐食品标志，显示食品包装日期或保质期或最佳食用日期。

向上一步，向下一步追溯

识别直接前端来源与直接后续接收者的联系信息和产品数据的能力。

一方

参与方（或）地点是供应链的任一点的任何法律、功能或物理实体，需要检索的预先定义的信息。参与方由
GS1全球位置码唯一标识。

私人贴标产品

零售商、经销商和运营商是品牌所有者的产品。

流程

取得特定目的的一系列行为或步骤。常见工艺包括生产、转换、质量控制、储存、运输、移动、循环、返
还、包装、接收、溯源。

产品描述

GS1 全球定义：反映标识代码的相关特征的信息。 [例如：保质期或GTIN相关的产品描述]。

数量

物件或单元具体数量。与计量单元结合使用。

接收日期

GS1全球定义：指定一方接收货物日期/时间。

记录

创建永久信息，描述已经发生的事件行为。

序列号

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分配给项目数字或字母代码。单个产品可能通过GTIN和序列号共同标识。

系列化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SGTIN)

系列化全球贸易项目代码是一种标识单元或零售层级与包装箱与手提袋层级项目的方法。由GS1厂商识别代
码和GTIN以及序列号构成。过去采用传统的UCC/EAN条码，系列化全球贸易项目代码细则规定加上无线射
频识别标签可以使得公司除却项目参考号和序列号之外给予更多的可视性。

共享

同贸伙伴交换实体或可追溯项目信息的行为。

船运日期

GS1全球定义：供应商装运或发货/发送的日期。

始发地

GS1全球定义：商品将被或已经发货的地点。

目的地

GS1全球定义：商品将要或已经发货至的一方地点。

装运货物

一件或一组项目运至一方地点的同时所进行的运送/发送与接收过程。

装运参考号

GS1全球定义：对装运货物分配的参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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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解释

库存计量单元(SKU)

公司内部用于标识产品的内部号码或代码。可在公司内是唯一的，但在全球范围内不唯一，不建议用于追
溯。

供应链贸易伙伴

任何供应链合作伙伴在整条供应链中对于产品流动产生直接影响。包括第三方物流提供者、制造商、零售
商、批发商、分销商或运营商。

目标产品

由特定的GTIN与批号共同识别的产品。这一术语通常用于产品召回或撤回过程中。

追溯

追溯是向前追溯和向后跟踪产品在供应链特定阶段流动的历史、应用或位置的能力。（GS1全球溯源性标
准，第二版）
[ISO 9001:2000] 追溯是追溯特定产品历史、应用或位置的能力。

追溯数据

任何有关历史、应用或可追溯产品位置的信息，可以是主要数据也可以是交易数据。

可追溯项目

需要检索相关历史、应用或位置信息的物理对象。可追溯项目在产品包装或物流层级的等级定义取决于行业
要求和要求控制的程度。项目可以追踪、溯源、召回或撤回；可以同时处于多地（例如，标识到贸易项目和
批次层级）
追溯项目可能与另一种追溯项目相关。
参见流程定义。

溯源请求

可追溯项目历史、应用或位置调查的正式请求。请求可能引起后续供应链向上或向下的追踪请求，从而满足
最初的请求。请求方需要数据源做出响应。

向前溯源

通过参考所持记录，识别原属性或供应链中特定可溯源项目历史的能力。本文件主要采用“向前追踪”或
“向后追踪”两种说法。

向后追踪

跟踪追溯项目在供应链合作伙伴之间移动的能力

贸易项目

在需要时能检索其预定义信息，并可在供应链任意环节对其进行定价、订购、开具发票的任意项目（产品或
服务）

转变

可追溯项目本质变化，改变可溯源项目标识及/或特征。改变项目的行为包括混合原料制成商品或组装包装
箱制成新的托盘。转变也可以包括融合或混合原料、腌制、烟熏、烘烤、调料、部分或全部烹制。

运输方

将追溯项目从一地到另一地，而不改变项目的一方，他们可以接受、运输、运送一件或多件可追溯项目。
运输方可能仅仅“拥有、监管、控制”可追溯项目，不同于项目所有者。

变量

这一术语适用于指示产品的至少一个特征可以变化，而其他则保持不变。可变特征可能是重量、尺寸、包
含项目数量或容量信息。变量产品通常根据实际重量计价而非按每个售卖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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