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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产品追溯

产品追溯系统基本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产品追溯系统的总体要求、追溯系统建设要求、追溯数据管理要求、追溯系统运维要
求以及追溯系统安全要求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食用农产品、食品、药品、农业生产资料、特种设备、危险品、稀土产品等重要产品
追溯系统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271.18-2008 信息技术 词汇 第 18 部分：分布式数据处理
GB/T 17004 防伪技术术语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8452 信息安全技术 应用软件系统通用安全技术
GB/T 31167-2014 信息安全技术 云计算服务安全指南
GB/T 33745-2017 物联网 术语
GB/T XXXX 重要产品追溯 核心元数据
GB/T XXXX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术语
GB/T XXXX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码编码规范
GB/T XXXX 重要产品追溯 交易记录总体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XXXX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术语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产品追溯系统 traceability system for product
基于追溯码、相关软硬件设备和通讯网络，实现信息化管理并可获取产品追溯过程中相关数据的集
成。
3.2
追溯参与方 traceability participant
在供应链中从事产品初级生产、生产加工、包装、仓储、运输、配送、销售、消费（使用）等相关
业务的组织或个人。

1

GB/T XX—XXXX
3.3
追溯单元 traceability unit
需要对其历史、应用情况或所处位置的相关信息进行记录、标识并可追溯的单个产品、同一批次产
品或同一品类产品。
3.4
基本追溯信息 basic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能够实现追溯系统中各参与方之间有效链接的必需信息，如责任主体备案信息、产品名称、产品唯
一代码、追溯单元、追溯码等。
3.5
扩展追溯信息 extended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除基本追溯信息外，与产品追溯相关的其他信息，可以是产品质量或用于商业目的的信息。
3.6 云计算 cloud computing
通过网络访问可扩展的、灵活的物理或虚拟资源池，并可按需自助获取与管理资源的模式。
注：资源实例包括服务器、操作系统、网络、软件、应用与存储设备等。
[GB/T 31167-2014，定义3.1]

3.7 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IoT
通过感知设备，按照约定协议，连接物、人、系统和信息资源，实现对物理和虚拟世界的信息进行
处理并作出反应的智能服务系统。
注：物即物理实体。
[GB/T 33745-2017，定义2.1.1]

3.8 区块链 blockchain
一种在对等网络环境下，通过透明和可信规则，构建不可伪造、不可篡改和可追溯的块链式数据结
构，实现和管理事务处理的模式。
注：事务处理包括但不限于可信数据的产生、存取和使用等。
3.9 对等网络 peer-to-peer network

一种仅包含对控制和操作能力等效的节点的计算机网络。
[GB/T 5271.18-2008]
3.10 块链式数据结构 chained-block data structure

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事务处理以区块为单位进行存储，并以密码学算法将区块按时间顺序连接成链条
的一种数据结构。
3.11 防伪技术 anti-counterfeiting techniques

为了达到防伪目的而采取的，在一定范围内能准确鉴别真伪并不易被仿制和复制的技术。
[GB/T 17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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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要求
4.1 追溯系统的建设、运行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的规定，并充分满足管理部门、消费者、
供应链企业等不同类型用户的差异化需求。
4.2 追溯系统应将产品初级生产、生产加工、包装、仓储、运输、配送、销售、消费（使用）等供应
链环节中质量安全相关信息作为追溯内容，建立全程信息追溯链条。
4.3 追溯参与方应建立追溯数据存储和管理机制，可利用区块链、防伪等技术完整记录追溯信息，确
保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4.4 追溯系统应能实现内部追溯和外部追溯，对接追溯主体的内部管理信息系统和追溯参与方的供应
链信息系统。
4.5 追溯系统应对追溯信息进行分用户管理，向消费者、相关部门、相关企业等用户按需要、按权限提
供追溯信息。
4.6 追溯系统宜使用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防伪技术等信息技术建设。
5 追溯系统建设要求
5.1 追溯参与方信息管理
5.1.1 追溯参与方可管理本企业基本信息及与本企业供应链上下游相关企业的基本信息。
5.1.2 追溯系统应具有追溯参与方信息登记、检索、修改、验证等管理功能。
5.1.3 企业追溯参与方管理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法人责任主体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人责任主
体类型、法人代表身份证号码、行业代码、生产/经营许可证号、经营地址、联系人等。
5.1.4 自然人追溯参与方登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人责任主体名称、自然人责任主体身份证号码、
所属企业名称、行业代码、通讯地址、联系电话等。
5.2 产品信息管理
5.2.1 产品信息管理可管理本企业生产经营的产品及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原辅料和投入品。
5.2.2 追溯系统应具有产品信息登记、编码、检索、修改等功能。
5.2.3 产品信息管理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名称、产品唯一代码、所属品种、所属企业、规格等。
5.3 交易信息管理
5.3.1 交易信息管理应实现对本企业进出产品的上下游交易信息采集，应参考 GB/T XXXX 重要产
品追溯 交易记录总体要求。
5.3.2 交易信息采集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扫描产品追溯标签、读取射频标签、系统录入。
5.3.3 交易信息采集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主体备案信息、产品名称、产品唯一代码、追溯单元、追溯
码、批次号、生产日期/安装日期、交易日期、供应商/采购商代码、供应商/采购商名称等。
5.4 赋码信息管理
5.4.1 企业应根据追溯系统中的产品特征，对产品批次进行定义，确定追溯单元。
5.4.2 结合企业经营管理要求，可根据产品特性、初级生产、生产加工、包装、仓储、运输、配送、
销售、消费（使用）和检测等信息，对追溯单元进行赋码，赋码载体包括但不限于：包装标识、追溯标
签、追溯身份卡或交易凭证等。
5.4.3 赋码信息包括本节点信息和产品流向信息，赋码信息可关联包括但不限于：主体备案信息、产
品名称、产品唯一代码、产品批次、追溯码、生产日期/安装日期、保质期/使用期限、检验检测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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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赋码规则应参考 GB/T XXXX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码编码规范。
5.5 产品运输信息管理
5.5.1 产品运输信息管理应实现对物流责任主体、托运责任主体、接收责任主体和运输车辆等信息管
理。
5.5.2 产品运输信息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物流责任主体代码、物流责任主体名称、托运责任主体
代码、托运责任主体名称、接收责任主体代码、接收责任主体名称、产品代码、产品名称、物流单号、
物流环境信息、运输单元追溯码和运输车牌号等。
5.6 产品消费（使用）管理
5.6.1 在产品消费（使用）环节应实现对消费（使用）主体、消费（使用）日期、消费（使用）情况
等信息管理。
注： 消费（使用）主体指在产品消费（使用）终端环节的企业，如团体消费单位、医院、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等。

5.6.2 产品消费（使用）信息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消费（使用）企业代码、消费（使用）企业名
称、消费（使用）日期、消费（使用）批次、产品代码、产品名称等。
5.7 权限管理
5.7.1 追溯系统应采取相对严格的系统权限管理措施，明确责任主体，确保信息安全。
5.7.2 追溯系统应具备对用户和角色的权限调配功能。
5.7.3 追溯系统应具备对组织机构、用户、角色的基本信息维护功能。
6 追溯数据管理要求
6.1 数据格式
追溯数据格式应符合 GB/T XXXX 重要产品追溯 核心元数据规范的要求。
6.2 信息存储
6.2.1 应支持海量数据存储功能。
6.2.2 宜采用分布式存储，并提供备份。
6.2.3 应提供对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的存储功能。
6.2.4 存储的数据保存期限可根据行业相关规定确定，没有行业规定的数据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
质期/寿命满后 1 年，没有明确保质期/寿命规定的，数据应保留 2 年以上。
6.2.5 数据应保证不可被篡改。
6.3 信息交换
6.3.1 追溯信息交换的数据接口应符合国家重要产品追溯体系数据对接相关技术要求。
6.3.2 国家重要产品追溯体系数据对接相关技术要求未明确规定的，应参照相关技术要求并结合实际
情况，自行制定数据接口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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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信息共享
6.4.1 企业追溯信息应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向消费者、供应链企业和相关部门开放。
6.4.2 追溯信息应确保能够共享至追溯管理平台/追溯服务平台、相关供应链企业管理系统。
7 追溯系统运维要求
7.1 企业应明确追溯系统运维人员岗位职责，明确系统管理者的权限与职责，确保追溯系统的有效实
施。
7.2 企业应制定系统培训计划，为企业内部参与者提供培训，确保参与者具备实施追溯系统的能力。
7.3 企业应建立比较稳定的运维队伍，落实运维责任。
7.4 对于系统运行故障，企业需要做好应急处理预案，故障发生时，及时做出响应并详细排查故障原
因，做好善后工作。
8 追溯系统安全要求
8.1 追溯系统安全应根据系统安全管理要求，参照 GB/T 22239 和 GB/T 28452 的相关规定，采取适当
的安全防护措施。
8.2 追溯系统应采取容错性设计，提供网络安全防范措施。
8.3 应具备追溯信息防篡改、防攻击、访问权限控制等安全防护能力，实现安全可靠连续运行。
8.4 应具有完整的用户操作日志记录功能，且日志不可随意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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