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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广东省食品流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起草单位: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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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预包装食品安全溯源体系建设技术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非预包装食品安全溯源体系的术语和定义、要求、溯源体系建设内容、溯源体系功能、

运行管理及应用。

本标准适用于非预包装食品安全溯源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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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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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09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非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食品链中各类组织的要求

GB/T 22005- 2009 饲料和食品链的可追溯性 体系设计 实施的通用原则和基本要求

GB/Z 25008- 2010 饲料和食品链的可追溯性 体系设计与实施指南

GB/T 34062 防伪溯源编码技术条件

GB/T 37029 食品追溯 信息记录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溯源 traceing

溯源是指追本溯源，探寻事物的根本、源头。食品安全溯源是指通过信息技术，食品生产、加工、

销售整个过程中，跟踪和跟随一种食品、饲料或成分到另一种食品或饲料的能力。

3.2

追溯体系 traccability systcm

能够维护关于产品及其成分在整个或部分生产与使用链上所期望获取信息的全部数据和作业。

[GB/T 22005- 2009，定义 3.12]
3.3

追溯单元 traccablc unit

需要对其来源、用途和位置的相关信息进行记录和追溯的单个产品或同一批次产品。

[GB/Z 25008- 2010，定义 3.1]
3.4

可追溯性 traceability

具有可追踪和溯源某个产品的来源、形成过程、使用和位置的能力。

4 要求



T/GDFCA 003—2019

2

4.1 建设目标

应实现非预包装食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部监管与质量安全可追溯。通过追溯标签可查询到非预包装

食品的产地环境、生产管理、投入品等与质量安全相关的信息及相关责任主体。

4.2 机构和人员

应建立非预包装食品质量安全溯源体系的生产单位应指定机构和人员负责追溯的组织、实施、监控、

信息的采集、上报、核实和发布等工作。

4.3 设备和软件

应建立非预包装食品质量安全溯源体系的生产单位应配备必要的计算机、网络设备、标签打印机、

条码读写设备等，相关软件应满足追溯要求。

4.4 管理制度

应建立非预包装食品质量安全溯源体系的生产单位应指定非预包装食品质量安全追溯工作规范、信

息采集规范、信息系统维护和管理规范、质量安全问题处置规范等相关制度，并组织实施。

5 溯源体系建设内容

非预包装食品安全溯源体系包括追溯技术体系和追溯信息管理体系。

5.1 追溯技术体系

5.1.1 生产信息录入

应包含生产的产品名称、产品类别、生产日期、生产地点、销售区域、单价、数量、总价、质量检

验报告等相关生产管理信息。录入哪些信息，由溯源流程设置限定。

5.1.2 追溯标签

追溯标签是非预包装食品追溯的重要标识。根据技术条件、追溯单元特性、施成本等因素选择二维

码为标识载体。二维码编码的参照规则可自行设定。

5.1.3 溯源信息查询

通过追溯标签查询非预包装食品质量安全相关信息，溯源信息查询可通过三种方式查询：

a）扫描溯源码查询，通过微信或者其他二维码识别 APP，扫描溯源码即可查询；

b）扫描物流码查询，通过扫描关联的防窜货物流码查询溯源信息，此方式需要结合防窜货系统使

用;
c）扫描生产批次号查询，此方式一般用于企业内部追溯查询。

5.2 追溯信息管理体系

5.2.1 生产加工信息

生产加工信息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 1 生产加工信息

序号 类型 内容

1 投料信息 原辅料名称、规格、批次、数量、操作人、投料点、投料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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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装信息
产品名称、规格、批次、生产线、班组、负责人、产品追溯编码、内外包装追溯关联、

生产日期等

3 检验信息
取样日期、取样人、收样日期、收样人、检测依据、检测结果、检验判定、检验员、审

核人、批准人等

4
关键控制点的

信息

应对生产过程的关键控制点进行数据采集，以做到信息溯源

5.2.2 成品信息

成品信息应符合表 2的要求。

表 2 成品信息

序号 类型 内容

1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产品品牌、净含量、规格、产品标准编号、产品的类别、生产工艺、生产日

期、保质期、生产地、产品批次、产品追溯编码等

2 消费说明
适用人群、食用方法、温馨提示、配料表、贮存条件、主要营养成分及含量、其他质量

承诺等

3 管理信息
产品放行记录、关键控制点记录、产品留样记录、库房保管记录、不合格产品处置记录、

退货处置记录等

4 产品检验报告
产品名称、产品批次、检验方法、检验设备、检验结果、检验判定、检验员、审核人、

批准人等

5 产品仓储信息 产品名称、产品批次、库存信息、出入库信息等

5.2.3 销售信息

销售信息应符合表 3的要求。

表 3 销售信息

序号 类型 内容

1 销售入库信息
出库单号、出库时间、往来单位（单位类型、单位名称）、产品名称、规格、批次、数

量、产品追溯编码等信息

注：单位类型包括生产企业、批发企业、终端客户（包括零售商、单位用户等）。

5.2.4 消费信息

消费信息应符合表 4的要求。

表 4 消费信息

序号 类型 内容

1 消费者信息 消费者姓名、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

2 投诉信息 投诉时间、地点、投诉内容等

3 追溯查询记录 追溯查询时间、地点、次数、查询渠道、意见反馈等

5.2.5 其他信息

企业相关信息、问题产品召回信息、食品安全事故处置记录、统计分析信息、决策支持信息、预警

信息等。

6 溯源体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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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数据管理系统

应建立数据安全管理机制，对系统所涉及的非预包装食品的编码、进货数据、出货数据进行统一管

理，提供编码数据的防泄露、防盗用机制。

6.2 食品追溯系统

系应采用多层级、多角色管理，平台可登记企业信息、企业可登记商家信息，企业在食品生产之前，

可配置所需要登记的生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生产的产品名称、产品类别、种植（养殖）时间、采摘

（加工）时间、销售区域、质量检验报告等，以实现食品的进货查验和追溯管理。

6.3 物流管理系统

产品收发货时，能够通过手持 PDA设备或手机 APP（或其他方式）方便地记录该批产品的进货信

息、发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发往地区、收货单位、发货时间、产品信息（产品类别、产品名称）、

交易订单号，以实现食品的进货查验和流通管理。

6.4 销售管理系统

销售终端收货时，能够通过手持 PDA设备或手机 APP（或其他方式）方便地接收上游的发货数据，

并在销售过程中通过二维码信息了解以下信息：销售地点、销售时间、销售单位、产品信息（产品类别、

产品名称、质检报告的等信息）。

6.5 用户查询系统

在食品售出环节，用户可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式查询食品的溯源信息：通过微信、QQ 的“扫一扫”，
对食品销售单的二维码进行扫码查询。扫码成功后， 显示详细的产品溯源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生产

的产品名称、产品类别、种植（养殖）日期、生产地点、销售区域、单价、数量、总价、质量检验报告

等。

6.6 统计分析系统

应从时间、地区、商品等多个维度，对生产追溯、流通物流、用户查询务进行灵活的统计分析，根

据需要生成直观的统计图表。

6.7 后台基础管理

6.7.1 用户及权限管理

应对使用本系统的用户根据其业务角色进行分类（如系统管理员、生产管理人员、编码管理人员、

流通管理人员、物流发货人员等），并可以对某类角色用户灵活分配其所需要的操作权限。用户的操作

权限既可以单独进行分配，也可以继承自其所在的用户角色（用户组）。

6.7.2 组织结构设置

应对本项目所涉及的组织单元进行灵活设置，维护其基本信息及隶属关系。可限定某个或某类用户

仅限于对某组织单元的业务数据进行操作或管理。

6.7.3 产品档案管理

应对本系统所需要用到的产品类别以及产品档案进行维护管理。产品类别应支持多级类别设置，商

品档案应支持图文内容。

6.7.4 客户及供应商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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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本系统所需要用到的客户以及供应商档案进行维护管理。档案内容应支持多级类别设置，可以

按地区或其它分类对档案内容进行查询和管理。

6.7.5 查询界面管理

可以对用户通过微信扫码等操作进行溯源查询的结果页面内容进行灵活设置，并设置所需要的相应

链接。使用微信“扫一扫”（或其它二维码扫描 APP）软件快速扫描瓶标签，任何智能手机都可扫描

查询。查询结果：查询页面第一次扫描验证时显示查询结果；验证页面第二次及以上扫描验证时显示查

询次数，并提示第一次扫描验证的时间。

客户可以根据需要随时配置不同的模板用于消费端扫码的显示内容展示。显示内容按照客户需求进

行定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生产的产品名称、产品类别、生产日期、生产地点、原材料信息、质

量检验信息、物流信息等。所有在产品追溯管理系统中有的信息，都可以根据需要开放查询。

6.7.6 外部信息对接 API

溯源平台预留与以下信息化系统对接的功能，1-3 项的对接采用 API方式，4-5 项可以采用 API 方
式或 B/S方式。溯源平台如下：

a）企业 ERP 系统；

b）企业WMS系统；

c）企业MES 系统；

d）国家指定的追溯平台；

e）其它企业需要的信息系统；

f）系统整合（与第三方软件接口设计）。

此模块为追溯系统的一个单独模块，实现与第三方系统的接口对接与管理，方便管理人员、开发人

员能够快速了解接口的配置信息、业务场景，在接口出现问题时能够快速定位与排查。能够提供与被集

成系统接口调用的日志记录及查询功能，记录每次接口调用时间、响应时间、状态、消息数据以及必要

的配置信息，以便于系统管理员日常监控接口调用情况。

设计原则：

a）基于行业标准技术构建，应符合开放性接口标准；

b）基于 XML的系统接口，易于与其他系统集成；

c）所有接口 API为层次化，能够提供多种层次接口需求;
d）接口信息交换的内容可以灵活定义；

e）支持多种接入方式，屏蔽接口差异；

f）接口设计充分考虑未来的可扩展性；

g）接口的可扩展性。

6.8 系统软件

系统软件应具有以下功能：

a）软件系统的安装要求做完整的系统备份；

b）系统软件满足设计提出的各种需求，整体及模块功能需求执行成功率达 100%；

c）系统软件应支持标准接口；

d）系统软件应具有模块化结构、图形化界面；

e）系统软件应具有完善的在线诊断功能；

f）系统软件能支持国际标准的网络通信协议；

g）系统软件应具有一定的扩展能力；

h）系统软件对重要数据的删除及修改应具备警告和确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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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系统软件应能够判断数据的有效性、屏蔽用户的错误输入、识别非法值、并有相应的错误提示；

j）系统软件中的密钥应以密文方式存储；

k）系统软件应具有留痕功能，即应保存用户的操作日志，包括：管理员的操作、业务人员的操作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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