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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厦门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厦门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厦门市标准化研究院（共同第一起草单位）、厦门

市餐饮行业协会、厦门市旅游协会烹饪分会、厦门航空金雁酒店、厦门建发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福建政府事务、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广东星巴克咖啡有

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伟程、郑胜转、洪丽君、李振良、柯海燕、刘锦冬、高海燕、李嘉义、李双

振、胡龙、唐鹏辉、李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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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外卖一次性封签使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餐饮外卖一次性封签的质量要求、信息要求及使用要求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餐饮外卖（含网络订餐）配送环节中一次性封签的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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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6.1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480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

GB/T 12908 信息技术 自动识别和数据采集技术 条码符号规范 三九条码

GB/T 18284 快速响应矩阵码

GB/T 18347 128条码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一次性封签 safety seal

为保障餐饮外卖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防止外卖食品包装在运送过程中被人为拆启或意外破坏而

采取的一次性封口产品。

4 质量要求

4.1 性能

4.1.1 封签应为一次性使用，拆启或破坏后出现明显变形、破裂、粘性变差等现象，无法恢复原状。

4.1.2 封签的胶粘面应有良好粘性，粘贴应牢固。

4.1.3 封签的印刷面应着色牢固，印刷信息清晰可辨识。

4.1.4 以点断方式连接的封签，点断处应有明显标志，撕断过程应顺畅。

4.2 卫生要求

4.2.1 封签应外观洁净，无异味，无霉变，不含危害人体健康的有毒有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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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与餐饮外卖食品可能直接接触的封签应符合 GB 4806.1 的要求，其中纸基材封签应同时符合 GB

4806.8 中的要求，塑料基材封签应同时符合 GB 4806.7 中的要求。

5 信息要求

5.1 标识

5.1.1 封签宜标有提示语和安全性说明，如：若封签破损、请勿接收。

5.1.2 封签可使用个性化标识及广告宣传语，如：反对食物浪费、共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等。形

式及内容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不存在违法及侵权的情形。

5.2 条码

5.2.1 封签上宜印制条码。条码可采用一维条码或二维条码，一维条码应根据码制符合相应的国家标

准要求，如三九条码应符合GB/T 12908的要求、128码应符合18347的要求，二维条码应符合 GB/T 18284

的要求。

5.2.2 条码应印制清晰，可被终端设备扫描识读并解析。

5.2.3 条码可包含以下信息：

a) 封签定制单位的名称等信息，

b) 餐饮商户的店铺名称、证照、近期食品安全监督公示结果等信息，

c) 当次订单中餐饮外卖食品的品种、数量、配送时间以及配送人员、流程进度等交易信息，

d) 食品相关信息，如过敏源、食用方法、储存条件、配料/热量表、批次、制作/加工时间、有效

期/保质期、系列号、厨师/配送人员等健康状况、食品安全追溯信息等。

e) 问卷调查、满意度测评、投诉反馈等。

6 使用要求

6.1 下单

餐食经营平台应以显著方式提示餐食经营者、配送人员、消费者使用封签的相关信息。

6.2 封装

6.2.1 餐食经营者应在外送餐食交付配送人员前使用封签进行封装。非食品级封签封装时不应直接接

触餐食。

6.2.2 应至少在外送餐食最大包装单元使用 1 个封签，可在外送餐食最小独立包装单元封口处使用封

签。

6.2.3 封签位置应使外送餐食包装不易打开，防止在不破坏封签或外包装的情况下接触到外送餐食，

如包装打开则封签或外送餐食包装破损。封签位置示例参见附录 A。

6.3 配送

6.3.1 配送人员从餐饮服务提供者处接收外送餐食前应检查封签及包装是否完好，如破损，应要求餐

食经营者重新封装。

6.3.2 配送过程中发生食品污染、封签损坏或不完整时，应终止配送。

6.4 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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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外卖餐食送达后，配送人员应提醒消费者检查封签及包装是否完好。

6.4.2 封签完整有效的，由消费者确认接收。

6.4.3 封签出现破损或不完整的情况，消费者可选择拒收，并及时反馈餐饮服务提供者及第三方网络

平台。



4

T/XMSSAL XXX—2020

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封签位置示例

A.1 封签位置示例

封签位置示例见表 A.1。

表 A.1 封签位置示例

封签分类 包装分类 封签位置示意

一次性封签

贴纸（用于

包装外部，

实现不破坏

封签则无法

打开包装的

效果）

无拎手包装袋

有拎包装袋

餐盒（最小包

装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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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A.1 封签位置示例

封签分类 包装分类 封签位置示意

塑料单向封

扣、扎口胶带

封条（用于包

装外部，扎带

扎紧封口处，

实现不破坏

扎带则无法

打开包装的

效果）

手提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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