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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GS1全球统一标识系统

时代发展到今天，物流对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经

济发展至关重要，新时代物流需要建立在智慧型架构

上。智慧物流的发展首先是单元化,其次数字化,然后

是网络化,最后才能实现智慧化，将单元化的物流单元

进行统一编码与标识是实现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基础。

物流单元统一编码与标识的标准化直接影响供应链智

慧化的程度。GS1全球统一编码标识系统（以下简称

GS1系统），作为全球商贸领域使用最为广泛的供应链

标准和商贸语言，可为供应链中不同层级的贸易项目、

物流单元、资产、位置及其他特殊领域提供全球唯一的

编码标识。利用GS1全球统一编码标识系统对物流单

元进行标准化编码及标识，提升物流行业智慧化。

GS1全球统一编码标识系统

GS1系统由编码体系、数据载体、数据交换三部分

组成，三个部分紧密联系相互支持，如图 1所示。其

中，编码体系是核心，实现了对不同物品的唯一编码；

数据载体是将肉眼识读的编码转化为可供机器识读的

载体，如条码符号、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等；然

后通过电子数据交换 (EDI、XML)，实现自动化操作。

GS1系统的编码体系，包括对流通领域中所有产品和

服务的标识代码以及附加属性代码，GS1系统根据不

同的应用领域，采用不同的编码结构，如图 2所示（见

下页）。GS1全球统一标识系统中数据载体包含条码

符号和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标签等一些可以自

动识别的数据载体。GS1系统数据交换技术包括电子

数据交换技术、XML技术等。

物流单元编码与标识

物流单元是指产品供应链中，为进行运输和（或）

仓储管理而设立的任何组成单元。物流的作业对象是

货物单元，不管是大单元、中单元、小单元，还是标准单

元、非标准单元，物流作业都是对物流单元的操作。物

流单元编码与标识，是指利用GS1系统的编码体系和

数据载体为每个物流单元赋予生命周期内唯一标识，

使得流通过程通过扫描每个物流单元的标识，将物流

与相关信息流链接，这些信息在供应链各主体间通过

电子数据（EDI）进行交换，为物流单元进行高效的跟

浅析基于GS1系统的

物流单元编码与标识
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 林翠霞

GS1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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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单元的编码

非零售商品的编码

零售商品的编码

编
码
体
系

标识代码

AI+附加属性编码附加属性代码

全球单个资产标识（GIAI）
全球服务关系代码（GSRN）

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SSCC）
全球参与方位置代码（GLN）
全球可回收资产标识（GRAI）

全球贸易项代码（GTIN）

图2 GS1系统编码体系

踪、追溯和管理，从而实现对物流单元信息的数字化和

传递。

物流单元编码的代码结构

基于GS1系统的物流单元编码的代码结构分为物

流单元标识代码结构和附加信息代码结构。

物流单元标识代码结构

物流单元标识代码是标识物流单元身份的唯一代

码，具有全球唯一性。物流单元标识代码采用 SSCC
（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表示，由扩展位、厂商识别代

码、系列号和校验码四个部分组成，是 18位的数字代

码，分为四种结构，见表 1。物流单元标识代码必须要

遵循唯一性和稳定性原则，唯一性指的是每个物流单

元都应分配一个独立的 SSCC，并在供应链过程中及整

个生命周期内保持唯一不变；稳定性原则指的是一个

SSCC分配以后，从货物开始运输之日起的一年内，不

能重新分配给新的物流单元，并且有行业惯例或其他

的规定可以延长期限。其中扩展位N1由 1位数组成，

取值 0～9，表示包装类型，用于增加 SSCC的容量，由

建立 SSCC的厂商分配；厂商识别代码由 7～10位数组

成，是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统一向申请厂商分配的代码，

厂商识别代码前 2～3位数为前缀码，是国际物品编码

组织（GS1）分配给国家（或地区）编码组织的代码，系

列号由 9～6位数组成，由厂商自行给物流单元分配的

一个连续号，校验码为 1位数字，计算方法见 GB/T
16986《商品条码应用标识符》。

附加信息代码结构

在实际应用中，物流单元在供应链中需要传递各

种信息，如物流单元内贸易项目数量、物流单元的度量

衡和货物最终目的地等，物流单元标识编码只能标识

分配物流单元的厂商及该物流单元的系列号，不能满

足信息流通及传输的要求，这时需要在物流单元标识

代码的基础上添加附加信息代码。附加信息代码是表

示物流单元相关信息，如物流单元内贸易项目的全球

贸易项目代码（GTIN）、贸易与物流量度、物流单元内

表1 SSCC结构

结构种类

结构一

结构二

结构三

结构四

扩展位

N1
N1
N1
N1

厂商识别代码

N2 N3 N4 N5 N6 N7 N8
N2 N3 N4 N5 N6 N7 N8 N9
N2 N3 N4 N5 N6 N7 N8 N9N10
N2 N3 N4 N5 N6 N7 N8 N9N10 N11

系列号

N9 N10 N11 N12N13 N14N15 N16 N17
N10 N11 N12N13 N14N15 N16 N17
N11 N12N13 N14N15 N16 N17
N12N13 N14N15 N16 N17

校验码

N18
N18
N18
N18

GS1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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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项目的数量等信息的代码，由应用标识符（AI）和

编码数据组成。如果使用物流单元附加信息代码，则

需要与SSCC一并处理。常用的附加信息代码见表2。
物流单元条码表示

物流单元编码与标识的最终目的是为供应链各方

主体快速便捷读取物流单元的信息，以实现物流单元

信息的数字化，这便需要选择一种数据载体承载编码

结构的信息并体现在物流单元包装上，数据载体是以

机器可识读的形式表示数据的手段。GS1-128条码是

GS1系统认可的数据载体之一，用于标识储运单元或

物流单元中附加信息的非定长条码符号，是 Code128
条码的子集，通过在 Code128起始字符结构后增加专

门保留的功能字符 FNC1以表示用于标识 GS1系统。

物流单元的 SSCC与应用标识符AI（00）一起使用，采

用GS1-128条码符号表示；附加信息代码与相应的应

用标识符AI一起使用，也是采用GS1-128条码符号表

表2 常用附加信息代码结构

编码数据含义

02

33nn,34nn,35nn,36nn

37

401

402

403

410

413

420

421

AI（应用标识符）

物流单元内贸易项目的GTIN

物流计量

物流单元内贸易项目数量

全球托运货物标识代码

全球装运货物标识代码

路径代码

交货地全球位置码

货物最终目的地全球位置码

交货地邮政编码

含3位 ISO国家（或地区）代码
的交货地邮政编码

编码数据结构格式
（应用标识符+编码数据）

N1 N2 N3 N4 N5 N6 N7 N8 N9N10N11N12N13 N14

（A1A2A3A4）N1 N2 N3 N4 N5 N6

N1 —可变长度→Nj

N1··· NiXi+1···可变长度Xj（j≤30）

N1 N2 N3 N4 N5 N6 N7 N8 N9N10 N11N12N13N14N15 N16 N17

X1 —可变长度→X30

N1 N2 N3 N4 N5 N6 N7 N8 N9N10 N11N12N13

N1 N2 N3 N4 N5 N6 N7 N8 N9N10 N11N12N13

X1 —可变长度→X20

N1 N2 N3X4—可变长度→X12

说明
（详见GB/T 18127-2007）

与应用标识符“37”及其编码数据一
起使用。N1 ～N14为物流单元内包含
贸易项目的最高级别的标识代码。

一个物流单元或变量贸易项目的尺
寸和数量。也表示计量单位。其中
A1～A3表示一个物流单位，A4表示小
数点的位置

与应用标识符“02”及其编码数据一
起使用

货物托运代码为字母数字字符，其中
N1··· Ni为厂商识别代码，Xi+1 ···Xj
为委托信息

用来标识一个需整体装运的货物的
逻辑组合。N1 ～N17由发货方厂商识
别代码及发货方分配的参考代码和
校验码组成。

路径代码为字母数字字符，内容与结
构由分配代码的运输商确定。

N1 ～N13由厂商识别代码、位置参考
代码和校验码构成。

用于标识货物最终目的地的物理位
置或法律实体。N1~N13由厂商识别代
码、位置参考代码和校验码构成。

国内格式，同一邮政区域内邮政部门
定义的收件人的邮政编码

在国际范围内通用。N1~N3是 ISO国
家代码前缀，X4 ···X12是邮政部门定
义的收件人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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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包含供应商、客户与承运商区段的物流单元标签

承
运
商
区
段

客
户
区
段

供
应
商
区
段

示。凡是用GS1-128条码表示的内容必须符合GS1系
统的规定，即带有应用标识符的数据格式。GS1-128
条码组成共有六部分，即：左侧空白区域、双起始符（包

含 FNC1字符）、数据字符、符号校验字符、终止符、右

侧空白区域。

物流单元GS1-128条码符号设计要求

在物流单元上设计GS1-128条码符号时，需要注

意条码符号的尺寸、条空颜色搭配、条码符号链接、放

置位置和质量等技术要求。GS1-128条码符号的放大

系数范围一般为 0.50～0.84，在物流标签上，GS1-128
条码的最小放大系数为 0.50。条码符号的条高应大于

或等于 32mm，其中供人识读的字符包括发货人、收货

人、地址和公司等信息，高度不小于 3mm，符号的实际

高度根据具体的要求确定，左右侧空白区宽度不小于

10个模块宽。按国家标准采用符号等级的形式评价

符号质量，GS1-128条码符号最低质量等级为 1.5/10/
670，其中 1.5为整个符号质量等级，10为测量孔径参

考号，670为以纳米为单位的最高反应波长。当物流

单元有附加信息代码时，可应用GS1-128条码将多个

字符串链接起来，尽可能节省标签空间并优化扫描操

作，如图 3所示。但是特别说明的是，在一个标准宽度

105mm的标签上 SSCC不允许链接，详细技术要求可

参照国家标准GB/T 15425-2014《商品条码 128条码》

所规定的内容。

物流单元标签与应用示例

给物流单元贴上可供计算机采集信息的标签，是

实现物流单元信息数字化的基础，是智慧物流关键流

程之一。物流单元标签是物流过程中用于表示物流有

关信息的条码符号标签。每个物流单元都要有自唯一

的 SSCC。在实际应用中合理的做法是在物流单元确

定后，才制作标签并贴在物流单元上。物流单元标签

上的信息有两种基本形式，即由文本和图形组成的供

人识读信息和为自动数据采集设计的机读条码信息。

一个完整的物流单元标签包括三个标签区段，即承运

商区段、客户区段和供应商区段。每个标签区段的具

体信息如下：承运商区段通常包含在装货时就已确定

的信息，如到货地邮政编码、托运代码、承运商特定路

线和装卸信息；客户区段通常包含供应商在订货和订

单处理时就已确定的信息，如到货地点、购货订单代

码、客户特定信息路线和货物的装卸信息；供应商区段

通常包含包装时供应商已确定的信息，如生产日期、包

装日期、批号、系列号等。一般来说，标签区段从顶部

到底部的顺序依次为：承运商区段、客户区段和供应商

区段。物流单元标签的内容和这种从上到下的次序可

以根据物流单元的尺寸和贸易过程做调整。每个标签

区段的条码与文本信息是分开的。包含供应商、客户

与承运商区段的物流单元标签示例如图4所示。

图3 表示有附加信息代码链接的
物流单元GS1-128条码

GS1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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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标识在全球产品分类中的应用
河北省标准化研究院 张鹏 李佳 刘冬妮 何雨涵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信息技术水

平不断提升，企业更加重视对产品的精细化管理，产品

领域细分标准的创新和发展,以及提升信息交互和协

作能力，都为企业适应时代需求，保持自身竞争力，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使收集到的大量零散的信息条

理化，必须经过验收，并进行整理分类。分类是信息处

理过程的首要环节。商品信息采集的准确性是做好产

品信息管理最重要的环节，也是确保数据质量真实有

效的前提条件和必要流程。然而在商品信息采集的实

际操作中，由于产品类别多样化，产品的名称和包装不

能反映商品的真实用途及功能，容易出现部分数据采

集操作过程中分类错误，造成资源浪费，无法顺利完成

采集工作。本文依据类别定义以及相关标准规范要

求，针对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着重讨论近似名称、

原/配料、特点及要求、产品标准方面，并提出应用产品

标识去识别类别的有效方法，提高信息采集过程中的

准确性和一致性。

联合国标准产品与服务分类

简述

1998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委托邓白氏公司开发

并维护的全球产品与服务的分类体系，以支持国际商

品采购与电子商务为目标，《联合国标准产品与服务分

类》(UNSPSC)得以产生。由美国货品编码协会（GS1
US）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管理，是一个开放的、全球性

的、多行业的标准，用于对产品和服务进行高效、准确

的分类。

UNSPSC是全球电子商务的基础标准，是全球贸

易主数据同步的重要基础标准。UNSPSC覆盖了国民

经济各行各业，共设置了 57个大类，465个中类，5313
个小类，71502个细类产品(V17_1001版本)。

代码结构

UNSPSC是一个等级分级的分类，有五个级别。

这些级别能够允许向下或向上取得代码集，以查看业

务分析所需的更多或更少的详细信息，层次结构中的

每个级别都有自己唯一的编码。前四级给每类产品或

服务一个 8位的数字码。第一级两位数字表示产品的

大类（产品隶属的行业）；第二级两位数字表示产品的

中类（产品隶属小行业）；第三级两位数字表示产品的

小类（产品隶属的族）；第四级两位数字表示产品的细

类（具体的产品品种即基础产品类别）。第五级描述业

务功能及特征属性，如出租或租赁、维护或维修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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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产品分类

发展概况

全球产品分类（GPC）是国际物品编码组织（GS1）
发布实施的标准产品分类体系。它的产生应从 2000
年全球商务倡议联盟（GCI）的成立说起。GCI是由全

球供应商与零售商巨头、标准团体以及贸易团体组成

的全球商务倡议联盟。该联盟认为：在电子商务的实

施中，主数据的一致性与实时性非常重要，除了要了解

商品的编码（如GS1的GTIN）和商务活动的参与方（如

GS1开发的GLN）外，还需要了解产品的属性和分类情

况，以及价格和包装信息等。在其倡导下在全球范围

内实施商务主数据的同步与一致，为实现电子商务提

供支持。

UNSPSC和GPC的关系

UNSPSC是 GPC标准体系的主体目录，GPC选用

UNSPSC为产品分类查询代码，将第四层细类作为全

球基础产品类别，对其属性进行描述、规范和代码化。

在内容上，GPC就是UNSPSC的扩充版，扩充内容主要

在产品与服务项目的各类特征属性上。GPC为目录提

供了详细的贸易项目分类属性和值，而UNSPSC为所

有行业部门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一个全球分类框架。

产品标识在分类中的应用

原/配料标签在分类中的应用

白酒的原料

粮食酒，配料表里是水以及高粱，小麦等多种粮

GS1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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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这酒就是粮食酒。液态酒，配料表里是水、食用酒

精、食用香精、香料，以及其它化学原料，不会有粮食成

分，这个就是纯酒精酒。固液态酒配料表因含有 30%
的粮食酒，所以很多酒会在配料表中把粮食放到前面，

最后才标注食用酒精。

饮料的配料

果汁饮料和果味饮料的不同在于含有果汁含量不

同。果汁饮料是在果汁或者浓缩果汁的基础上添加

水、白砂糖和食品添加剂等配制而成的；果味饮料是由

糖、甜味剂、酸味剂和食用香精调制而成。例如：一瓶

橙汁饮料的配料表如果是：水、糖、橙子，就表明它添加

的糖要比橙汁还要多，说是果味饮料更准确。

棉服和羽绒服的原料

棉服和羽绒服的填充物不一样。棉服的填充物有

棉花和少量鸭绒的混合物，多以棉花为主。羽绒服的

填充物是鸭绒和鹅绒，根据其颜色的不同又分为黑鸭

绒和白鸭绒等，通常保暖效果较为明显的绒毛都来自

体型较大的禽类。

纸巾纸和卫生纸的原料

按照原料要求，纸巾纸只能使用原生纸浆制造，不

允许使用废纸等再生纤维原料制造；而卫生纸允许使

用除生活用纸、医疗用纸、包装用纸以外的废纸制造。

特殊要求标识在分类中的应用

果汁工艺

浓缩还原果汁：就是用水果浓缩汁和水为配料制

成的果汁。此类果汁自称为 100%纯果汁的，配料表

里大多是纯净水和水果浓缩汁。浓缩汁是把水果原汁

高温加热蒸发掉一定比例的天然水分制成的，便于保

存和运输，一般浓度较高。

果汁公司从原产地运来水果浓缩汁，再加水复原

到原果汁的浓度。GPC分类应为即饮型果汁饮料（耐

储存）代号为（10000223）。非浓缩还原果汁（NFC果

汁），是将水果榨汁后直接进行巴氏杀菌，在低温环境

中加工而成的。没有经过浓缩与加水复原的过程，不

加水，不加糖，不添加食品添加剂。GPC分类应为即饮

型果汁饮料（易腐坏）代号为（10000222）。

酸奶工艺

乳制品发酵后经热处理的产品应标识“热处理发

酵乳”“热处理风味发酵乳”“热处理酸乳/奶”或“热处

理风味酸乳/奶”。GPC分类应为酸奶（耐储存）代号为

（10000279）。

“蓝帽子”标志

蓝帽子标志是我国保健食品专用标志，颜色为天

蓝色，形状像帽子，在行业内被称为“蓝帽子”，是由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的保健食品标志。保健品的生

产厂家，必须要获得保健食品的批文和“蓝帽子”标志。

药品是治疗疾病的物质；保健品的本质仍是食品，虽有

调节人体某种机能的作用，但它不是人类赖以治疗疾

病的物质。

例如产品标签上的名称为颗粒剂，若产品标志有

“蓝帽子”则是保健食品，GPC分类应为食品类别；若没

有小蓝帽标志，类别应是药品，GPC分类应为药品代号

为（10005845）。

产品标准代号在分类中的应用

在产品分类过程中，若产品名称、原/配料都相似，

没有特殊要求标识内容，可依据产品标准代号去识别

分类，如卫生纸，主要是指我们日常生活用的厕用卫生

纸，其执行标准为GB20810，按质量分为优等品、一等

品、合格品三个等级；纸巾纸，主要是指日常生活所用

的各种纸面巾、纸餐巾、纸手帕等，其执行标准为GB/
T20808，按质量分为优等品和合格品两个等级。GPC
分类分别为面巾纸/手帕（一次性）代号为（10000485）、

卫生纸代号为（10000375）。

应用产品标签去识别类别，可以提高产品分类的

准确性和时效性。简单来说，先看产品标签中的原/配
料，再看特殊要求标识标示，最后看产品标准代号，可

以满足工作要求，提升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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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毛绒玩具的面料主要由毛绒面料和 PP棉及

其他纺织材料组成，因其通常由可爱的卡通形象造型，

手感舒适的柔软面料制作，深受少年儿童的喜爱。但

儿童对周围的事物和产品安全的认知度有限，且自我

保护意识弱，容易受到劣质产品的伤害。为保障儿童

人身安全，加强对玩具质量的把关，建立完善的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是对儿童毛绒玩具行业不可忽视的环节。

陕西省依托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十三五”发展

规划，紧抓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机遇，积极在安康市布局

毛绒玩具产业，创新产业发展新模式，持续推进恒口毛

绒玩具文创产业园建设。以新社区工厂为载体，大力

发展毛绒玩具产业，推广“园区总部+新社区工厂+家
庭工坊”发展模式，推动相关配套产业聚集发展，构建

相对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培育国内外有影响力的自

主品牌，打造安康新兴支柱产业。在良好的政策引导

和当地各部门全方位的积极配合下，促进了儿童毛绒

玩具行业在陕西安康的快速发展。从 2017年 12月第

一家毛绒玩具工厂投产至今，已有超过 500家毛绒玩

具产业入驻安康，规模以上企业 14家，带动就业超过

12000人，年产值近 28亿元。产业聚集效益已开始凸

显，正在成长为国内毛绒玩具产业“新都”。

儿童毛绒玩具质量安全追溯迫在眉睫
儿童毛绒玩具行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受到

地理条件、人员素质等各方面的限制，陕西安康地区的

毛绒玩具企业大部分是中小型、作坊型企业，企业管理

和生产水平参差不齐，大多数企业并没有建立产品追

溯系统。只有个别大型龙头企业为了提高生产和管理

水平，或满足出口对象国的要求等，在企业生产、物流、

儿童毛绒玩具应用“易码追溯”
陕西省标准化研究院 高 凯 田筱燕

GS1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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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等环节建立起了全过程的产品追溯体系。

毛绒玩具产品其生产销售规模整体上取决于一个

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水平以及家庭的消费能力，随着我

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

者对产品质量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如果毛绒玩具企

业一味地以降低成本的方式偷工减料，不注重产品质

量，必然会导致不合格玩具的产生，为了减少不合格产

品带来的安全隐患，各类毛绒玩具企业拥有建立健全

的产品质量追溯系统是整个产业必经的生存之路。

毛绒玩具产品实现“易码追溯”
GS1系统能够为贸易产品、服务、物流单元等提供

全球唯一标识，能保证全球企业采用相同的数据语言

来实现信息流和物流快递快速、准确的无缝链接。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以下简称编码中心）依据GS1
国际统一追溯标准，基于中国食品（产品）安全追溯平

台（以下简称追溯平台），打造的“易码追溯”应用

APP，可以为生产企业提供面向消费者、贸易伙伴、政

府展示企业资质、原材料、生产加工、质检报告、订单流

向等信息的追溯系统。

陕西安康地区的大部分毛绒玩具企业不具备独立

开发部署产品质量追溯系统的能力，直接使用基于

GS1系统的“易码追溯”作为产品质量追溯管理系统是

目前最好的选择，只需简单的四步就可以使用全球通

用的产品质量追溯系统。

第一步：注册成为商品条码系统成员；

第二步：登录追溯平台开通“易码追溯”应用；

第三步：登录“易码追溯”填写产品质量追溯信息；

第四步：产品包装标识商品条码或相应的追溯二

维码，通过编码中心发布的“条码追溯”小程序扫描商

品条码标识，或者使用手机扫描追溯二维码，获取毛绒

玩具质量追溯信息。

“易码追溯”应用界面清晰、各模块配置合理，生产

企业只需要配置追溯界面中三部分主要内容，就可以

完成一键追溯，如图1所示。

进货信息主要采集供应商名称、原辅料名称、进货

批次号、进货总量等信息。生产信息主要采集生产批

次号、生产日期、有效日期、加工数量等信息。销售信

息主要采集销售商、订单编号、销售数量等信息。

图1 追溯信息填写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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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码追溯”还提供了单独的检验报告采集模块，

依据产品生产批次主要采集检验报告证号、检验时间、

检验报告内容、检验方法、检验项目等信息。儿童毛绒

玩具涉及的检验项目主要包括：机械和物理性能、燃烧

性能、特定元素的迁移、小物件的牢固度、活动关节的

装配牢度、产品外观等，系统还支持检验报告扫描图片

的上传。

完成上述信息采集可以生成相应的追溯记录，并

生成可下载的追溯凭证文件。追溯凭证可以作为专业

证明，包含了产品名称和批次等基本信息，还可生成

GS1-128条码、二维码为载体的追溯码，如图2所示。

消费者购买毛绒玩具产品后，通过扫描商品条码

或者系统生成的追溯二维码，就可以实时查询到产品

的质量追溯记录，详细了解产品的原辅料供应、生产过

程、产品检验、产品销售等各个环节的关键信息，如图

3所示。

基于GS1系统的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在这些毛绒玩

具企业的广泛应用，不但能够有效提升企业日常信息

化管理水平，确保毛绒玩具产品安全跟踪的可靠性，使

产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也能进一步

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知情度和消费信心，对促进当地

产业扶贫和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图2 追溯凭证 图3 追溯信息查询界面

GS1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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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于 2012年《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中

提出启动高风险医疗器械国家统一编码工作，2017年
《“十三五”国家药品安全规划》明确提出制定医疗器械

编码规则，构建医疗器械编码体系。2019年 8月国家

药监局发布《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系统规则》，正式在全

国范围内启动医疗器械唯一标识（UDI）系统建设，根

据医疗器械产品风险等级逐步推进实施。2019年，国

家药监局《关于做好第一批实施医疗器械唯一标识工

作有关事项的通告》中确定部分有源植入类、无源植入

类等 64种高风险第三类医疗器械作为第一批医疗器

械唯一标识实施品种，并于 2021年 1月 1日开始实施。

2021年 9月，国家药监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

局《关于做好第二批实施医疗器械唯一标识工作的公

告》要求将其余第三类医疗器械（含体外诊断试剂）纳

入第二批实施唯一标识范围，支持和鼓励其他医疗器

械品种实施唯一标识。唯一标识赋码、唯一标识注册

系统提交、唯一标识数据库提交的均为 2022年 6月 1
日起实施。

UDI的实施具有深远意义

首先，医疗器械的产品、型号、规格十分庞杂，在医

院使用过程中因耗材使用错误出现的医疗安全事故并

不少见，统一医疗器械编码能够有效地减少此类错误

的发生。同时，对于提高院内耗材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以及维护患者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其次，从政府管理

的角度出发，建立医疗器械唯一标识能够规范医疗器

械市场；构建监管大数据，提高卫生管理效率，对于医

疗器械的来源、去向以及责任都可追溯；丰富政府监管

工具和智慧监管手段，提高市场监管效能。在采购招

标环节，能够实现结算透明化，打击欺诈和滥用行为。

最后，建立医疗器械唯一标识对于医疗器械的生产和

流通环节影响最为深远。对于生产企业而言，统一标

识能够建立产品完善的追溯体系，提升医疗器械产业

高质量发展。对于经营企业而言，利用统一标识，能够

实现供应链的透明化、可视化、智能化。

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的实施对于保障患者安全，提

高医院管理水平，促进行业发展及加强政府监管发挥

着关键作用。

医疗器械唯一标识与通用商品条码相比，监管更

加严格。另外，医疗器械产品的应用场景多样，对标识

的条码符号要求不同，检测时选择测量孔径也不同。

根据《医疗器械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医疗器械标

医疗器械唯一标识标签质量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刘睿智

UDI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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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应印制生产日期，使用期限或者失效日期等文字内

容，医疗器械唯一标识条码与供人识别字符应与这些

文字内容相一致。为保证设备能够准确识读并解析条

码信息，条码符号的数据结构应符合标准要求。

UDI标签质量的重要性

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系统由医疗器械唯一标识、数

据载体和数据库三部分组成。其中，医疗器械唯一标

识是对医疗器械身份唯一识别的代码，是系统的基础

与核心。其数据载体包括一维条码、二维码和射频标

签。其中一维条码和二维码应用最为广泛，大多数医

疗器械唯一标识数据载体印制在标签上，然后粘贴在

医疗器械的包装上。医疗器械唯一标识标签内容包括

条码、供人识别字符以及其他文字信息。良好的标签

质量是快速、准确识别并读取产品信息的关键，直接影

响到医疗器械产品信息传输与共享的准确性和效率。

UDI标签质量评价分析

UDI标签内容包括条码符号和文字信息。标签质

量是对条码符号质量和文字信息一致性的评价，应从

应用符合性、条码符号印制质量、数据符合性、条码放

置位置、标签信息一致性等方面进行评价。

应用符合性

应用符合性是指医疗器械唯一标识条码符号是否

与其被使用应用场景的技术要求相符合。常见问题包

括码制选择、条码符号大小、条高等。

码制选择

生产企业生成UDI标签条码符号时，码制选择错

误会导致识读设备无法识读，信息无法传输到计算机

系统中。目前，基于GS1标准的UDI数据载体常见的

有一维条码、GS1-128码、二维码GS1 DataMatrix码，如

图 1所示。GS1-128条码码制规范参见GB/T 15425-
2014《商品条码 128条码》；GS1 DataMatrix码的码制

规范参见GB/T 41208-2021《数据矩阵码》。

条码符号大小

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下，识读设备不同，其光栅长度

不同，能够识读的条码符号的大小也不同，因此条码符

号的大小要与应用场景中使用的识读设备相匹配。X
尺寸是指窄单元或模块尺寸的标称值，在GS1-128条
码中X尺寸指的是窄单元的标称值，在GS1 DataMatrix
码中X尺寸指的是模块尺寸的标称值，X尺寸的大小

决定了条码符号的大小，因此，在不同应用场景中，条

码符号的X尺寸不同，《GS1通用规范》中对条码符号X
尺寸的要求见表 1和表 2（见下页）。如果条码符号的

X尺寸过大，当条码识读设备的光栅或视野太小时，条

码符号无法被完整读取；如果条码符号的X尺寸过小，

当条码识读设备的分辨率不够时，会导致条码符号无

法译码。

GS1-128码的条高

足够的条高是为了保证扫描识读的效率，这对于

扫描效率高的全向扫描方式尤为重要。条高足够时，

识读器光栅贯穿整个条码符号的几率更大；条高不够

图1 GS1-128条码与GS1 DataMatrix码示例

（01）0 6901234 56789 2（17）240710（21）001
GS1-128条码

GS1 DataMatrix码

UDI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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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会影响条码扫描识读的效率，条码扫

描示意如图 2所示。《GS1通用规范》中对

GS1-128条码X尺寸的要求见表3。
印制质量常见问题分析

条码符号印制质量是评价条码符号

印刷质量的参数。常见问题包括印制质

量差，等级低，空白区不足，最大物理长

度过长或数据字符个数过多等。

条码符号印制质量检测

条码符号的印制质量检测需要专业

条码检测仪。

一维条码符号印制质量检测采用扫

描反射率曲线分析法。以对条码符号扫

描测量得到的扫描反射率曲线为基础，

用参考译码（包括单元确定、边缘确定、

译码正确性）、五个反射率参数（最低反

射率、符号反差、最小边缘反差、调制比、

缺陷度）、一个与条空宽度尺寸偏差相关

的参数（可译码度）来评价条码符号的质

量并依据这些参数为条码符号评定符号

等级。符号等级以 G/A/W的形式来表

示，其中G是符号等级值，精确至小数点

后一位；A是测量孔径的参考号；W是测

量光波长以纳米为单位的数值。例如，

2.7/06/660表示，符号等级值为 2.7，测量

时使用的是参考号为 06的、标称直径为

0.15mm的孔径，测量光波长为 660nm。

图2 GS1-128条码扫描示意图

表1 GS1-128条码X尺寸要求

应用场景

不在常规配送中扫描的受管制的零售医疗消费贸
易项目

零售药店和常规配送扫描的或非零售药房和常规
配送扫描的消费贸易项目

不在常规配送扫描的受管制的非零售医疗消费贸
易项目

X尺寸（mm）

最小

0.264

0.495

0.170

目标

0.330

0.495

0.495

最大

0.660

1.016

0.495

表2 GS1 DataMatrix码X尺寸要求

应用场景

不在常规配送中扫描的受管制的零售医疗消费贸
易项目

零售药店和常规配送扫描的或非零售药房和常规
配送扫描的消费贸易项目

不在常规配送扫描的受管制的非零售医疗消费贸
易项目

X尺寸（mm）

最小

0.396

0.750

0.254

目标

0.495

0.750

0.380

最大

0.990

1.520

0.990

表3 GS1-128条码条高高度要求

应用场景

不在常规配送中扫描的受管制的零售医疗消费贸易项目

零售药店和常规配送扫描的或非零售药房和常规配送扫
描的消费贸易项目

不在常规配送扫描的受管制的非零售医疗消费贸易项目

X尺寸（mm）

12.70

31.75

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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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应用场景中，GS1-128条码的最低符号等级要求，

见表4（见下页）。

二维码符号印制质量检测方法基于符号反射率的

测量。在一定的照明和采集视角条件下，获取一个高

分辨率的原始灰度图像，用合成的圆形孔径对原始图

像进行卷积运算，得到参考灰度图像；从参考灰度图像

测量出符号反差、调制度和固有图形污损等参数值，并

对这些参数进行分级，采用整体阈值（Rmax和Rmin的
算术平均值）将参考灰度图像转化为二值化图像；分析

二值化图像，得出参考译码、轴向不一致性、网格不一

致性、未使用的纠错，以及符号或应用标准规定的其他

参数值。扫描等级是符号反差、调制度、固有图形污

损、参考译码、轴向不一致性、网格不一致性和未使用

的纠错 7个参数等级、以及码制标准或应用标准规定

的其他参数等级的最低值。不同应用场景中，GS1
DataMatrix码的最低符号等级要求，见表5（见下页）。

GS1-128条码常见的印制质量问题有参考译码错

误、可译码度低、边缘反差太小、调制比太低、缺陷度太

大等；二维码符号 GS1 DataMatrix常见的印制质量问

题有符号反差太小，轴向不一致性太高，固有图形污损

太高，未使用的纠错太少，调制比和模校调制比太小

等。条码符号的印制质量与印刷材料、打印设备、印刷

条件（温度、打印速度）等众多因素密切相关。条码符

号等级太低应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空白区

GS1-128左右两侧需要留有空白区，在一维条码

中空白区的作用是提示识读器，两个空白区信号（静区

信号）之间的扫描信号是有用的，应提取并译码。二维

码四周也要留有一定的空白区，空白区的作用是与周

周的其他图形分离，提高识读效率。受医疗器械唯一

标识标签大小的限制，很多生产企业没有将空白区留

足，导致识读设备无法译码或译码错误。

GS1-128条码最大物理长度

由于条码识读设备的光栅和存储容量是有限的，

能够识读的条码符号长度及储存的数据内容是有限

的，当条码过长或数据字符个数过多时，会导致无法识

UDI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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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或数据丢失的情况，所以条码符号最

大物理长度一般不超过 165mm，数据字

符个数不能超过48个。

多条码的放置

多条码符号位置放置不合理，如图 3
所示，产品标识条码符号纵向放置，生产

标识条码符号横向放置，这样将会导致

扫描效率低下，降低识读速度。两个条

码符号宜同一方向上下排列放置，位置

相邻，便于查找，提高扫描效率。

条码符号数据结构

条码符号的数据结构不符合《GS1
通用规范》的要求，变长数据（如批号和

序列号）之间缺少分隔字符，识读设备在

识读时就无法确定在哪分隔数据段；应

用标识符使用错误，导致系统获取的信

息错误；生产日期和有效期中的月份两

位数字大于 12，日期两位数字大于 31，
不合逻辑。应用标识符的使用及数据形

式应符合标准要求。编码数据内容中的

定长部分建议放在前面，变长部分放在

后面。变长与定长数据之间，变长与变

长数据之间需要用 FNC1分隔字符进行

分隔，从而提高解码效率。医疗器械唯

一标识中常用的应用标识符数据形式 ,
见表6。

标签信息不一致问题

另外，标签信息包括条码符号、供人

识别字符以及标签上的其他文字信息。

标签信息中，三者信息应一致。企业在

实施过程中，会出现供人识别字符与条

码符号或标签上的其他文字信息不一致

的情况。

表4 GS1-128条码最低符号等级要求

应用场景

不在常规配送中扫描的受管制的零售医
疗消费贸易项目

零售药店和常规配送扫描的或非零售药
房和常规配送扫描的消费贸易项目

不在常规配送扫描的受管制的非零售医
疗消费贸易项目

最低符号等级

1.5/06/660±10

1.5/10/660±10

1.5/06/660±10

表5 GS1 DataMatrix码最低符号等级要求

应用场景

不在常规配送中扫描的受管制的零售医
疗消费贸易项目

零售药店和常规配送扫描的或非零售药
房和常规配送扫描的消费贸易项目

不在常规配送扫描的受管制的非零售医
疗消费贸易项目

最低符号等级

1.5/08/660±10

1.5/20/660±10

1.5/08/660±10

图3 多条码符号位置放置不合理示例

表6 常用应用标识符数据形式

AI

01
10
11
17
21

注：“FNC1”表示分隔字符；“N”表示数字字符，定长；“X..20”表示最多20个《GS1
通用规范（21.0.1版）》表7.11-1中任意字符，变长。

含义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GTIN）
批号（BATCH/LOT）

生产日期（PROD DATE）
保质期（USE BY/EXPIRY）

系列号（SERIAL）

数据格式

N2+N14
N2+X..20

N2+N6（YYMMDD）
N2+N6（YYMMDD）

N2+X..20

是否需要FNC1

否

是

否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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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监UDI数据库企业数量

0%

10%

90%

GS1
MA
AHM

图1 选择UDI应用数据对比

根据国家相关部门要求，自 2022年 6月 1日起，所

有三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需要为产品申请医疗器械唯

一标识即 UDI编码，并将编码信息上传 UDI数据库。

GS1标准作为UDI的合规编码标准之一，是目前国内

大多数医疗器械生产企业选择使用的编码标准，且是

由国际物品编码组织成员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以下简

称编码中心）统一管理实施应用。近年来，大力推广实

施基于GS1标准的UDI医疗器械唯一编码，助力企业

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

UDI编码与相关要求

医疗器械唯一标识（以下简称UDI）源自美国FDA
建立的”特殊医疗器械的识别系统”。原理与超市里用

于结算的商品条码类似，通过扫描编码能够了解到器

械信息，如生产企业、批号、生产日期及有效期等，所有

信息都是按照全国统一生产标识信息标准上报的，从

产品供应链的角度来看，也是每一件产品的“身份证”。

因UDI编码具有唯一性、可追溯性和全球通用等

优势，我国开始逐步推进 UDI编码应用实施。2019
年，国家药监局为了规范医疗企业市场，提高医疗企业

质量，制定并出台《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系统规则》等四

个行业标准，随后国家药监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印发《关于印发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系统试点工作方案

的通知》〔2019〕56号、《关于做好第一批实施医疗器械

唯一标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告》（2019年第 72号）等文

件，并在全国范围选取UDI应用示范企业，威海市威高

集团为试点企业之一。

GS1编码体系

根据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系

统规则的公告》（2019年 第 66号）第十条“国家鼓励发

码机构采用相关国际标准建立唯一标识运行体系”，及

行业标准YY /T 1630-2018《医疗器械唯一标识基本要

求》中提到的 ISO /IEC 15459系列标准，使GS1标准正

式进入UDI合规编码体系之中。

在快速消费品、电商、物流等 20多个领域，有 150
多个国家使用GS1编码，在医疗器械领域，中、美、欧、

日等 70多个国家/地区选择GS1作为UDI编码标准，全

球应用占比约 85%~100%。相对于HIBCC、ZIIOT等编

码标准，与GS1相比认可度和可操作性都较低，如图 1

威海市推动医疗器械唯一标识
威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院 齐 凯 孙佳敏

UDI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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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GS1适用的行业领域更多，产品种类更全。

威海市企业UDI应用推广及成效

新医药与医疗器械产业是威海市重点培育的七大

产业集群之一，现有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分别为

23家和 81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31家，是国内最大的

医疗器械生产基地，在UDI编码服务领域有大量需求。

威海市高度重视UDI推进工作，威海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威海市医疗保障局联

合印发《关于印发威海市推进医疗器械唯一标识

（UDI）实施应用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充分利用医疗

器械唯一编码的价值，在推广应用的过程中强化管理，

使其在各领域发挥推动作用，逐步实现数据共享。

UDI编码由厂商识别代码（DI）和产品识别码（PI）
组成。其中，DI部分作为医疗器械产品在供应链中的

“唯一标识”，是进入大数据池后的“身份证”，需要向编

码中心申请。

威海市产品质量标准计量检验研究院（以下简称

威海市计量院）在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山东分中心的大

力支持下，不断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在UDI编码领

域的服务能力与水平，多次为威高集团、禾木生物工程

等单位提供技术指导服务。

2020年突发新冠疫情以来，山东分中心工作人员

积极按照山东省编码工作统一部署，开通了商品条码

网上办理“绿色通道”，派专人对威海市医疗器械、防护

设备、医用物资生产企业进行“一对一”编码咨询服务，

解决了企业在商品条码信息备案、医疗器械编码、出口

条码质量管控等方面的技术难题。

为更好地推动UDI编码技术应用，助力威海市医

疗器械生产企业高质量发展，注重加强以下几方面工

作：

大力推进GS1标准在UDI编码中的应用

目前，威海市三类以上医疗生产企业均办理了商

品条码，GS1编码标准使用率达到 100%，效果良好，成

效显著。GS1国际标准在UDI领域的实施，有助于企

业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参与保障全球供应链安全

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手段。

“高标准”加强示范引领作用

威高集团作为第一批医疗器械唯一编码示范企

业，参与了首批UDI编码规则行业标准的编写，在UDI
应用领域处于领先水平，其上千品类的产品实现了

UDI全生命周期的闭环管理。并且在 ERP、MES和
SPD三大系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改造，创建了企业

级 UDI数据库，实现了企业级 UDI数据库与国家级

UDI数据库的对接。

重视UDI合规供应商选择和质量管控

目前，可以提供UDI编码技术集成服务的供应商

繁多，建议要重视UDI编码技术人员的培训和供应商

的选择。

例如：某不合格样本，在企业现场赋码流程排查

中，结合 ISO/IEC、GS1、DATAMAX等多标准检测，最终

找到了问题是“码制”选择有误，且数据格式输入为

“人为数值输入”，编码生成过程不符合“GS1”编码要

求，机器读取数值与可识读部分经过人为修改。为此，

后期在工作中为企业提供UDI技术指导时，首先要求

企业严格按照GS1编码标准进行编码，选择编码中心

开发的“UDI服务专区”，帮助企业合规编码，同时对接

国家药监局UDI系统数据库备案；其次，也可以选择编

码中心官网推荐的UDI编码供应商，为企业提供软硬

件结合的全流程服务。

加强宣传培训，做好企业服务“娘家人”

近年来，随着UDI应用热度的不断扩大，企业的咨

询中对于 UDI编码的应用、备案、赋码等流程需求较

大，提升工作人员的综合服务能力与水平，为本地企业

开展“一对一”定制式的技术指导服务，全力助推国家

医疗器械唯一标识（UDI）系统规则实施工作，帮助企

业理解并执行好UDI最新政策法规，用好基于GS1标
准的医疗器械唯一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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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动医疗器械唯一标识（UDI）的实施应

用，将UDI扩展到所有第三类医疗器械产品（含体外诊

断试剂），并鼓励其他品种医疗器械实施UDI，深圳市

先行先试，以标准先行、行业宣贯、企业培训、平台应用

全方位建设医疗器械追溯体系，搭建出广东省首个医

疗器械唯一标识追溯平台。

创新工作模式
形成“一个平台支撑，两个端口发力，三个部门联

动”的工作模式。“一个平台支撑”即搭建“深圳市医疗

器械唯一标识（UDI）追溯平台”，提供技术支撑，实现

精准监管、智慧监管；“两个端口发力”即抓住生产和使

用两个端口，选取信息化建设完善的医疗器械生产企

业和医院作为试点，打造生产端到使用端的数据闭环；

“三个部门联动”即深圳市市场监管局、深圳市卫健委

和深圳市医保局联合，共同推进深圳市医疗器械唯一

标识工作向纵深开展。

对标国际国内标准
依托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物品编码管理中心力

量，采用在全球广泛实施的基于GS1标准的UDI编码

体系，通过系统宣贯、上门服务、在线培训等多种方式

提供技术咨询和支持服务，满足国内外医疗器械合规

要求，有效应对欧美技术性贸易壁垒，降低产品出口风

险。同步完成三项深圳市地方标准的制定发布，进一

步指导企业落地实施医疗器械编码标识。

全生命周期精准追溯
初步建立起医疗器械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框架，

通过UDI编码串联各环节信息，从生产厂家到产品供

应商，直至患者，直观地展示了生产、经营、流通和使用

环节中的医疗器械产品的追溯链条，动态展现医疗器

械全生命周期流向，助力精准监管、保障患者安全。

扩大应用试点
持续完善该追溯平台，有序扩大UDI实施企业范

围，增加医疗机构试点，丰

富数据对接方式，把平台打

造成推动 UDI工作的实际

“抓手”，全面实现深圳市医

疗器械全生命周期精准追

溯，促深圳医疗器械产业高

质量发展。

深圳医疗器械唯一标识追溯平台

助力精准监管 保障患者安全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孙勇 陈利平 郭静文

UDI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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