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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白酒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中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追溯体系功能、追溯标识要求、

追溯编码要求、追溯信息要求、公开信息要求、追溯信息采集要求、追溯信息管理要求、追溯信息查询

要求、追溯系统建设与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白酒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建设与管理。 

注：本标准中的白酒是指GB/T 15109-2008中规定的以粮谷为主要原料，用大曲、小曲或麸曲及酒母等为糖化发酵

剂，经蒸煮、糖化、发酵、蒸馏而制成的饮料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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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15109  白酒工业术语 

GB/T 18284  快速响应矩阵码 

GB/T 26231—2017  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对象标识符（OID）的国家编号体系和操作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T 1510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信息追溯  information traceability 

通过信息化系统实现对产品原辅料供应、生产加工、销售、消费等环节的正向、反向信息查询，并

可用于风险管控、快速产品召回、责任界定的信息技术手段。 

3.2  

追溯标识  traceability identification 

产品信息追溯的识别编码的物理载体。 

3.3  

追溯码  traceability code  

产品信息追溯的唯一识别码。 

3.4  

标识码  identification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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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信息标识的唯一识别码。 

3.5 

追溯节点  traceability node 

产品在变化监管责任人或使用人时的信息采集与使用点，如原料入厂、产品生产出厂、经销出入库、

消费者购买等。 

3.6  

追溯信息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由各追溯节点进行采集与交换的产品可追溯信息条目。 

4 一般要求 

4.1 追溯体系的设计、实施、管理、运行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的规定，并充分满足消费

者、企业、相关部门等不同类型用户的差异化需求。 

4.2 追溯体系的架构与系统设计应可扩展及可兼容，适应和包容差异化的追溯技术、追溯标识选取及

追溯技术水平。 

4.3 追溯体系的建设应运用成熟的技术架构、设备和软件，充分利用已有的企业设备、信息系统和公

共平台，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实施、见效、推广应用。 

4.4 追溯体系的建设应符合国家有关信息系统安全的管理规定和相关标准要求，应具备防攻击、防病

毒等系统安全防护能力，应避免由于基础设施、业务系统、数据传输等产生的安全问题。 

4.5 追溯体系的设计应将白酒原辅料供应、生产加工、销售、消费等过程中各追溯节点质量安全相关

信息作为主要追溯内容，实现各追溯节点的全程信息追溯。 

4.6 追溯体系对追溯信息进行分级管理，向消费者、企业、相关部门等追溯用户按需、按权限提供可

追溯的信息内容。公开信息应向社会开放查询。 

5 追溯系统功能 

5.1 全国酒业防伪追溯协同平台基本功能 

全国酒业防伪追溯协同平台应具备以下功能： 

——追溯编码管理：生产企业从工业互联网标识注册管理机构申请互联网企业标识编码，并备案至

全国酒业防伪追溯协同平台； 

——产品备案：以商品条码为统一标识，备案生产企业的白酒产品信息； 

——标识管理：统一规范标识的管理要求； 

——接口对接：对接白酒生产企业追溯系统和白酒销售企业追溯系统、与食品工业企业质量安全追

溯平台等相关平台对接、与各级市场监管系统对接； 

——信息管理：对追溯节点和追溯信息，按照公开信息和企业内部信息等进行分级分类管理； 

——查询管理：处理用户的追溯请求，并将取得的追溯数据反馈给用户。企业可自主选择，是否使

用全国酒业防伪追溯协同平台统一的查询管理功能。 

5.2 白酒生产企业追溯系统基本功能 

白酒生产企业追溯系统应具备以下功能： 



QB/T XXXXX—XXXX 

3 

——原辅料管理：原辅料信息管理； 

——质检管理：原辅料、半成品、成品质检管理和不合格处理管理等； 

——仓库管理：原辅料、半成品、成品的出入库管理； 

——生产管理：生产线、班组、投料记录、批次管理，每批次最小包装与外包装建立关联关系等； 

——销售管理：出库扫描，销售信息管理； 

——追溯管理：通过标识编码或批次码查询原辅料信息、生产信息、检验信息和销售流向信息等； 

——召回管理：发现问题能快速定位问题批次或关联批次的原辅料、生产和流向； 

——接口管理：与全国酒业防伪追溯协同平台的数据接口兼容； 

——系统管理：基础信息维护、系统设置； 

——查询管理：处理用户的追溯请求，并将取得的追溯数据反馈给用户。 

5.3 白酒销售企业追溯系统基本功能 

白酒销售企业追溯系统应具备以下功能： 

——销售管理：生产厂家出库管理、物流配送管理、分销信息管理、消费信息管理； 

——系统接口：与全国酒业防伪追溯协同平台的数据接口兼容； 

——系统管理：基础信息维护、系统设置。 

6 追溯标识要求 

6.1 产品包装上应带有追溯标识，并确保追溯标识清晰、完整、未经涂改。标识位置宜醒目，不得覆

盖白酒包装上的商标、名称、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等关键信息，不得与国家对白酒包装各项法律法规、

强制标准要求相抵触。 

6.2 追溯标识应符合全国酒业防伪追溯协同平台标识管理要求。 

6.3 追溯标识应符合 GB 7718、GB/T 18284的相关要求。 

6.4 追溯标识应包含全国酒业防伪追溯协同平台解析服务器地址信息与产品追溯编码信息，或本企业

解析服务器地址信息与产品追溯编码信息。 

6.5 追溯标识的贴装、喷涂或印刷位置，同一品种或同一包装应保持一致。 

6.6 应保证标识载体不对产品造成污染。 

6.7 应保持追溯标识不因搬运或其他因素而被磨损或消失。 

6.8 追溯标识不能被转移、复制。 

7 追溯码编码要求 

7.1 编码要求 

应为每个单独的最小包装产品编制一个唯一的追溯编码，并且为上级的所有包装级别提供唯一的追

溯编码。追溯体系应确保追溯编码的唯一性。追溯码应当能够与商品条码一一对应。 

注：每件最小包装产品的唯一追溯编码，可对应同一批次的追溯信息。 

7.2 编码规则 

追溯编码包含工业互联网企业标识编码及企业内部编码两部分： 

a) 工业互联网企业标识编码由工业互联网标识注册管理机构向企业分配。工业互联网企业标识编

码采用 GB/T 26231—2017中规定的基于 OID（Object Identifier，对象标识符）的编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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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企业内部编码应包含两部分组成：商品条码与追溯编码序列号。 

追溯编码总长度不超过100位，示例见图1。 

1.2.156.131678.6912345678901.12345678901234567890

工业互联网企业标识编码

商品条码

追溯编码序列号

 

图1 追溯编码示例 

7.3 编码管理 

编码管理应具备访问权限控制、数据加密传输等安全防护能力。加工过程中不合格编码或不合格的

带编码包装物应进行回收和销毁，并建立回收和销毁记录。 

7.4 编码与信息关联 

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通过企业追溯系统实现追溯编码与追溯信息的关联，在销售过程中通过销售企业

追溯系统实现追溯编码与追溯信息的关联。 

8 追溯信息要求 

8.1 概述 

企业应收集并存储8.2—8.9中规定的追溯信息，其中第9章表15中规定的信息应对外公开，表16中

规定的信息应上传至全国酒业防伪追溯协同平台。 

8.2 原辅料信息 

原辅料信息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原辅料信息 

序号 类型 内容 

1  原辅料料信息 原辅料名称、产地、随货检验报告（加工后的食品原料）、验收检验记录等 

2  原料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地址、网址、联系方式、相关资质 

3  生产用水 水质监测合格证明 

8.3 生产加工信息 

8.3.1 生产加工过程信息 

企业应对本企业白酒生产加工环节中的关键节点采集追溯信息，采集节点包括制曲、发酵、蒸馏、

基酒贮存、勾调、灌装等。生产企业可根据本企业白酒生产加工关键环节扩展采集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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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生产加工过程信息应符合包括表2—表6的规定。 

表2 制曲信息 

序号 类型 内容 

1  制曲生产信息 生产车间班组、投料、曲粮配比、成品曲的感官质量（等级）等信息 

2  出库信息 时间、品种、数量、质量等级、去向等信息 

表3 酿酒信息 

序号 类型 内容 

1  酿酒前准备 
原辅料接受信息：时间、料名、来源、数量、质量、批号、接收人员、送料人员、

等信息 

2  发酵信息 
生产车间、班组、投粮、辅料、大曲曲料、发酵周期、蒸馏、摘酒、基酒贮存方式、

容器等信息 

3  清场信息 
工序、品名、生产日期、清场时间、检查项目及结果、清场负责人及复查人等，生

产作业区清洁记录等信息 

表4 基酒贮存信息 

序号 类型 内容 

1  基酒贮存 
基酒合格报告、基酒入库时间、贮存容器、贮存期限、质量等级、出库或使用时间

等信息 

表5 酒体勾调信息 

序号 类型 内容 

1  勾调信息 
时间、搅拌、过滤、加浆用水水质报告、加工助剂（厂家、合格证明报告）勾调

生产日期批次、静置时间等信息 

2  
新产原酒交库质

量信息 

常规信息：酒精度、数量、等级、感官等信息 

理化信息：总酸、总酯、乙酸乙酯、乳酸乙酯、己酸乙酯、丁酸乙酯、固形物等

信息 

卫生信息：甲醇、铅、氰化物等信息 

表6 成装信息 

序号 类型 内容 

1  进酒、过滤信息 产品名称、香型、酒精度、批号、进酒时间、数量、质量等级信息等信息 

2  实瓶检验信息 酒瓶、瓶盖供方、净含量、气密性、在线检验人员等信息 

3  成装生产信息 

分厂、车间、班组、编码及批号、合格证明、包装材料生产厂家、批次、产品

名称、净含量、酒精度、规格、生产日期、批次、产品追溯编码等产品、规格、

名称、质量信息关键工序操作人员等信息 

4  成品包装检验信息 检验项目、检验报告、检验人员、合格证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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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品酒交库信息 时间、产品名称、生产日期批号、数量、质量状态、操作人员等信息 

8.3.2 设备信息 

记录白酒生产过程中直接与原料、酒体接触的相关设备信息，并与相应的生产信息关联，保证设备

使用情况明晰。 

设备信息应符合表7的规定。 

表7 设备信息 

序号 类型 内容 

1  设备基本信息 设备名称、生产厂家、合格证明报告等信息 

2  设备使用信息 使用时间、使用人员、清洗时间、清洗人员、消毒时间、消毒人员等信息 

3  设备维护信息 维护时间、维护人员、问题记录等信息 

8.3.3 设施信息 

记录与白酒生产过程直接相关的设施信息，并与相应的生产信息关联，保证设施使用情况明晰，符

合相关规定。 

设施信息应符合表8的规定。 

表8 设施信息 

序号 类型 内容 

1  设施基本信息 设施名称、所属车间等信息 

2  设施运维信息 维护时间、维护人员、问题记录等信息 

8.3.4 人员信息 

记录与白酒生产直接接触或关键岗位的相关人员的信息，并与相应的生产信息关联，符合相关规定。

明确人员各自职责，包括质量安全管理、技术工艺、生产操作、检验人员等不同岗位、不同环节、关键

岗位负责人和操作人员，记录履职情况。 

人员信息应符合表9的规定。 

表9 人员信息 

序号 类型 内容 

1  人员信息 姓名、职务、培训、资质、岗位、编组、在班、健康证明等信息 

8.4 成品信息 

成品信息应符合表10的规定。。 

表10 成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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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型 内容 

1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酒精度、净含量、原料、规格、产品执行标准号、生产工艺（如：

固态法）、生产日期批次、产地、追溯标识、编码等 

2  消费说明 适用年龄、警示语、贮存条件、其他质量承诺等 

3  管理信息 产品放行记录、产品留样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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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日期批号、检验方法、检验结果、检验设备、操作人员等 

5  产品仓储信息 产品名称、产品日期批号、出入库信息等 

8.5 发货单信息 

发货单信息应符合表11的规定。 

表11 发货单信息 

序号 类型 内容 

1  发货信息 发货单编号、订货单编号、发货单位、发货地址、发货时间、发货数量等 

2  收货信息 收货单位、收货地址等 

3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生产企业、包装转换比、包装转换比单位、追溯码、上一级包装追

溯码、包装层级、生产日期批次等 

4  物流信息 物流公司、始发地点、到达地点等 

8.6 收货单信息 

收货单信息应应符合表12的规定。 

表12 收货单信息 

序号 类型 内容 

1  收货信息 收货单编号、订货单编号、收货单位、收货地址、收货数量等 

2  发货信息 发货单位、发货地址、发货时间等 

3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生产企业、包装转换比、包装转换比单位、追溯码、上一级包装追

溯码、包装层级、生产日期批次等 

4  物流信息 物流公司、始发地点、到达地点等 

 

8.7 销售信息 

销售信息应应符合表13的规定。 

表13 销售信息 

序号 类型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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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发货信息 购货单位、联系方式、地址、产品名称、数量、生产日期批次、发货日期等 

2  物流信息 
物流公司、货物信息、运送时间、到达时间、始发地点、到达地点、接收单位

名称等 

3  门店销售信息 门店基本信息、销售信息等 

8.8 消费信息 

消费信息应符合表14的规定。 

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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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内容等信息 

3  追溯查询记录 追溯查询时间、地点、次数、查询渠道、意见反馈等信息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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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公开信息要求 

公开信息应符合表15的规定。公开信息面向社会，供消费者查询。 

表15 公开信息 

序号 信息项名称 信息属性 数据类型 内容样例或说明 

1  产品名称 品类 字符 42%vol×××酒 

2  净含量、规格 品类 字符 500ml×6瓶 

3  产品执行标准号 品类 字符 GB/T 10781.2 

4  生产工艺 品类 字符 固态法 

5  生产日期、批号 单品 字符 2019—10—1   203 

6  保质期 单品 字符 企业自定义 

7  企业名称 品类 字符 某某酒业有限公司 

8  企业地址 品类 字符 某省某市某路某号 

9  联系电话 品类 字符 区号+电话号码、手机号码 

10  企业网址 品类 字符 http://www.xx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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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信息属性 数据类型 内容样例或说明 

11  产地 品类 字符 某省某市 

12  产品的追溯编码 单品 字符 工业互联网企业标识编码+企业内部编码 

13  原料 品类 文本 …… 

14  贮存条件 品类 字符 存放于阴凉干燥处 

15  生产许可编号 品类 字符 SC×××× ×××× ×××× 

16  警示语 品类 文本 未成年人不得饮用。过量饮酒，有害健康 

17  产品检验结果及质量等级 单品 字符 合格，一级 

18  主要原料合格证明 单品 文件 …… 

19  特殊人群适应性 品类 文本 应与产品包装标签中的特殊人群适应性内容一致 

20  流向信息 单品 文本 
白酒的追溯流向信息，包含时间、地点、发货单位、收

货单位等信息 

 

企业应将表16中的产品追溯信息上传至全国酒业防伪追溯协同平台。产品追溯信息包含所有包装级

别的信息。 

表16 上传至全国酒业防伪追溯协同平台的信息 

序号 信息项名称 信息属性 数据类型 内容样例或说明 

1  产品的追溯编码 单品 字符 工业互联网企业标识编码+企业内部产品编码 

2  上一级包装追溯编码 单品 单品 字符 工业互联网企业标识编码+企业内部产品编码 

3  产品名称 品类 字符 42%vol×××酒 

4  净含量、规格 品类 字符 500ml 

5  生产日期、批号 单品 字符 2019—10—17  203 

6  保质期 单品 字符 企业自定义 

7  生产企业 品类 字符 某某酒业有限公司 

8  地址 品类 字符 北京市朝阳区 

10 追溯信息采集要求 

10.1 配料环节 

生产企业应要求原料、辅料供应商提供每批次产品的原料信息记录。生产企业应采集原料、辅料入

厂验收检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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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生产加工环节 

10.2.1 生产加工环节应配有工业自动化设备及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产品可追溯信息的采集与存储。 

10.2.2 生产加工环节应配有追溯编码读取设备，并通过信息管理系统实现追溯编码与各环节可追溯信

息的关联。 

10.2.3 生产加工环节中的追溯信息采集节点可包括制曲、发酵、蒸馏、勾调、灌装等节点。 

10.2.4 生产加工过程的追溯信息采集要以批次为主线，将整个批次的追溯信息与包装单品关联。 

10.2.5 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其它级别的包装应当进行逐级赋码，记录相应的关联关系。 

10.2.6 出库环节应配有追溯编码读取设备，出库时应进行扫码登记。 

10.3 销售环节 

10.3.1 销售环节应配有追溯编码读取设备。  

10.3.2 产品入库时应进行扫码登记。 

10.3.3 产品出库时应进行扫码登记。 

10.4 消费环节 

10.4.1 消费者根据产品追溯标识及追溯编码可查询追溯信息中的公开信息。 

10.4.2 生产企业应提供相关的公众查询功能，并从全国酒业防伪追溯协同平台获取查询追溯码的备案

验证信息反馈给消费者。 

10.4.3 通过人工反馈或查询入口采集投诉信息。 

10.5 召回环节 

产品召回过程中应对产品进行扫码登记。 

11 追溯信息管理要求 

11.1 信息存储 

纸质追溯信息记录应及时录入信息系统或进行电子化处理，电子追溯信息记录应做到及时、可靠的

备份。电子追溯信息应至少保存至产品保质期后一年，且不应少于两年。 

11.2 信息传输 

批量追溯信息的传输与迁移，在保障数据安全与完整性的前提下，应尽量采用自动化、信息化的方

式进行。 

单条追溯信息的传输，可依托计算机通信网络、无线通信网络或其他离线传输手段。 

各追溯节点应按需做好追溯信息共享，其追溯信息应及时上传至全国酒业防伪追溯协同平台。 

11.3 信息交换 

生产企业、销售企业追溯系统与全国酒业防伪追溯协同平台间的信息交换应采用通用的XML数据交

换格式。 

11.4 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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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信息的安全管理应符合国家有关信息安全的管理规定和相关标准要求。应具备追溯信息防篡

改、防攻击、访问权限控制、数据加密传输、数据库灾备、访问日志记录等安全防护能力。对外查询服

务器与企业内部信息系统应分离，最大限度保障信息安全。 

12 追溯信息查询要求 

12.1 扫描方式 

用户使用智能读取设备扫描产品包装上的企业追溯标识获取标识信息，自动向解析服务器地址发出

请求，解析服务器对请求的追溯编码进行合法判断并返回查询结果。 

智能读取设备包括扫码枪、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掌上电脑等。 

12.2 输入方式 

用户根据产品包装上印制的企业追溯编码，通过全国酒业防伪追溯协同平台或企业查询平台直接输

入，向解析服务器地址发出请求，解析服务器对请求的企业追溯编码进行合法判断并返回查询结果。 

13 追溯系统建设与管理要求 

13.1 生产企业追溯系统建设与管理要求 

13.1.1 应明确追溯管理岗位职责，由企业管理者代表担任追溯体系管理者。 

13.1.2 应明确追溯系统的建设目标、原则、系统功能、适用产品类型、追溯信息覆盖范围、与企业其

他管理系统的协同关系等。 

13.1.3 应制定追溯系统设计、实施、运维、培训等计划，确保追溯系统的有效实施。  

13.1.4 应按需建设追溯码管理系统，实现产品追溯码与追溯信息的关联关系管理。 

13.1.5 应按需建设实现追溯信息采集的工业自动化设备和追溯信息管理系统，支撑追溯数据的源头采

集与信息化管理。 

13.1.6 应与全国酒业防伪追溯协同平台进行对接。 

13.2 销售企业追溯系统建设与管理要求 

13.2.1 应明确追溯管理岗位职责，由企业管理者代表担任追溯体系管理者。 

13.2.2 应制定追溯培训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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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与能

力。 

13.2.3 应按需建设实现追溯信息采集的扫码设备和追溯信息管理系统，支撑追溯数据的源头采集与信

息化管理。 

13.2.4 应与全国酒业防伪追溯协同平台进行对接。 

 

 



QB/T XXXXX—XXXX 

12 

参 考 文 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2] GB/T 17204—2008 饮料酒分类 

[3] GB/T 37029—2018 食品追溯 信息记录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