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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召回  编码规则与应用》 

编制说明 
 

一、 工作概况 

（一） 任务来源及承担单位 

本标准由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018YFF0213106 支撑，项目名

称为《质量信息资源整合与数据挖掘共性技术标准研究》，课题名称

为《缺陷产品召回信息挖掘与追溯技术标准研究》。本标准由中国标

准化研究院产品安全研究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提出并具体组

织制定，标准归口单位为全国产品缺陷和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 463）。2019 年 10 月，该标准正式获得国家标准立项，计

划号为 20193285-T-469。 

（二）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2007 年原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儿童玩具召回管理规定》，这是第

一部缺陷消费品召回领域的专门性立法，对我国缺陷消费品召回立法

体系也是一个开创性的尝试。2016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缺陷消

费品召回管理办法》标志着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在我国消费品领域的全

面建立，为我国的缺陷消费品召回提供了细化的可操作的流程。2018

年 5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 GB/T 34400-2017《消费品召回生产者指南》，

是我国第一项关于生产者开展召回工作的推荐性国家标准，用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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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进行召回活动，明确召回工作流程步骤，促进生产者积极面对

召回。2019 年 11 月 26 日《消费品召回管理暂行规定》发布，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消费品召回管理工作又上升了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政府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消费者维权和企业主动履行召回

义务的意识越来越强，召回数量逐年增加。随着召回数量和召回次数

的增加，消费品召回数据信息变得异常庞大和多元，同时，由于我国

消费品召回监管体制为二级管理（国家和地方省级部门），两级部门

每年均会受理大量的召回案例。然而，目前关于消费品实施的召回活

动，我国尚未建立一套统一、规范、科学的召回编码规则，大量消费

品因各式各样缺陷原因而召回，准确区分和管理每一次召回变得越来

越困难。随着消费品召回工作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两级监管部门日后

受理的案例会持续增多，因此，消费品召回编码规则的建立，对全国

每一起召回活动形成唯一标识，能够保障统一规范管理、加强信息集

中、便于消费者检索。 

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消费品召回管理机构采用消费品召回编码作

为消费品召回活动的唯一标识。召回编码标准的编制旨在对消费品召

回活动进行规范化和标准化，通过编码规则的制定，便于监管机构管

理召回活动，便于社会查询召回信息。 

（三） 编制过程 

在计划下达之前，产品安全研究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已

经开展草案的编制工作，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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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8 年 11 月 27 日，组织专家召开研讨会，就标准的框架、

主要内容进行了初步沟通。 

2、2019 年 3 月 26 日，组织部分专家召开研讨会，初步确定了标

准的结构，对标准起草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安排。 

3、2019 年 4 月—2019 年 8 月，根据起草组工作安排，在查阅和

了解了相关资料后，形成了标准草稿。 

4、2019 年 8 月-2019 年 11 月，起草组召开了多次研讨会，针对

标准的适用范围、术语、编码原则、代码结构、编码方法、编码应用

等内容进行了细致地讨论。 

5、2019 年 12 月 3 日，组织专家召开研讨会，对标准讨论稿形成

修改意见。 

6、2020 年 3 月，起草组根据专家意见，并征求相关科研院所、

企业的意见，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 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遵循“唯一性、合理性、可扩充性、适用性”原则，

同时结合消费品召回自身特点，对比其他编码规则，研究对消费品召

回活动进行编码的方法和规范，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 

(二) 标准编制依据 

本标准编制过程既考虑了现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规范，也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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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国消费品召回活动实际应用的需求。 

引用或参考的相关标准包括： 

GB/T 7027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GB/T 36431 消费品分类与代码 

GB/T 7635.1—2002 全国主要产品分类与代码 第一部分：可运输

产品 

GB/T 34400-2017 消费品召回 生产者指南 

GB/T 20001.3-2015 标准编写规则 第 3 部分：分类标准 

GB/T 10113-2003 分类与编码通用术语 

ISO 10377-2013 消费品安全  供应商指南（Consumer product 

safety—Guidelines for suppliers） 

三、 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本标准主要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编码原则、

代码结构与编码方法、编码应用及附录组成。 

1、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消费品召回活动及其文件的标识和管理。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文件一是《GB/T 7027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

与方法》，按照该标准确定了编码原则和编码方法；二是《GB/T 36431 

消费品分类与代码》，按照该标准体系确定了消费品种类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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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定义了 8 条术语，分别是消费品、召回、分类对象、面分

类法、编码、代码、特征组合码和召回编码。 

“消费品”与 GB/T 34400-2017 定义 2.2 相一致，“消费者为生

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的产品。” 

“召回”与 GB/T 34400-2017 定义 2.5 相一致，“生产者对存在

缺陷的产品采取措施消除缺陷或降低、消除安全风险的活动。” 

“分类对象”与 GB/T 10113-2003 定义 2.1.4 相一致，“被分类的

事物或概念。” 

“面分类法”与 GB/T 10113-2003 定义 2.1.6 相一致，“选定分类

对象的若干属性（或特征），将分类对象按每一属性（或特征）划分

成一组独立的类目，每一组类目构成一个“面”。再按一定顺序将各

个“面”平行排列。使用时根据需要将有关“面”中的相应类目按“面”

的指定排列顺序组配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复合类目。” 

“编码”与 GB/T 10113-2003 定义 2.2.1 相一致，“给事物或概念

赋予代码的过程。” 

“代码”与 GB/T 10113-2003 定义 2.2.5 相一致，“表示特定事物

或概念的一个或一组字符。” 

“特征组合码”与 GB/T 10113-2003 定义 2.2.24 相一致，“由表

示事物属性或概念特征的基本要素的代码段按照一定次序组合而成

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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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回编码”为新增术语，定义为“用于生产者召回活动管理的

一组规范化编码。” 

4、编码原则 

消费品召回编码应遵循唯一性、稳定性、可扩充性原则。 

5、代码结构与编码方法 

本部分主要对代码结构和编码方法进行了说明。采用组合码编码

方法，将代码分为 7 个层次，并按照 GB/T 7027 中推荐的代码的顺序

位置，确定各层次分别为消费品标识、消费品种类、产品产地、召回

类型、年代标识、受理单位、顺序号。召回编码共由 12 位代码组成，

其中： 

第一层为消费品标识，由 1 位代码表示。本标准用字母 C 代表

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 

第二层为消费品种类，由 2 位代码表示。按照 GB/T 36431 的规

定，采用其代码结构的第一层产品大类。 

第三层为产品产地，由 1 位代码表示。产品产地主要包括国产产

品和进口产品，用 1 位阿拉伯数字（1-2）表示。 

第四层为召回类型，由 1 位代码表示。召回类型主要包括主动召

回、通知召回和责令召回，用 1 位阿拉伯数字（1-3）表示， 

第五层为年代标识，由 2 位代码表示。示例：17 表示公历 2017

年。 

第六层为受理单位，由 2 位代码表示。受理单位主要包括市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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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总局和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其中省级市场监管部门代码采用国家统

计局公布的《统计用区划代码》中省级码段，市场监管总局代码本标

准指定为 10。 

第七层为顺序号，由 3位代码表示。用3位阿拉伯数字（001-999）

表示，由受理单位按照召回公告发布的时间先后顺序给定，每年从 001

开始依次计数。 

6、编码应用 

本部分明确了召回编码的应用范围。召回编码可用于召回信息检

索及信息化管理。在召回计划备案资料、召回阶段性报告、召回总结

报告等材料上均需标注召回编码。在召回新闻稿、召回公告中也应予

以标注召回编码。此外，召回编码可用于召回信息统计与分析，企业

内部召回活动管理可参考本编码规则。 

7、附录 A 

本标准附录 A 为资料性附录。明确消费品种类代码用 2 位阿拉

伯数字表示。 

8、附录 B 

本标准附录 B 为资料性附录。明确产品产地代码用 1 位阿拉伯

数字表示。 

9、附录 C 

本标准附录 C 为资料性附录。明确召回类型代码用 1 位阿拉伯

数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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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附录 D 

本标准附录 D 为资料性附录。明确受理单位代码用 2 位阿拉伯

数字表示。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国际上没有可供参考、借鉴的标准，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 

五、与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强标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无冲突之处。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实施。  

八、贯彻国家标准建议 

建议尽快组织实施。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