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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常见问题
China

第一章 业务办理

1 问：企业具有什么资格可以申请注册厂商识别代码？
答：根据《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和相关合法经营资质证
明的生产者、销售者和服务提供者，可以申请注册厂商识别代码。

2 问：企业应如何办理厂商识别代码注册业务？
答：申请注册厂商识别代码可以通过线上注册或分支机构窗口办理两种方式进行。
（1）线上注册：登录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网站 www.ancc.org.cn，点击“在线注册”，
进入网上业务办理大厅，按流程操作即可；
（2）分支机构窗口办理：联系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地的编码分支机构办理，可拨打
全国统一咨询电话 4007000690。
需提交以下资料：
★ 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注册登记表，填写并打印后加盖企业公章（一式两份）；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一式两份；
★ 汇款凭证复印件。
（3）申请注册厂商识别代码的费用按照物编中心【2017】30 号文件规定收取。

单个生产企业
集团公司
进出口公司

一次性加入费
1000
1000
1000

系统维护费（二年）
1600
2400
3200

合计
2600
3400
4200

3 问：企业申请注册厂商识别代码是否必须到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总部办理？
答：不必。通过线上注册或分支机构窗口办理两种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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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问：企业申请注册厂商识别代码后，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会发放哪些材料？
答：企业申请获得厂商识别代码后，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会给企业发放《中国商品条码系
统成员证书》、条码卡、《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用户手册》等材料。

5 问：厂商识别代码有使用期限吗？
答：根据《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厂商识别代码的有效期为 2 年。如果
需要继续使用，系统成员应在厂商识别代码有效期满前 3 个月内办理续展手续。逾期未
办理续展手续的，注销其厂商识别代码和系统成员资格。

6 问：注册后多久能获取系统成员证书和条码卡？
答：企业提交申请资料后，如无特殊情况会在 10-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程序。

7 问：我想网上办理续展，应该怎么操作？
答：已经成为系统成员的企业在当前没有办理业务时可以进行续展业务的办理。
（1）登录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网站（www.ancc.org.cn）, 点击“在线续展”，
进入网上业务办理大厅，点击“续展”，输入条码卡卡号和密码或者通过注册的手机号
和密码进行登录；
（2）填写续展申请信息
★ 信息录入—类型选择：系统默认企业续展类型为按码续展，且按 EAN 码续展。
★ 信息录入—续展码选择：在档案索引号模块内，EAN 码右侧会显示该公司下的
所有的 EAN 码，当企业将鼠标移到具体码上会看到该码的申请日期和有效期，选中的码
即为要续展的码，可选择多个码续展。系统会根据续展码的数量在右侧金额处显示所需
续展费用。
（3）上传续展资料：企业需要按照系统提示上传相应文件。企业营业执照为必须
上传文件；若企业通过其他方式支付了续展费用，需要上传汇款凭证。
（4）网上支付：企业也可以直接选择相关银行卡进行网上支付。
（5）分支机构审核：付款后会跳转至分支机构审核页面，显示当前基本信息，在
个人中心界面也可以通过查看详情随时查看自己申请的状态
（6）国家中心审核：分支机构审核通过之后状态会显示国家中心审核，在国家中
心审核通过之后，该系统成员续展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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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问：续展的费用是多少？
答：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按照物编中心【2017】30 号文件规定，系统成员按如下表格所
示交纳续展费用。
企业类型
单个生产企业
集团公司
进出口公司

系统维护费（二年）
1600元
2400元
3200元

9 问：我企业的信息变化了，应该去哪里做变更？
答：根据《商品条码管理办法》规定：系统成员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等信息发生
变化时，应当自有关部门批准之日起 30 日内，持有关文件和《系统成员证书》到所在
地的编码分支机构办理变更手续。或者登陆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网上业务办理大厅进行在
线变更。线上变更流程如下：
已经成为系统成员的企业在当前没有办理业务时可以进行变更业务的办理。
（1）填写变更申请信息
填写包括档案索引号、企业基本信息变更、行政区域信息变更、联系人信息变更四
个部分 , 其中档案索引号由系统按照一定规则自动生成唯一的 20 位数字，若公司名称
未发生变更，则可不用上传变更证明。
（2）上传变更资料
企业需要按照系统提示上传相应文件。企业营业执照和变更证明是必须上传文件；
系统根据企业在上一步骤中选择的变更证明类型显示需要上传的证明文件。证明类
型是工商局，上传工商局开具的变更核准通知书；证明类型是上级主管部门，上传上级
主管部门开具的变更证明；证明类型是企业双方，上传名称变更申请。

10 问：我企业的条码快使用完了，应该怎么办？
答：如果企业条码快使用完了可登陆中国物品编码网上业务办理大厅进行增号申请。线
上增号流程如下：
已经成为系统成员的企业在当前没有办理业务时可以进行增号申请。
（1）填写增号申请信息
增号信息录入界面显示了申请公司的基本信息包括名称、行政区域信息和联系人信
息。企业需要填写预增号码长度，选择预计使用条码的商品项目数量，只允许最多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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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数字，然后点击【提交】按钮，系统会出现显示提交中的图片，提交成功后系统会
自动向企业手机发送增号申请填写成功的提示信息，
（2）上传增号资料
信息填写完成，点击【提交】按钮，进入资料上传界面：
① 增号登记表下载·：系统会根据企业上一步骤填写的信息生成增号登记表 .pdf
以便用户下载
② 产品目录上传：选择 .xls 的文件格式并填写文件名称。
③ 相关文件上传：企业营业执照为必须上传文件。企业需下载登记表通过截图或
者其他方式转为要求的图片格式进行上传。

11 问：总公司办理的条码，子公司可以使用吗？
答：集团公司办理的条码，下属子公司可以使用，但需要在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网上业务
办理大厅进行下属公司备案登记，具体网上操作流程如下：
已经成为系统成员的企业在当前没有办理业务时可以进行下属子公司备案登记业务
的办理。
（1）填写下属子公司信息
填写申请公司的基本信息包括企业基本信息、下属公司信息列表和添加子公司信息。
（2）上传下属公司资料
提交申请成功后，系统跳转至下属公司登记界面，至少需要上传子公司营业执照、
集团公司营业执照、集团公司与子公司关系证明，如果需要上传其他信息可以点击【继
续上传】按钮，继续添加文件，也可以点击【删除】按钮删除上传文件。

12 问：我公司的产品想要出口到美国，美国的销售商要求我们提供 UPC 条
码，应该如何操作？
答：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可到企业所在地的编码中心分支机构填写申请使用 UPC 条码
的表格，办理相关申请手续。UPC 条码申请费用为 150 美金，汇率按照汇款当日的银
行外汇牌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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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什么是商品条码？
答：是由一组规则排列的条、空及其对应代码组成，表示商品代码的条码符号，包括零
售商品、储运包装商品、物流单元、参与方位置等等的代码与条码标识。

2 问：13 位数字的代码结构组成包括哪些内容？
答：13 位数字的代码结构由厂商识别代码、商品项目代码、校验码三部分组成。

3 问：什么是厂商识别代码？
答：厂商识别代码是指国际通用的商品标识系统中表示厂商的唯一代码。厂商识别代码
由 7 ～ 10 位数字组成，我国由中国物品编码中心负责分配和管理。

4 问：商品项目代码是由谁来分配的？
答：商品项目代码由 5 ～ 2 位数字组成，一般由厂商编制，也可由中国物品编码中心负
责编制。

5 问：商品条码的前缀码 690-699 有什么含义？
答：前缀码 690-699 是国际物品编码协会（GS1）分配给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的标识代码，
以这些前缀码开头的厂商识别代码是由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分配和管理的。

6 问：在哪里可以获得 GS1 前缀码列表？
答：可登录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网站（www.ancc.org.cn）首页，在实用工具栏目里的“国
家及地区前缀码查询”版块查询，或致电全国统一咨询服务电话 400-7000-690 进行
咨询。

7 问：EAN-13 条码的最后一位校验码是由企业自己设定吗？
答：EAN-13 条码的校验码是根据前 12 位（厂商识别代码 + 商品项目代码）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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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由企业自己设定。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网站（http://www.ancc.org.cn）提供了
校验码计算工具。

8 问：校验码计算方法？
答：校验码的计算步骤如下：
a) 从代码位置序号 2 开始所有偶数位的数字代码求和。
b) 将步骤 a) 的和乘以 3。
c) 从代码位置序号 3 开始，所有奇数位的数字代码求和。
d) 将步骤 b) 与步骤 c) 的结果相加。
e) 用 10 减去步骤 d) 所得结果的个位数作为校验码（个位数为 0, 校验码为 0）。
用大于或等于步骤 d) 所得结果且为 10 的整数倍的最小数减去步骤 d) 所得结果，
其差即为所求校验码的值。
如下表：13 位代码校验码的计算方法示例
步骤
自右向左
顺序编号

举例说明
位置序号

13

12

11

10

9

8

7

6

代码

6

9

0

1

2

3

4

5

a)从序号2开始求出偶数位上数
字之和①
b) ①×3=②
c)从序号3开始求出奇数位上数
字之和③
d）②+③=④
e)用大于或等于结果④且为10
的整数倍的最小数减去④，其
差即为所求校验码的值

9+7+5+3+1+9=34
34×3=102
8+6+4+2+0+6=26
102+26=128

5

4

3

2

1

6

7

8

9

X1

①
②
③
④

130-128=2
校验码X1=2

9 问：储运包装商品 ITF-14 的代码结构？
答：储运包装商品 14 位代码中的第 1 位数字为包装指示符，用于指示储运包装商品的
不同包装级别，取值范围为 1，2，. . . 8,9。其中：1-8 用于定量储运包装商品，
9 用于变量储运包装商品。储运包装商品 14 位代码中的第 2 位到第 13 位数字为内部
所含零售商品代码前 12 位，是指包含在储运包装商品内的零售商品代码去掉校验码后
的 12 位数字。储运包装商品 14 位代码中的最后一位为校验码，计算方法与 13 位代码
校验码的计算方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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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问：超市中最常见的商品条码是哪种？
答：EAN-13 条码。

11 问：商品项目代码的编制和商品分类是否有联系？
答：按照 GS1 系统的编码原则，商品项目代码应该是无含义的，因此，商品项目代码的
编制和商品分类没有内在联系，有含义的代码通常会导致编码容量的损失，最好采用流
水号方法编制商品项目代码，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编码容量，并有利于保持编码的
唯一性。

12 问：请问能否通过商品条码直接识别产品的原产地？
答：不能。商品条码只反映商品条码持有者是在哪个 GS1 编码组织注册的厂商识别代码，
并不表示产品的生产地。

13 问：零售商品代码采用哪几种条码来表示？
答：零售商品代码的条码表示采用 EAN/UPC 条码码制，EAN/UPC 条码共有 EAN-13、
EAN-8、UPC-A、UPC-E 四种结构。

14 问：为零售商品编制标识代码应遵循什么原则？
答：编制零售商品代码时应按照国家标准 GB12904-2008《商品条码 零售商品编码与
条码表示》的要求，且遵循以下编码原则：
（1）唯一性原则：即对相同的商品分配相同的商品代码，基本特征相同的商品视为
相同的商品；对不同的商品应分配不同的商品代码，基本特征不同的商品视为不同的商品。
（2）无含义性原则：即零售商品代码中的商品项目代码不表示与商品有关的特定信息。
（3）稳定性原则：零售商品代码一旦分配，若商品的基本特征没有发生变化，就
应保持不变，无论是长期连续生产，还是间断式生产，都必须采用相同的项目代码。

15 问：商品的基本特征包括哪些？
答：通常情况下，商品的基本特征包括商品名称、商标、种类、规格、数量、包装类型
等产品特征。企业可根据所在行业的产品特征以及自身的产品管理需求为产品分配唯一
的商品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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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问：什么是标准组合包装商品？如何为标准组合包装的零售商品编制其
代码？
答：根据 GB12904-2008《商品条码 零售商品编码与条码表示》国家标准规定：标准
组合包装的零售商品是指由多个相同的单个商品组成的标准的、稳定的组合包装的商品。
其商品代码的编制通常采用 13 位代码结构，但不应与包装内所含单个商品的代码
相同。

17 问：如何为混合组合包装的零售商品编制代码？
答：混合组合包装的零售商品是指由多个不同的单个商品组成的标准的、稳定的组合包
装的商品。其商品代码的编制通常采用 13 位代码结构，但不应与包装内所含商品的代
码相同。

18 问：当标准组合包装中的零售商品的数量发生变化时，是否需要为其分
配新的代码？
答：标准组合包装中的零售商品的数量发生变化时，应为变化后的标准组合包装分配新
的代码，包装中的零售商品的代码不变。

19 问：按比例组合的标准组合包装，其比例发生变化时是否需要为其分配
新的代码？
答：预先定义比例的标准组合包装，是指在出厂前就已确定组合比例的标准组合包装。
产品的组合比例发生改变，虽然总量不变，也应为变化后的标准组合包装分配新的代码。
组合包装中同种零售贸易项目的代码保持不变。例如：一个预先定义的酸奶组合，包含
有 4 种不同口味的 200 杯酸奶，组合比例由 30/50/80/40 变化为 40/60/40/60，
虽然内含酸奶数量的总量不变，也应为比例变化前后的酸奶组合包装编制不同的代码。
组合包装中同种酸奶的代码不变。

20 问：如何为套装产品进行条码标识？
答：套装产品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零售商品组成的标准组合商品，套装中的每个产品
通常可以单独销售。当其中的产品发生改变时，应为变化后的套装产品分配新的代码。
同时应为变化后的套装产品组成的标准组合产品分配新的条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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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问：如何为优惠装商品进行条码标识？
答：优惠装商品是一种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增加净重、数量或容量达到促销目的
的零售商品。应为优惠装以及由该优惠装组成的标准组合包装分别编制新的代码。

22 问：如何为附加赠品的商品（赠品与商品捆绑在一起）进行条码标识？
答：首先应对包装内赠品的数量对消费者明示。例如 , 四只装的润唇膏现在增加为 6 支
装的加赠装。额外增加的产品（计数为 2）需要声明给顾客（总计数为 6）。应为附加
赠品的商品重新分配一个 GTIN。

23 问：我的产品新增了一个认证标志，需要重新编制新的条码吗？
答： 是 的。 一 个 贸 易 项 目 的 包 装 增 加 一 个 新 的 或 去 除 一 个 现 有 的 认 证 标 志（ 例 如
Kosher 符合犹太教教规的，UL 美国保险商试验所认证或欧洲统一认证），这对管理部门、
贸易伙伴、或最终消费者很关键，这时需要分配一个新的 GTIN。

24 问：我的产品主品牌更改，需要重新编制条码吗？
答：是的。主品牌是品牌所有者视为最受消费者认可而定的，并且可以以一个标志或词
语表示的品牌。在贸易项目上出现的主品牌发生改变时，需要分配一个新的 GTIN。

25 问：我产品的重量变了，需要重新编制条码吗？
答：是的。包装上的净含量发生改变（增加或减少）时，都应该分配一个新的 GTIN。

26 问：我产品的配方发生变化时，需要重新编制条码吗？
答：是的。当产品包装上的配方或产品功能发生改变，同时品牌所有者认为消费者和供
应链参与方能够区分产品发生改变时，必须分配新的 GTIN。

27 问：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企业计划向市场投放一批新产品，需要申请
新的厂商识别代码吗？
答：不需要。如果系统成员有一批新产品需要使用商品条码（EAN-8 条码除外），只需
自己给新产品分配商品项目代码就可以了，不必申请新的厂商识别代码。但编好代码后，
需到中国商品信息服务平台网站（www.gds.org.cn）通报新分配产品的编码及产品
自身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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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系统成员为什么要通报商品条码编码信息？
答：《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系统成员应当按照有关国家标准编制商品代码，
向所在地编码分支机构通报编码信息。 企业在获得厂商识别代码并为商品编制商品代
码后，应通过中国商品信息服务平台（www.gds.org.cn）通报编码信息，进行商品
编码信息网上管理与应用，享受编码信息实时管理与维护、全球查询、手机扫描展示、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等服务。

2 问：如何通报商品条码编码信息？
答：系统成员持条码卡登录中国商品信息服务平台（www.gds.org.cn）, 点击菜单“产
品管理→产品添加”，依次填写商品的编码及相关属性后提交即可。

3 问：商品条码编码信息需在什么时间通报？
答：系统成员对产品进行编码后，并在产品进入市场之前，登录中国商品信息服务平台
通报商品条码编码信息。

4 问：条码卡有何作用？
答：条码卡是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为系统成员分配的网络帐户，用于进行编码信息通报、
移动网络宣传推广、产品追溯实施、产品信息全面托管、在线咨询、课程学习与活动报
名等编码信息应用服务。

5 问：条码卡丢失，如何补办？
答：系统成员丢失条码卡，需联系所在地编码分支机构，由分支机构管理员核对厂商识
别代码等信息后提供条码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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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问：自行注册的用户已与条码卡绑定，但登录中国商品信息服务平台后
没有“产品添加”菜单，为什么？
答：系统成员注册的用户与条码卡绑定后，应先以条码卡登录中国商品信息服务平台为
该用户分配“商品录入”等权限，再以注册用户登录平台，便可使用“产品添加”菜单。
条码卡作为企业管理员用户，拥有最完整的操作权限，可管理注册用户的绑定、权
限配置与删除，也可添加编码信息，建议用户直接使用条码卡登录平台进行相关操作。

7 问：填写“商品条码”时多次提示同一校验码，无法继续编码，怎样处理？
答：商品条码由厂商识别代码、商品项目代码及校验码三部分组成，校验码是根据前
12 位代码计算得出，如果多次输入的 12 位代码相同，校验码则必然相同，企业应调整
产品项目代码后再进行录入。

8 问：在通报产品编码信息时，当填写“商品条码”属性时提示“商品条
码和您绑定的厂商识别代码不匹配”，如何处理？
答：请确认在录入商品条码时是否修改了默认提供的厂商识别代码，如发生修改则会出
现此提示。

“包装指示符”默认为“0”，有什么影响？
9 问：在添加商品条码编码信息时，
答：目前，平台中的“商品条码”属性支持两种代码结构，分别为 GTIN-14 和 GTIN13。为了满足这两种代码结构的填写，页面设置为 14 位，当系统成员的商品条码为
GTIN-13 时，平台将在前面补“0”，对系统成员通报信息没有影响。

10 问：通报商品条码编码信息时，输入“商品条码”后出现 “您无权读取
该信息” 的提示，应怎样操作？
答：中国商品信息服务平台出于用户安全考虑，对于用户登录后长时间未进行操作设置，
即出现“您无权读取该信息”的提示，用户退出平台重新登录即可。

11 问：在通报产品编码信息时，“产品名称”一栏应如何填写？
答：我们建议商品条码编码信息中的“产品名称”中包含产品的品牌、子品牌、功能名称、
特征变量（如：产品口味）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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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问：什么是“缺失产品”？
答：“缺失产品”是中国商品信息服务平台为系统成员收集的来自“药监执法检查、工
商数据备案、国际商品条码查询系统、市场调查机构、淘宝网、我查查、微信”等国内
外商品条码编码信息应用单位所反馈的系统成员未通报的产品信息，请系统成员尽快处
理，维护企业和商品的合法权益。

13 问：企业收到“缺失产品”通知，如何办理相关补缺手续？
答：以条码卡登录平台，在菜单“产品管理  缺失产品”中补录商品条码编码信息即可。
若条码卡丢失请联系所在地编码分支机构获取相关信息。

14 问：企业通报的商品信息有误，可以修改吗？
答：可以修改。直接通过“产品列表”编辑即可。

15 问：企业在通报产品信息时将条码数字输入错误， 应如何更正？
答：“商品条码”一项在产品信息提交后不可修改，但用户可在“产品列表”中将该条
产品信息删除，然后重新添加正确的商品条码及对应的产品信息提交即可。

16 问：用户怎样修改条码卡密码？
答：用户登录中国商品信息服务平台后，在“用户设置” 修改条码卡密码”菜单中修
改密码即可。

17 问：某企业通报商品信息时，“商品条码”属性补全 13 位数字后，页面
出现“您输入的 GTIN 校验码错误，您的校验码为 9，是否同意？”
的提示，怎样处理？
答：系统中前 12 位由企业编写，第 13 位校验码由系统依据前 12 位自动计算生成。企
业需检查商品条码的前 12 位数字输入是否正确，如准确无误则应同意页面提示的检验
码；当前 12 位数字输入有误进行修改后，系统会计算出新的校验码数字。

18 问：通报商品信息后发现产品名称输入错误，是否可以修改？在哪里修改？
答：可以修改。用户在产品列表中点击要修改信息的商品条码，进入产品信息详细页面，
再点击“编辑”按钮输入正确的产品名称并提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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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问：企业通报编码信息时，产品分类（unspsc）选择错误，怎样修改？
答：企业可在产品列表中查找到要修改的产品信息，进入产品详细信息页面，点击编辑
按钮，修改分类内容。

20 问：中国商品信息服务平台中的“产品系列”是什么？怎样填写？
答：产品系列是企业为多个相互关联或相似的产品定义的、便于相关产品管理与营销的
某种特征名称。例如化妆品的美白系列、洗发水的去屑系列。

21 问：编码信息修改有没有时间与次数限制？
答：产品信息修改无时间与次数限制。产品信息一经提交，“商品条码”属性则不可修改，
只可通过删除功能，去除整条产品信息；其余属性均可修改。

22 问：产品信息是否可以批量录入？
答：产品信息可以批量录入。用户可通过平台菜单“共享中心  数据同步数据导入模
版下载”，下载“EXCEL 上传插件工具”和“产品信息填报模板”，按照模板要求编辑
产品内容后，进行上传；另外，也可购买“编码软件”，更便捷的上传产品信息。

23 问：企业已通报产品编码信息，能否生成二维条码？
答：企业可以开通“条码微站”服务，便可维护其产品信息，生成二维条码，供大众通
过手机扫码软件了解详细的产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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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高度不足 1 米的物流单元，其条码符号应印刷或粘贴在哪个位置？
答：对于高度不足 1 米的纸板箱和其他物流单元（不包括托盘），标签中条码符号表示
SSCC 的条码的下缘应距离物流单元的底部 32mm。条码符号（包括空白区在内）与物流
单元垂直边线的距离不小于 19mm。
如果物流单元已经使用了 EAN-13、UPC-A、ITF-14 或 GS1-128 条码符号，则
物流标签应贴在上述条码的旁边，不能覆盖原有条码符号，并与原条码符号的水平位置
保持一致。

2 问：高度超过 1 米的物流单元，其条码符号应印刷或粘贴在哪个位置？
答：高度超过 1 米的物流单元，条码标签应位于距离物流单元底部 400mm 的位置，标
签与物流单元的垂直于底面的边线的距离应不小于 50mm。

3 问：如何设计商品包装上的条码？
答：设计商品包装上的条码要从三个方面考虑，即条码符号的尺寸设计、颜色搭配及放
置位置设计。
（1）尺寸设计：条码符号的尺寸是由放大系数决定的。可根据商品包装印刷面积
的大小和印刷条件在 0.80 ～ 2.00 的范围内选择放大系数。条码符号的放大系数越大，
其印刷质量越容易得到保障。
（2）颜色搭配设计：条码符号的颜色搭配主要是指条与空的颜色搭配。条码符号
的识读是通过不同颜色对红色光的反射率不同，来分辨条、空的边界和宽窄来实现的。
因此要求条与空的颜色反差越大越好。条色应采用深色，空色应采用浅色。白色作空，
黑色做条是最理想的颜色搭配，红色绝对不能为条。
（3）位置设计：条码符号的放置位置应以符号位置相对统一、符号不易变形、便
于扫描操作和识读为准则。
★首选位置是商品包装的主显示面的背面右下半区域。
★商品包装背面不宜放置条码符号时，可选择另一个适合的面的右下半区域。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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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体积大的或笨重的商品，条码符号不应放置在商品包装的底面。

4 问：为什么红色不能作为条的颜色？
答：这是因为条码识读设备通常采用红光作为扫描光，因此企业在设计条 / 空颜色时，
应选对红光反射率低的颜色做条色；选对红光反射率高的颜色做空色。

5 问：企业制作条码原版胶片需要提供哪些信息？
答：（1）厂商识别代码：由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分配给系统成员的识别代码；
（2）商品项目代码：由系统成员赋予产品的代码；
（3）放大系数：条码符号的实际尺寸与标准尺寸（放大系数为 1.0）的比值。商
品条码的放大系数范围为 0.80–2.00；
（4）正片和负片的选择：条码胶片分为正片和负片，企业订制胶片应根据印刷的
制版要求及工艺要求来确定正片或负片。一般凸版、平凸版或柔性版印刷选用负片；凹版、
平凹版和孔版印刷则选用正片。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及编码分支机构同时可为您提供条码电子胶片服务。

6 问：系统成员在领取条码胶片时，应怎样查验核对？
答：系统成员在领取胶片时，应检验条码胶片可以目测的基本信息是否正确，包括：
（1）胶片上的厂商识别代码和商品项目代码；
（2）条码的码制；
（3）条码胶片的放大系数；
（4）条码胶片的外观有无缺陷；
（5）正片、负片数量是否与订单一致。

7 问：条码原版胶片使用后应怎样保存？
答：条码原版胶片使用后要将其保存在干燥、清洁的纸袋或塑料袋中，不要划伤、擦伤
胶片，以备下次制版使用。但要注意：胶片出现变形等现象时，不宜继续使用。

8 问：条码符号的空白区指的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对空白区有什么规定？
答：空白区是条码起始符、终止符两端外侧与空的反射率相同的限定区域。分为左侧空
白区和右侧空白区。条码符号的左右空白区的作用分别是提示识读器开始采集及结束采
集数据。设计和印刷条码符号时，必须保证条码符号左右空白区的宽度尺寸符合相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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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标准的要求。

9 问：印刷商品条码时，为了配合商品包装，可以把条码符号缩小或放大吗？
答：商品条码的放大系数范围是 0.80-2.00，企业可以根据商品包装的大小，来选择
不同的放大系数。但不可以自行放大或缩小条码符号。

10 问：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可以到哪里检测条码印刷小样？
答：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可以到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或企业所在地的编码分支机构检测
条码印刷质量小样。

11 问：为什么要选择具有条码印刷资格的企业印制条码？
答：具有条码印刷资格的企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1）印刷企业的相关人员都经过条码印刷方面的严格培训，较好地掌握了相关的
技术，具有良好的条码质量意识，能及时发现条码设计中的问题，在与系统成员共同严
把条码质量关中发挥关键作用。
（2）企业的印刷设备和技术水平较高，能够印制出合格的条码。
（3）企业具有整套行之有效的条码承印、设计、制版、印刷的管理制度，能够有
效地控制条码印刷质量。
（4）企业具有严格的条码检验制度，能最大限度地防止不合格的条码出厂。
因此，选择具有条码印刷资格的企业印刷条码，能使条码的印刷质量得到保障，从
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条码的作用，避免因条码印刷不合格，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损失。

12 问：我们是一家外贸公司，国外客户在给我们的订单中常常说明条码要
达到 4A 或 3B 等级，请问：这 4A 和 3B 代表的是什么？
答：这里所说的 4A 或 3B 是指条码质量达到的等级。现在对于条码的检测一般采用“美
标检测方法”，它根据条码的“扫描反射率曲线”分析条码的各项质量参数，然后根据
相关标准将条码的质量分为“A”、“B”、“C”、“D”、“F”五个等级，“A”级
为最好，“D”级为最差，“F”级为不合格。这五个用英文字母表示的等级，可以转化
为数字等级：A=4，B=3，C=2，D=1，F=0。
条码的质量等级不仅表明条码的印刷质量，还能指示条码的适用场合。A 级条码能
够被很好的识读，适合只沿一条线扫描并且只扫描一次的场合。B 级条码在识读中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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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不如 A 级，适合于只沿一条线扫描，但允许重复扫描的场合。C 级条码可能需要更多
次的重复扫描，通常要使用能重复扫描并有多条扫描线的设备才能获得比较好的识读效
果。D 级条码可能无法被某些设备识读。F 级条码是不合格品，不能使用。

13 问：零售商品条码符号的放大系数是否必须为 1.00 ？
答：不一定。零售商品条码符号的放大系数为 0.80 ～ 2.00，系统成员应根据本企业
产品外包装所能放置条码位置的大小选择放大系数（《放大系数与模块宽度及 EAN 条码
符号主要尺寸对照表》可以在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官方网站查看，www.gs1cn.org）。
条码符号的放大系数越大越容易正确识读。当印刷条件较差时，要选取较大的放大系数。

14 问：商品条码一定要印成黑条白空吗？
答：不一定。黑条白空只是最佳选择方案。只要保证条和空之间有足够的对比度，也可
选用其它颜色搭配。具体了解条空颜色搭配请登录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网站 (www.ancc.
org.cn) 或查阅《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用户手册》。

15 问：设计、制作合格的条码应注意哪些方面？
答：企业申请获得厂商识别代码后，首先要对其产品编制商品项目代码，商品项目代码
的编制要遵循唯一性、无含义性和稳定性原则，最好按流水号方式编码。
其次，是设计条码符号。条码符号设计主要从印刷尺寸、颜色搭配、印刷位置三方
面考虑，要执行相关国家标准。
第三步是印制条码符号。为确保条码符号的印刷质量，系统成员应委托具有商品条
码印刷资质的印刷企业印刷条码。委托者应要求印刷企业出具《商品条码印刷资格证书》，
并审阅证书的有效期，核对发证机关、企业名称、地址、法人代表、印刷方式、印刷载
体等，确认后，复印备查。企业在验收条码印刷品时，要求印刷企业出示“条码印刷质
量检测报告”，从而达到严格控制条码质量的目的。

16 问：能使用条码识读设备检测条码吗？为什么不合格的条码有时能被识
读设备识读出来？
答：条码识读设备不是检测设备，不具备检测功能。一个条码能否被识读设备正确识读，
一方面取决于条码的质量是否符合要求，另一方面与识读设备的性能有关。正因为如此，
一些质量不合格的条码也有可能被性能良好的识读设备准确识读。但多数情况下条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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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合格，会给扫描识读带来困难，甚至产生拒读或误读。

17 问：条码质量检测依据什么标准？
答：条码质量检测依据的是 GB/T 18348-2008《商品条码 条码符号印制质量的检验》
国家标准。

18 问：条码符号质量检验项目有哪些？
答：条码符号质量检验项目包括：译码正确性、光学特性 ( 包括最低反射率、符号反差、
边缘反差、调制比、缺陷度 )、可译码度、条码符号一致性、空白区宽度、放大系数、
条高和印刷位置。

19 问：EAN-13 商品条码高度有规定吗？如果面积不够的话高度可以截短吗？
答：商品条码尺寸有相应的规定（参见国家标准 GB 12904-2008《商品条码 零售商品
编码与条码表示》），但条码高度不是强制项，也就是说，在包装面积不够时条码高度可
以适当截短，但由于条高的截短会影响条码符号的识读，因此建议不宜随意截短条码。

20 问：选择条码符号尺寸应考虑哪些因素？
答： 条 码 符 号 尺 寸 随 放 大 系 数 的 变 换 而 放 大 或 缩 小。EAN 条 码 的 放 大 系 数 一 般 在
0.80 ～ 2.00 的范围内选择。条码符号的选择应考虑以下几点因素：
（1）可印刷条码面积的大小。比如，在礼品盒上有足够的空间印刷条码符号，就
应选择相对较大的放大系数。
（2）印刷条件。如果具有优良的印刷条件和高品质的印刷材料，可采用相对较小
的放大系数。
（3）扫描环境。应用于零售环节时，在条码印刷品质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可选择
较小的条码放大系数；用于仓储环境时，因扫描距离较远，应选择较大的条码放大系数。
如，运货车操作工扫描的条码符号就应尽可能大一些。

21 问：体积大的零售商品外包装上能否放置两个同样的商品条码符号？
答：可以。通常在一个商品上只放置一个商品条码符号，但是对于沉重的或体积大的零
售商品和不规则包装的零售商品，以及储运包装单元、物流单元，推荐放置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商品条码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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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问：在多件组合包装上放置条码符号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条码符号宜放置在包装背面的右侧下半区域，靠近边缘处。在背面不宜放置时，可
把条码符号放置在包装的侧面的右侧下半区域，靠近边缘处。当多件组合包装和其内部
的单件包装都带有商品条码时，内部的单件包装上的条码符号应被完全遮盖，多件组合
包装上的条码符号在扫描时应是唯一可见的条码。

23 问：蛋盒式的包装，条码符号适宜放置在什么位置？
答：条码符号宜放置在盒盖与盒身有连接边的一面，连接边以上盒盖右侧的区域内不宜
放置时，条码符号可放置在顶部面的右侧下半区域。

24 问：商品条码最佳放置位置是哪？
答：条码符号的放置位置应以符号位置相对统一、符号不易变形、便于扫描操作和识度
为准则。
首选的条码符号位置在商品包装背面的右侧下半区域内。
商品包装背面不适宜放置条码符号时，可选择商品包装另一个适合的面的右侧下半
区域放置条码符号。但是对于体积大的或笨重的商品，条码符号不应放置在商品包装的
底面。

25 问：印制商品条码对边缘间距有什么要求？
答：根据 GB/T 14257-2009《商品条码

条码符号放置指南》国家标准规定，条码

符号与商品包装邻近边缘的间距不应小于 8mm 或大于 100mm。

26 问：对袋型包装条码符号放置位置有何要求？
答：条码符号宜放置在包装背面或正面的右侧下半区域，尽可能靠近袋子中间的地方，
底部以上大约三分之一处或放置在袋子尽可能平坦、不起皱折处，不应把条码符号放在
接缝处或折边的下面。

27 问：条码符号的颜色搭配是指什么？
答：条码符号的颜色搭配主要是指条与空的颜色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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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问：条码符号应避免放置的位置是？
答：（1）会使条码符号变形和受其他损害的地方；
（2）有穿孔、冲切口、开口、装订钉、抽丝拉条、接缝、折叠、折边、交迭、波纹、
隆起、其他图文和纹理粗糙的地方；
（3）转角处或表面曲率过大的地方；
（4）包装的折边或悬垂物遮盖的下边。

29 问：什么情况下条码符号可以纵向放置？
答：在印刷方向不能保证印刷质量和商品包装表面曲率及面积不允许的情况下，可纵向
放置。

30 问：条码符号发生扫描障碍的情况有哪些？
答：任何会使条码符号模糊不清或受到损害的因素，都将导致条码符号的扫描性能下降，
所以应避免这些情况发生，如：
（1）条码符号放置在了贸易项目的某个面积不够大的地方，其他图形挤占了本应
属于条码符号的区域；
（2）条码符号（包括空白区）放置在了有穿孔、冲切口、接缝、隆起或褶皱、太近边缘、
曲率过大、折叠、折边、交叠及纹理粗糙的地方；
（3）装订钉打在了条码符号或其空白区上；
（4）条码符号被放置在折角处而使其被弯折；
（5）条码符号被放置在包装的折边或悬垂物下边。

31 问：哪些条码可以用在包装箱上？
答：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如果直接在包装箱上，特别是瓦楞纸包装箱上印条码，最常用的是 ITF-14
条码，因为这种条码符号容易达到质量要求。
（2）如果条码符号还需要表示批号、系列号、生产日期等信息，则采用 GS1-128
条码符号表示。
（3）如果包装单元要进入零售渠道，则使用 EAN/UPC 条码符号。
应该注意的是，如果是瓦楞纸箱，其箱的颜色与条码符号条的颜色的反差常常达不到
要求，从而影响条码符号的质量。另外箱表面的缺陷和不平整也会影响条码符号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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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条码微站”是什么？
答：“条码微站”是新版商品信息服务平台推出的基于条码技术与移动互联网应用的企
业综合型营销媒介，企业只需完善产品信息即可建立官方微门户，便于消费者扫描条码、
二维码查阅企业产品，实现产品宣传推广、防伪、在线销售等作用。

2 问：条码微站能实现哪些功能？
答：条码微站是为生产企业量身打造的综合型信息化解决方案。以商品二维码为入口，
提供国家标准化的二维码解决方案和营销宣传、一物一码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快速建立
线上移动微门户。主要包括品牌宣传、企业展示、社交互动、产品发布、一物一码、新
闻促销等多功能服务。

3 问：条码微站能否实现产品追溯？
答：能。条码微站可以大批量生成批次级和单品级的二维码，通过国家食品安全追溯平
台信息录入可以实现企业内部信息追溯；通过集成 C5S 手持追溯器或微信小程序数据采
集可以实现外部流向追溯。

4 问：与企业的微信公众号相比有什么不同？
答：功能侧重点不同，条码微站更侧重于产品的展示，帮助企业提升产品管理能力。微
站符合国家发布的商品二维码标准，入口不受任何第三方屏蔽，能够实现预分配、预印刷。
不同层级二维码之间具有延续性，能满足企业在使用过程中的延伸需求，例如防伪、追溯、
数据接口对接等，这些公众号都实现不了。另外，微站采用主流 H5 展示技术，无需专
业知识，即可轻松搭建，灵活呈现企业各类资讯，与微信公众号相比，节省大量人力物力。

5 问：生成二维码时候能否加入企业 logo ？
答：能。二维码可以选择企业自定义 logo 或官方源数据标识，也可以不显示任何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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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问：是否能够扫描后连接到企业自己的网站展示？
答：能。条码微站不仅可以链接到企业网站、线上店铺等，还全面覆盖第三方电商平台。

7 问：条码微站如何收费？费用汇到哪里？
答：条码微站目前每年收取 1200 元服务费。企业可以选择到企业所在地的编码分支机
构现场申请、缴费办理；或者可以登录中国商品信息服务平台 - 应用市场 - 条码微站，
申请开通后会显示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汇款账户，汇款成功后即可开通。

8 问：企业商品数量较多，如何快速将商品信息上传到条码微站？
答：条码微站支持简单的产品批量导入，当产品数量较多时，可以通过 excel 模板维
护完产品信息以后，实现统一批量上传。

9 问：企业在条码微站中维护完商品信息后，如何使用微站的二维码？
答：条码微站为企业提供不同维度的二维码解决方案，包括企业级、产品级、批次级和
单品级，企业可根据不同需要在平台自行下载使用。

10 问：条码微站能否关联微信公众账号？
答：能。企业可以在后台添加公众号，扫描后即可实现一键关注。

11 问：企业产品正在设计阶段，能否将条码微站的二维码提前印刷到包装上？
答：能。条码微站是国家级的二维码平台，采用统一规范编码，符合 GS1 标准。因此，
能够实现二维码的预先分配、预先印刷后快速关联。印刷后，企业可随时更新二维码内容，
无需更换产品包装。

12 问：条码微站产品顺序是根据什么排列？
答：产品顺序根据产品发布的时间先后来排列，在后台编辑时勾选为热销，即可实现该
产品置顶优先显示。

13 问：条码微站下载的二维码是什么格式？
答：文本格式和图像格式（png/svg）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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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问：条码微站里的企业名称和地址是否可以修改？
答：微站里的企业名称和地址均同步于厂商识别代码的企业名称和注册地址。无法单独
变更，如需变更，企业可选择在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网站在线变更或到企业所在地编码分
支机构做变更手续。

15 问：共享中心的数据是用来做什么的？
答：共享中心的数据是为了与淘宝等平台进行共享使用的，比如企业上传了数据，可以
绑定淘宝店铺，这样消费者扫描条码，就可以到企业指定的店铺上去查询。

16 问：我企业开通了“条码微站”服务，并且已维护了所有产品信息，但
使用手机扫描软件扫不出信息内容，是什么原因？
答：“条码微站”是基于二维条码的移动互联网推广方案，因此用户需扫描产品二维条
码才可读取相关信息。具体方法是：用户维护产品信息后，可获得每个条码对应的二维
条码，用户在菜单“条码微站  产品名片”中下载图片并印刷。此后用户再扫描二维
条码即可获得详细的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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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哪种情况下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不予注册厂商识别代码？
答：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厂商识别代码：
（1）不能出示营业执照或相关合法经营资质证明文件的。
（2）社会组织、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等组织或单位，非本单位使用厂商识别代码的。
（3）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国际物品编码协会章程的其他情形。

2 问：在什么情况下产品可以申请使用缩短码？
答：当商品的包装很小，符合以下三种情况任意之一时，可申请采用缩短码：
（1）13 位代码的条码符号的印刷面积超过商品标签最大面面积的四分之一或全部
可印刷面积的八分之一时；
（2）商品标签的最大面面积小于 40cm² 或全部可印刷面积小于 80cm² 时；
（3）产品本身是直径小于 3cm 的圆柱体时。
缩短码使用申请可以联系分支机构办理并提供产品外包装样品，首次办理需缴纳一
次性费用 400 元。

3 问：我企业因自身原因未及时办理续展手续致使厂商识别代码被注销，
可以随时向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申请恢复被注销的厂商识别代码吗？
答：不可以。《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已被注销厂商识别代码的生产者、
销售者和服务提供者，需要使用商品条码时，应当重新申请注册厂商识别代码。

4 问：系统成员因收购、合并导致法律地位改变时，是否需要做变更？其
已生产的产品是否需要改变编码？
答：系统成员因法律地位发生改变，需要做变更企业可选择在线变更或到企业所在的
编码分支机构办理变更。已生产的产品无需改变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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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问：境内企业生产的产品可以使用境外注册的商品条码吗？
答：境内企业生产的产品经编码中心备案，可以使用境外注册的商品条码，备案流程详
询编码中心管理部，联系人：戴女士 010-84295481。

6 问：境内企业受境外企业委托生产的产品使用该境外企业注册的商品条
码，是否需要备案？
答：境内企业受境外企业委托生产产品但不以自己名义在境内销售产品的，使用境外注
册的商品条码无需备案。

7 问：子公司在哪种情况下可以使用集团公司的厂商识别代码及相应的商
品条码？
答：经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备案，子公司可以在由集团公司统一开发、设计、安排生产的
统一品牌的同类产品上使用由集团公司授权使用的厂商识别代码及相应的商品条码。

8 问：我们公司已申请注册成为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现委托其他公司
加工自己的产品，这些产品该使用谁的厂商识别代码及相应的商品
条码？
答：根据“关于《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实施过程中有关问题意见的函”（质检办法函
[2008]67 号）的规定，委托他人加工的产品，应当使用委托方注册的厂商识别代码及
相应的商品条码。

9 问：销售者进货时，应查验生产企业与条码有关的哪些证明文件？
答：根据《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第 23 条规定，销售者进货时，应当查验供货方的《中
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证书》或《系统成员证书》（续展）或者同等效力的证明文件，核
对商品外包装上所印商品条码的厂商识别代码是否与《系统成员证书》或《系统成员证书》
（续展）或同等效力的证明文件上的厂商识别代码一致，查验以上证书或证明文件是否
在有效期内，并对查验日期等信息做有效记录。

10 问：集团公司子公司使用商品条码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根据“关于《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实施过程中有关问题意见的函”（质检办法函
[2008]67 号）的规定，子公司在使用商品条码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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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子公司在其单独开发、设计、自行生产的产品上，应当使用子公司自己申请
注册的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的商品条码。
（2）经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备案，子公司可以在由集团公司统一开发、设计、安排生
产的统一品牌的同类产品上使用由集团公司授权使用的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的商品条码。

11 问：集团公司下属的子公司与分公司在使用商品条码时有什么不同？
答：集团公司下属的子公司使用商品条码时应遵循“关于《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实施过
程中有关问题意见的函”的规定：
（1）子公司在其单独开发、设计、自行生产的产品上，应当使用子公司自己申请
注册的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的商品条码。
（2）经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备案，子公司可以在由集团公司统一开发、设计、安排生
产的统一品牌的同类产品上使用由集团公司授权使用的厂商识别代码及相应的商品条码。
在统一管理商品代码的前提下，集团公司（总公司）下属的分公司（分公司不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可以使用集团公司注册的厂商识别代码及相应的商品条码，但必须在
商品或包装上标注集团公司的名称或集团公司和分公司的名称。分公司也可以持其《营
业执照》到所在地的编码分支机构注册申请厂商识别代码。

12 问：销售者禁止经销哪些违反《商品条码管理办法》规定的商品？有何
处罚？
答：依据《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销售者禁止经销下列商品：未经核
准注册而使用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商品条码的商品；在商品包装上使用其他条码冒充商
品条码的商品；伪造商品条码的商品。
《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还规定：经销印有未经核准注册、备案或者伪造
的商品条码的商品，销售者应承担法律责任，会被处以 10000 元以下罚款，同时经销
者应停止销售这些商品，并及时向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提供相关供货商信息。为严格履行
《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经销者必须严格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

13 问：两家公司均申请了厂商识别代码，请问这两家公司共同合作开发的
新产品，应使用哪家公司注册的厂商识别代码及相应的商品条码？
答：哪一家公司对此产品承担质量责任，就使用哪家公司注册的厂商识别代码及相应的
商品条码。如果这两个公司为委托生产的关系，则应使用委托方的条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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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问：集团公司在天津和广州分别设置了两个子公司，请问天津子公司注
册的厂商识别代码可以给广州子公司使用吗？
答：不能。子公司不能相互使用彼此的厂商识别代码及相应的商品条码。如果这两个子
公司存在委托生产的关系，应当使用委托方的条码。

15 问：EAN-13 条码符号能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商店应用吗？
答：EAN-13 商品条码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多数商店都能应用，只有少数零售点或电商
平台销售的商品仍需要使用 UPC-A、UPC-E 条码符号，原因在于他们的数据文件中仍
不能兼容 EAN-13 条码表示的代码或电商平台对供应商有特殊要求。

16 问：A 公司拥有商标，产品由 B 公司生产，请问应使用哪家公司的条码？
答：B 公司。产品所有者是谁就用谁的条码，如果这两个公司存在委托生产的关系，应
当使用委托方的条码。

17 问：销售者进货时，只需查验商品上是否印有商品条码。这句话正确吗？
答：不正确。《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销售者进货时，应当查验与商品
条码对应的《系统成员证书》或者同等效力的证明文件。

18 问：印刷企业承接印刷商品条码业务有何相关规定？
答：印刷企业承接商品条码印刷业务时，应当查验委托人《系统成员证书》或境外同等
效力的证明文件并进行备案。

19 问：集团公司子公司在其单独开发、设计、自行生产的产品上，是否可以
使用集团公司的厂商识别代码及相应的商品条码？有什么相关规定？
答：不可以。根据“关于《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实施过程中有关问题意见的函”（质检
办法函 [2008]67 号文）中规定，子公司在其单独开发、设计、自行生产的产品上，应
当使用子公司自己申请注册的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的商品条码。

20 问：进口产品是否可以使用其国内经销企业或代理商注册的商品条码？
有什么相关规定？
答：可以使用。根据“关于《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实施过程中有关问题意见的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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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办法函 [2008]67 号文）中规定，进口产品可以使用该产品境外生产商注册的商品条
码，也可以使用国内经销企业或者代理商注册的厂商识别代码及相应的商品条码。

21 问：企业位置发生改变，全球参与方位置码（GLN）需要变化吗？
答：如果一个公司将一个位置卖给另一个可能使用或可能没有使用的全球位置码的公
司，该地址与先前业主有关的全球位置码应该停止使用。如果新的业主希望标识该地址，
就需要为其分配一个新的代码。
如果一个公司关闭了一个地址又在一个新的地址从事相似的业务，它可将现存的参
与方位置码转换到新地址上。也可给新地址分配一个新的位置码。

22 问：我公司使用的商品条码是总公司注册申请的，后来我们公司申请了
自己的厂商识别代码，那么是否需要为已有商品条码标识的产品重
新印制条码？
答：根据商品条码的唯一性原则，一般不需要为这些产品制作新的条码。

23 问：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公司能否申请注册厂商识别代码？
答：能。此类企业申请注册厂商识别代码时应提供有效的资质证明。

24 问：我公司从国外进口产品，在国内再进行二次加工、分拣和包装，并
且由我公司对产品承担质量责任，我们是否要自行申请商品条码？
答：进口产品境内再加工或分装，应自行申请商品条码。

25 问：子公司使用集团公司注册的厂商识别代码及相应的商品条码的备案
流程是怎样的？
答：子公司产品使用集团公司注册的厂商识别代码及相应商品条码的备案流程分为两大
步骤：
第一步，由集团公司通过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网上业务办理大厅或到所在地的编码分
支机构窗口 , 首先办理“下属公司信息登记”。办理手续时需准备子公司的法人营业执
照及复印件、集团公司与子公司关系证明、《关于子公司使用集团公司注册的厂商识别
代码及相应的商品条码有关问题的声明》，同时填写《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集团公司
所属子公司备案登记表》（加盖本单位公章），相关资料表格的准备和填写问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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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所在地的编码分支机构。通过网上办理的，请依相关提示，完成在线填写和资料上
传操作。申请材料经编码分支机构初审合格后上报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审查合格的予以
登记。
第二步，由集团公司在中国商品信息服务平台上做子公司产品使用集团公司条码的
备案，经审核通过后，由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向申请企业核发《子公司产品使用集团公司
注册的厂商识别代码及相应的商品条码备案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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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分支机构
序号

分中心名称

地址

邮编

电话

1

北京分中心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20号

100013

010-64297301

2

天津分中心

天津市解放北路34号

300041

022-27113026

3

河北分中心

石家庄市工农路368号条码中心

050051

0311-83054975

4

山西分中心

山西省太原市长治路106号

030012

0351-7237636

5

内蒙古分中心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桥开发区石化路内蒙古标准化院

010070

0471-6267772

6

辽宁分中心

沈阳市和平区永安北路8号

110004

024-23894218

7

沈阳办事处

沈阳市铁西区滑翔路26号

110021

024-25929543

8

大连办事处

大连市中山区鲁迅路42-1号

116001

0411-82740720

9

吉林分中心

长春市南湖大路1328号

130022

0431-85233228

10

长春办事处

长春市绿园区普阳街3177号

130011

0431-88779080

11

黑龙江分中心

哈尔滨市香坊区香顺街53号

150036

0451-87973196

12

哈尔滨办事处

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山路203号1122室

150001

0451-87973196

13

上海分中心

上海市长乐路1227号609室

200031

021-54045813

14

江苏分中心

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石鼓路227号

210029

025-86751372

15

南京办事处

南京市玄武区碑亭巷51-1号一楼

210018

025-84550636

16

浙江分中心

杭州市环城北路305号耀江发展中心五层

310006

0571-85786900

17

杭州分中心

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803路

310011

0571-85103291

18

宁波分中心

宁波市国家高新区江南路1588号C座

315000

0574-87879787

19

安徽分中心

合肥市包河工业区延安路13号

230051

0551-63356385

20

福建分中心

福州市六一北路15号

350013

591-87577038

21

厦门办事处

厦门市湖滨南路170号质检大楼一楼

361004

0592-2699520

22

江西分中心

南昌市京东大道1139号

330029

0791-86355511

23

山东分中心

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146-6号

250014

0531-82679322

24

青岛办事处

青岛市崂山区科苑纬四路77号

266071

0532-83875402

25

烟台办事处

烟台市莱山区新苑路17号

264003

0535-69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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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中心名称

地址

邮编

电话

26

河南分中心

河南省郑州市东明路北17号省标准院管理部510室

450004

0371-65929381

27

湖北分中心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公平路6号

430061

027-88224190

28

武汉分中心

武汉市江汉区北湖西路11号3楼

430015

027-85609234

29

湖南分中心

长沙市雨花区时代阳光大道238号湖南省质量技
术监督检测中心A座

410111

0731-84880690

30

广东分中心

广州市海珠区南田路563号

510220

020-84237101

31

深圳分中心

深圳市华强南路无线电管理大厦13楼1303室

518033

0755-83990505

32

广州分中心

广州市越秀北路311号(小北御景广场)广州市标
准化研究院602室

510050

020-83228666-2

33

珠海办事处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人民西路133号编码所

519000

0756-2661246

34

广西分中心

广西南宁市星湖路22号9号楼三楼

530022

0771-5360310

35

海南分中心

海南省海口市蓝天路46号省质监大楼8楼803

570203

0898-65225993

36

四川分中心

四川省成都市西府北街1号

610061

028-86639750

37

成都办事处

成都市一品天下大街138号2楼204室

610031

028-87579052

38

重庆分中心

重庆市江北区五简路9号质检大楼

400023

023-89232280

39

贵州分中心

贵州省贵阳市头桥海马冲街45号质监大楼301

550003

0851-6511642

40

云南分中心

昆明市滇池路1305号

650228

0871-64346071

41

西藏分中心

西藏拉萨市民族北路9号标准化所

850000

0891-6832069

42

陕西分中心

西安市咸宁西路30号

710048

029-82214532

43

西安分中心

西安市含光路南段178号吉祥大厦503室

710065

029-85398236

44

甘肃分中心

兰州市城关区南昌路1816号4楼

730030

0931-8829990

45

青海分中心

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31号(省质监大楼425室)

810001

0971-6110612

46

宁夏分中心

宁夏银川市西桥北巷95号

750001

0951-5069513

47

新疆分中心

乌鲁木齐市新华南路167号

830004

0991-2815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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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条码符号条空颜色搭配参考表
序号

空色

条色

能否采用

序号

空色

条色

能否采用

1

白色

黑色

√

17

红色

深棕色

√

2

白色

蓝色

√

18

黄色

黑色

√

3

白色

绿色

√

19

黄色

蓝色

√

4

白色

深棕色

√

20

黄色

绿色

√

5

白色

黄色

×

21

黄色

深棕色

√

6

白色

橙色

×

22

亮绿

红色

×

7

白色

红色

×

23

亮绿

黑色

×

8

白色

浅棕色

×

24

暗绿

黑色

×

9

白色

金色

×

25

暗绿

蓝色

×

10

橙色

黑色

√

26

蓝色

红色

×

11

橙色

蓝色

√

27

蓝色

黑色

×

12

橙色

绿色

√

28

金色

黑色

×

13

橙色

深棕色

√

29

金色

橙色

×

14

红色

黑色

√

30

金色

红色

×

15

红色

蓝色

√

31

深棕色

黑色

×

16

红色

绿色

√

32

浅棕色

红色

×

注1：“√”表示能采用，“×”表示不能采用
注2：此表仅供条码符号设计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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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可使用的条空颜色搭配

6 901234 567892

黑条白底

6 901234 567892

黑条白底

6 901234 567892

黑条橙底

6 901234 567892

黑条红底

6 901234 567892

6 901234 567892

蓝条白底

6 901234 567892

绿条白底

6 901234 567892

蓝条白底

6 901234 567892

绿条白底

6 901234 567892

蓝条橙底

6 901234 567892

绿条橙底

6 901234 567892

蓝条红底

绿条红底

6 901234 567892

深棕条白底

6 901234 567892

深棕条白底

6 901234 567892

浅棕条橙底

6 901234 567892

深棕条红底

部分不可使用的条空颜色搭配

6 901234 567892

黄条白底

6 901234 567892

黑条绿底1

6 901234 567892

红条绿底1

6 901234 567892

金条白底

6 901234 567892

橙条白底

6 901234 567892

黑条绿底1

6 901234 567892

红条绿底2

6 901234 567892

黑条金底

6 901234 567892

红条白底

6 901234 567892

黑条蓝底

6 901234 567892

红条蓝底

6 901234 567892

橙条金底

6 901234 567892

浅棕条白底

6 901234 567892

黑条深棕底

6 901234 567892

红条浅棕底

6 901234 567892

红条金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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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EAN 商品条码符号的放大系数、模块宽度及
主要尺寸对照表
单位：毫米
EAN条码符号的主要尺寸
放大
系数

EAN-13

模块
宽度
条码长度a

条码符号
长度b

条高c

EAN-8
条码符号
条码长度a
高度d

条码符号
长度b

条高c

条码符号
高度d

0.80

0.264

25.08

29.83

18.28

20.74

17.69

21.38

14.58

17.05

0.85

0.281

26.65

31.70

19.42

22.04

18.79

22.72

15.50

18.11

0.90

0.297

28.22

33.56

20.57

23.34

19.90

24.06

16.41

19.18

1.00

0.330

31.35

37.29

22.85

25.93

22.11

26.73

18.23

21.31

1.10

0.363

34.49

41.01

25.14

28.52

24.32

29.40

20.05

23.44

1.20

0.396

37.62

44.75

27.42

31.12

26.53

32.08

21.88

25.57

1.30

0.429

40.76

48.48

29.71

33.71

28.74

34.75

23.70

27.70

1.40

0.462

43.89

52.21

31.99

36.30

30.95

37.42

25.52

29.83

1.50

0.495

47.03

55.94

34.28

38.90

33.17

40.10

27.35

31.97

1.60

0.528

50.16

59.66

36.56

41.49

35.38

42.77

29.17

34.10

1.70

0.561

53.30

63.39

38.85

44.08

37.59

45.44

30.99

36.23

1.80

0.594

56.43

67.12

41.13

46.67

39.80

48.11

32.81

38.36

1.90

0.627

59.57

70.85

43.42

49.27

42.01

50.79

34.64

40.49

2.00

0.660

62.70

74.58

45.70

51.86

44.22

53.46

36.46

42.62

a 条码长度为从条码起始符左边缘到终止符右边缘的距离。
b 条码符号长度为条码长度与左、右侧空白区的最小宽度之和。
c 条高为条码的短条高度。
d 条码符号高度为条的上端到供人识别字符下端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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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使用本手册
尊敬的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当您在使用商品条码中遇见技术、应用等方面的
问题，请使用本手册寻找答案或拨打全国统一服务热线400-7000-690解答。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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