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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地方标准《进口冷链食品追溯数据接口规范》

解读

一、标准起草的背景

（一）深圳进口冷链食品安全现状

受疫情影响，进口冷链食品安全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防控进口冷链食品风险，实现对疫情高发国家和地区食品全

链条管理、全过程、高精准追溯极其重要。通过建立进口冷

链食品追溯系统，实现进口冷链食品从海关进口查验到贮存

分销、生产加工、批发零售、餐饮服务全链条信息化追溯，

保障进口冷链食品安全。

追溯系统通过采集进口冷链食品海关入关、存贮、流通、

消费等环节信息，实现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

究”，是强化全过程质量安全监管和风险控制的有效措施。

目前深圳市部分进口冷链食品企业依据自身业务需要，运用

互联网、区块链等现代技术探索实现进口冷链食品的信息化

追溯，建立了企业内部的追溯体系。由于缺少标准支撑，深

圳现有进口冷链食品追溯体系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普遍存

在追溯编码标识不统一、追溯信息不完整、追溯系统兼容性

较差等问题，难以实现追溯数据的交换和共享，不利于追溯

体系效能的发挥。目前，国家制定了相应的追溯标准，涉及

重要产品、消费品、食品等，但对于进口冷链食品追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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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相应的国家标准发布，广东省也尚未发布进口冷链食品

相关标准。

因此，亟需制定和完善进口冷链食品追溯标准，为进口

冷链食品追溯体系建设和追溯数据交换、共享提供标准支撑。

（二）标准意义

《进口冷链食品追溯数据接口规范》制定了进口冷链食

品追溯数据接口规范，有利于实现进口冷链食品追溯平台的

数据共享和互联互通，完善进口冷链食品追溯体系建设。该

标准的编制是必要的和及时的。

《进口冷链食品追溯数据接口规范》规定了进口冷链食

品追溯系统数据接口的基本要求、接口类型和接口说明，具

有较强的科学性和适用性，能够作为指导深圳市进口冷链食

品追溯系统数据交换的技术依据。

二、标准使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系统数据接口的基本

要求、接口类型、接口关系、接口描述。

本文件适用于企业、技术机构、监管部门在进口冷链食

品追溯系统间的数据对接。

三、标准制定的方法和依据

本文件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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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进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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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成立专项地方标准起草小

组，在对深圳市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现状调研基础上，结合了

国内现存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系统的具体情况，同时参考了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GB/T 7408）、《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

则》（GB 32100）、《食用农产品追溯码编码技术规范》

（DB4403/T 191—2021）、《TLS 上的 HTTP（HTTP Over TLS）》

（IETF RFC 2818）、《Base16，Base32，Base64 数据编码（The

Base16，Base32，and Base64 Data Encodings）》（IETF RFC

3548 ）、《 UTF-8 ， ISO 10646 转 换 格 式 （ UTF-8 ， a

transformation format of ISO 10646）》（IETF RFC 3629）

标准的内容进行编写，并结合深圳市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系统

建设及应用情况，充分调研企业追溯系统建设情况及需求，

研究确定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系统数据接口规范。

四、标准主要内容

《进口冷链食品追溯数据接口规范》主要包括范围、规

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缩略语、基本要求、接口类型、

接口关系、接口描述、附录等内容。

(一) 范围

本文件范围中，规定了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系统数据接口

的基本要求、接口类型、接口关系、接口描述，适用于企业、

技术机构、监管部门在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系统间的数据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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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标准立项计划，结合标准主要内容，广泛征求意见并经

专家组审定，确定标准范围。

(二) 规范性引用文件

在本标准编写过程中，进口冷链食品追溯数据接口相关

内容在现行标准中已作了规定并适用的，这些标准或其条款

也构成了本标准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标准中的规范性技

术要素具有同等的效力，将其列入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标准

中列入 7 个规范性引用文件。

(三) 术语和定义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使用本标准，参照国内外相关标准、

文献、工具书，给出了冷链食品、追溯系统、集中监管仓共

3 个术语和定义。参照的相关标准为：

GB/T 38155—2019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术语

(四) 缩略语

本标准列出了 GS1、HTTPS、JSON、UTF-8 共 4 个缩略语。

缩略语 GS1主要参照《商品条码 零售商品编码与条码表示》

（GB 12904），缩略语 HTTPS 主要参照《TLS 上的 HTTP（HTTP

Over TLS）》（IETF RFC 2818），缩略语 JSON 主要参照《计

算机科学技术名词》（第 3版），缩略语 UTF-8 主要参照《UTF-8，

ISO 10646 转换格式（UTF-8，a transformation format of

ISO 10646）》（IETF RFC 3629）。

(五)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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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接口通过服务调用实现信息交换应符合的要求：

(1) 采用 IETF RFC 2818 规定的 HTTPS 协议作为底层承

载协议；

(2) 采用 IETF RFC 3629 规定的 UTF-8 字符集；

(3) 采用 GB/T 7408 规定的日期类型；

(4) 采用 IETF RFC 3548 规定的 Base64 编码规则将图片

文件转换为字符串；

(5) 接口请求与接口响应均采用 JSON 数据格式；

(6) 建立接口日志记录，能识别数据异常或追溯交换数

据情况；

(7) 发生错误时，通过接口将详细的错误信息返回至相

关平台和节点系统，由相应平台和节点系统对错误进行记录

分析和整改。

主要依据：《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

间表示法》（GB/T 7408）、《TLS上的 HTTP（HTTP Over

TLS）》（IETF RFC 2818）、《Base16，Base32，Base64

数据编码（The Base16，Base32，and Base64 Data Encodings）》

（IETF RFC 3548）、《UTF-8，ISO 10646转换格式（UTF-8，

a transformation format of ISO 10646）》（IETF RFC 3629）

标准中信息交换相关要求。

(六) 接口类型

本章规定了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系统数据接口类型，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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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机构、监管部门在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系统间的数

据对接，接口类型分为主体信息类、产品信息类、冷库信息

类和追溯信息类。

主要依据：根据深圳市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系统数据信息，

将对接数据分为主体信息、产品信息、冷库信息及追溯信息。

(七) 接口关系

本章给出了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系统数据接口关系。

主要依据：深圳市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系统中主体信息、

产品信息、冷库信息及追溯信息之间的关联关系。

(八) 接口描述

本章给出了接口描述的规范，包括接口请求、接口响应、

业务接口说明等信息参数的具体格式及内容。主要包括：

（1）接口请求。对调用编码、请求时间、随机字符串、

请求签名四个接口请求参数进行详细说明。

主要依据：基于 Restful API 设计规范。

（2）接口响应。对响应结果、响应信息、响应编码、

响应时间、响应数据参数五个接口响应参数进行详细说明。

主要依据：基于 Restful API 设计规范。

（3）业务接口说明。分别对主体信息类、产品信息类、

冷库信息类、追溯信息类接口对应的信息参数进行详细说明。

a）主体信息类接口说明。主体信息参数主要包括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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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联系人、联系方式、法人代表人、

地址、所属区划、企业类型、资质证照等数据项。

主要依据：深圳市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系统中进口冷链食

品生产经营企业主体相关信息。

b）产品信息类接口说明。产品信息类接口分为产品品

类信息接口和产品批次信息接口；产品批次信息接口参数包

括产品批次信息、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信息、海关进口货

物报关单信息、消毒证明信息、核酸检测证明信息、集中监

管仓出库证明信息。

主要依据：深圳市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系统中进口冷链食

品生产经营企业所经营的产品相关信息。

c）冷库信息类接口说明。冷库信息参数主要包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冷库编号、冷库名称、地址、所属区划、可

用面积、贮存种类、库存量、联系人、联系电话、类型等数

据项。

主要依据：深圳市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系统中进口冷链食

品贮存企业相关信息。

d）追溯信息类接口说明。追溯信息类接口包括集中监

管仓信息接口、发货信息接口、收货信息接口、入库信息接

口、出库信息接口、运输车辆信息接口，并对各个接口信息

参数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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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据：深圳市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系统中发货信息、

收货信息、入库信息、出库信息、运输车辆信息；及已实现

对接的监管仓信息。

(九) 附录

附录 A-附录 E 分别给出了接口响应码说明、追溯数据对

接实例、企业类型及编码说明、资质证照类型及编码、产品

分类及编码 。

五、标准的应用

应用于“深圳市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系统”。依据《进口冷

链食品追溯数据接口规范》，深圳市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系统

已实现广东“冷库通”系统、深圳市冻品集中监管仓信息系

统的数据对接，优化源头录入方式，通过极简录入就能实现

“一次录入、全链共享”，大大减少企业操作负担。截至目

前，已对接主体数据 5180 家，出入库数据 66096 条，冷库

信息 568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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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广东“冷库通”系统数据对接截图

图 2 深圳市冻品集中监管仓信息系统数据对接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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