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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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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提出。 

本标准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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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产品质量信息规范 电子产品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本市电子商务交易产品中电子类的产品质量信息内容及应用服务。本标准中的电子产

品是指消费类电子电器产品，不包括虚拟电子产品。 

本标准适用于本市电子商务电子类产品质量信息采集、处理、发布，也可为从事电子产品质量信息

评价应用的机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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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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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8811-2012 电子商务基本术语 

GB/T 19000-2008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811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质量  quality 

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 

[GB/T 19000-2008，定义3.1.1] 

3.2  

产品质量信息  product quality information 

是指能够反映产品质量的信息，一般包括产品基础质量信息、限定条件信息、其他信息等。 

3.3  

责任主体  main responsibility 

是指应承担电子产品质量责任的机构或自然人。 

3.4  

执行标准  executive standard 

是指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特性达到设计要求所依据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经备案的企

业标准。 

3.5  

行政许可  administrative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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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的资

格。 

3.6  

名优称号  famous brand title 

是指经消费者、有关社会组织或者行政机关评选，对达到一定产品质量条件和质量保证能力的生产

者，允许其使用的证明产品质量水平良好的产品质量称号或者标志。 

4 电子产品质量信息内容 

4.1 产品质量基础信息 

4.1.1 责任主体 

当责任主体为机构时，主体信息包括责任主体名称、责任主体地址、营业执照注册号、组织机构代

码、联系方式、企业注册信息、主要经营管理者信息、经营状况信息、进出口信息和电子商务等信息；

当责任主体为自然人时，主体信息包括自然人姓名、身份证号、注册信息、联系方式等信息。 

4.1.2 产品名称 

产品名称应标明电子产品的真实属性，并符合下列要求：     

a)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对产品名称有规定的，应当采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名称；  

b)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对产品名称没有规定的，应当使用不会引起用户、消费者误解和混淆的常

用名称或者俗名； 

c) 如存在“奇特名称”、“品牌/商标名称”时，应同时采用本条 a）或 b）中规定的一个名称。 

电子产品名称信息主要包括标准产品名称、商品名称、品牌/商标名称，产品名称相应约束关系见

附录 B.1。 

注：符合a）或b）规定的为“标准产品名称”。 

4.1.3 产品基础信息 

产品基础信息是指最能反映电子商务产品本质的信息，它表示电子商务产品的基本状态与特征。 

产品基础信息包括产品的规格、型号、功能信息以及产品的其他附加信息。 

4.1.4 质量合格证明 

质量合格证明是指电子产品的责任主体出具的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质量合格证明信息包括出具单位、质量合格证明编号和质量等级。 

4.1.5 执行标准 

执行标准信息包括执行标准名称和执行标准号。 

4.2 限定条件信息 

4.2.1 行政许可 

纳入行政许可范围内的电子产品，其质量信息中应有产品行政许可信息。例如：生产许可证、经营

许可证、销售许可证。 

行政许可信息包括行政许可证名称、行政许可证编号、单位名称、发证机构名称、发证日期、截止

日期和其他行政许可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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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授权关系 

授权关系是指电子产品从供应到代理销售，再到生产厂家之间建立的与产品相关的上下游链条关

系，例如：销售授权关系、代理授权关系、委托加工关系、集团公司关系。 

授权关系信息包括授权关系名称、代理销售授权书、委托加工证明、集团授权证明等。 

4.2.3 日期 

日期信息是指生产、保质、失效等与时间有关的信息，例如：生产日期、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

等。 

日期信息包括日期信息的类型及时间信息，采用年、月、日、时等表示。 

4.2.4 产地 

产地是指电子产品的最终制作地、加工地或者组装地。 

对产品质量有影响的电子产品，应有产地信息。 

产地信息应有产地名称。 

4.2.5 质量认证 

质量认证信息是指国家认证机构颁发的用于标明认证产品或企业对相关标准的符合程度的证书信

息。例如 3C认证、绿色产品认证（环境认证）、ISO 质量体系认证等。 

获得质量认证的电子产品应有产品质量认证信息。 

质量认证信息包括质量认证证书名称及编号、认证企业或产品名称、认证机构名称、发证日期、截

止日期。 

4.2.6 特殊称号 

特殊称号信息是指获得国家或地方授予的名优称号等特殊称号的信息。 

获得特殊称号的电子产品可标明特殊称号信息。 

特殊称号信息包括特殊称号名称及其编号、企业或产品名称、授与机构或区域名称、授予时间、有

效期。 

4.2.7 使用说明 

使用说明是指对于有特殊使用方式要求的产品，关于使用方法、使用环境（应包括温度、湿度、气

压、盐雾以及霉菌等的范围）、日常维护保养及步骤的具体说明。 

需要标明使用说明的电子产品应有使用说明信息。 

使用说明信息包括使用方法及步骤、其他注意事项等。 

4.2.8 商品标识 

有预包装的电子产品应有商品标识信息。 

商品标识信息包括编码信息和条码符号信息。条码符号可采用商品条码或二维码。 

4.2.9 警示说明 

警示说明是指关于产品使用不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情况

进行的说明，例如：如电子产品的辐射安全性，电器产品的导电安全性等。 

需要进行警示说明的电子产品应有警示说明信息。 

警示说明信息包括警示标志或警示说明。 

4.2.10 安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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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说明是指对于有特殊安装方式要求的产品，关于安装方法和步骤的具体说明。 

 需要进行安装说明的电子产品应有安装说明信息。 

 安装说明信息包括安装方法及步骤、其他注意事项等。 

4.2.11 产品检测 

产品检测信息是指用工具、仪器或其它分析方法检查各种原材料、半成品、成品是否符合特定的技

术标准、规格，并得出相关结论的信息。 

需要进行检测才可进行销售的电子产品应有产品检测信息。 

产品检测信息包括产品名称、产品检测机构、产品检测报告编号、检测结论等。 

4.2.12 能耗等级 

能效等级是表示家用电器产品能效高低差别的一种分级方法。 

需要进行能耗等级说明的电子产品应有能耗等级信息。 

能耗等级信息包括等级标识、耗电量和“中国能效标识”标签。 

4.2.13 核心部件 

核心部件是指最重要、最关键的必不可少的部件，是影响整个电子产品性能技术指标的关键部件，

决定整个电子产品质量水平的部件。例如：PC机处理器、内存、芯片等。 

需要进行核心部件说明的电子产品应有核心部件信息。 

核心部件信息包括核心部件名称和部件型号规格。 

4.3 其他信息 

4.3.1 产品图片 

产品图片是指产品外观的照片，产品图片应确保所有信息有效、完整和清晰。 

产品图片信息包括产品图片描述、产品照片。 

4.3.2 包装、存储、运输、放置说明 

对剧毒、放射性、危险、易碎、怕压、需要防潮、不能倒置以及有其他特殊要求的产品需注明包装、

存储、运输、放置说明的等注意事项。 

包装、存储、运输、放置说明信息包括包装说明、存储说明、运输说明、放置说明。 

4.3.3 产品分类 

建议采用国家电子商务产品与服务分类代码对产品进行区分和归类。 

产品分类信息包括产品分类名称和分类代码。 

4.3.4 产品防伪 

防伪是指为防止以假冒为手段，对未经商标所有权人准许而进行仿制、复制或伪造和销售他人产品

所主动采取的一种措施。 

产品防伪包括产品防伪标签名称、防伪标签类别和防伪级别。 

4.4 电子产品质量信息项 

深圳市电子商务电子产品质量信息项包含但不仅限于电子产品的基础质量信息、限定条件信息和其

他信息，电子产品质量信息项的“约束/条件”分为必选(M)，条件必选(C)和可选(O)三种情况。详细信

息项见附录 A。 

http://baike.baidu.com/view/4015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543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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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必选（M）表示必须选择的质量信息项； 

注2：条件必选（C）表示具有该项质量信息时必须选择； 

注3：可选（O）表示可以选择或者不选择的质量信息项。 

5 电子产品质量信息应用服务 

质量信息可服务于电子商务产品质量信息的管理、发布及服务。深圳市电子商务产品质量信息服务

平台信息管理与发布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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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电子商务电子产品质量信息项 

A.1 电子商务电子产品基础质量信息项，见表A.1。 

表A.1 电子商务电子产品基础质量信息项 

电子产品质量信息内容 信息项名称 信息子项名称 约束/条件 

基础质量信息 

责任主体 

责任主体名称（机构） 

必选（M） 

责任主体地址（机构） 

营业执照注册号（机构） 

组织机构代码（机构） 

姓名（自然人） 

身份证号（自然人） 

联系方式 

注册信息 

可选（O） 

主要经营管理者信息 

经营状况信息 

进出口信息 

电子商务信息 

产品名称 

标准产品名称 必选（M） 

商品名称 
条件必选（C） 

品牌/商标名称 

产品基础信息 

产品规格 

必选（M） 产品型号 

产品功能 

其他附加信息 可选（O） 

质量合格证明 

出具单位 

可选（O） 
质量合格证编号 

质量等级 

其他质量合格信息 

产品执行标准 
执行标准名称 

必选（M） 
执行标准号 

 

A.2 电子商务电子产品限定条件质量信息项，见表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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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电子商务电子产品限定条件质量信息项 

电子产品质量信息内容 信息项名称 信息子项名称 约束/条件 

限定条件信息 

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证名称 

条件必选（C） 

行政许可证编号 

单位名称 

发证机关名称 

发证日期 

截止日期 

其他行政许可信息 

授权关系 

授权关系名称 

条件必选（C） 
代理销售授权书 

委托加工证明 

集团授权证明 

日期 
生产日期 

条件必选（C） 
安全使用期或失效日期 

产地 产地名称 必选（M） 

认证 

认证证书名称及编号 

条件必选（C） 

认证企业或产品名称 

认证机构名称 

发证日期 

截止日期 

特殊称号 

特殊称号名称及其编号 

可选（O） 

企业或产品名称 

授予机构或区域名称 

授予时间 

有效期 

使用说明 
使用说明方法及步骤 

必选（M） 
其他注意事项 

商品编码 
编码信息 

条件必选（C） 
条码符号 

警示说明 
警示标志 

条件必选（C） 
警示说明 

安装说明 
安装说明方法及步骤 

条件必选（C） 
其他注意事项 

产品检测 

产品名称 

条件必选（C） 
产品检验机构 

产品检测报告编号 

检验结论 

其他产品检测信息 可选（O） 

能耗等级 等级标识 条件必选（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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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产品质量信息内容 信息项名称 信息子项名称 约束/条件 

耗电量 

中国能效标识 

核心部件 
部件名称 

条件必选（C） 
部件规格型号 

 

A.3 电子商务电子产品其他质量信息项，见表A.3。 

表A.3 电子商务电子产品其他质量信息项 

电子产品质量信息内容 信息项名称 信息子项名称 约束/条件 

其他信息 

产品图片 
产品照片 

可选（O） 
图片文字描述 

包装、储存、运输说

明 

包装说明 

条件必选（C） 
储存说明 

运输说明 

标识说明 

产品分类 
产品分类名称 

必选（M） 
产品分类代码 

产品防伪 

防伪标签名称 

可选（O） 防伪标签类别 

防伪级别 

 



SZDB/Z 138—2015 

9 

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深圳市电子商务产品质量信息管理与发布原则 

B.1 深圳市电子商务产品质量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深圳市电子商务产品质量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以下简称“服务平台”）是具有公益性的第三方产品

质量信息服务平台，通过对市内产品质量责任主体信息的管理，整合政府职能部门有关产品质量信息，

为本市从事电子商务交易的各参与方提供质量信息服务。 

B.2 电子商务产品质量信息管理 

B.2.1 产品质量信息采集 

电子产品质量信息应由产品的责任主体在服务平台上进行填报。 

B.2.2 产品质量信息审核 

由服务平台的工作人员在服务平台上对填报的产品质量信息进行审核。 

B.2.3 产品质量信息维护 

由服务平台的工作人员在服务平台上对产品质量信息进行维护。 

B.3 产品质量信息发布原则 

B.3.1 真实性 

电子商务产品信息发布应遵循真实性原则，包括产品本身信息的真实性和发布者信息的真实性和可

确认性，如有必要，需提供证明文件。信息的真实性由责任主体保障。 

B.3.2 合法性 

不得发布法律法规明确禁止销售和涉及侵权及假冒的产品信息，图片内容属于合法可展示内容。对

于某些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有严格资质要求的特定产品，信息发布应该上传相关的有效证明。信息的合法

性由责任主体保障。 

B.3.3 便捷性 

本市各电子商务电子产品交易平台应根据服务平台建设要求，确立交易产品质量信息发布方式，并

确保在页面显著位置对本标准规定的信息项进行披露，便于查询和参考。 

B.3.4 完整性 

本市各电子商务电子产品交易平台发布的产品质量信息应全面完整，包含本规范要求的全部信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