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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４．２．４、４．３．２条和第４．５节，对未进行产品标识的企业和地区为推荐性，其他为强

制性。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民用爆破器材流通协会、北京网新中广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中

京电子标签集成技术有限公司、北京金安国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韩国庆、彭杰、冀京秋、周婧。

本标准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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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爆竹流向登记通用规范

１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烟花爆竹和氯酸钾流向登记、管理、监督的基本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烟花爆竹、氯酸钾生产、经营单位的流向登记管理和安全监管部门对烟花爆竹、氯酸

钾流向的监督管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范的引用而成为本规范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规范。然而，鼓励根据本规范达成协议的各方研

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ＧＢ１０６３１　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

ＩＳＯ／ＩＥＣ１８０００—３　信息技术—分类管理射频识别技术　第３部分：１３．５６ＭＨｚ通信接口参数

ＧＢ／Ｔ１８２８４—２０００　快速响应矩阵码

３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下列术语、定义和缩略语适用于本规范。

３．１　

　　流向登记管理　犳犾狅狑狅犳狉犲犵犻狊狋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

记录烟花爆竹和氯酸钾取得的来源、给付（拨出）的去向，并对来源和去向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有

效管理。

３．２　

　　登记单位　狉犲犵犻狊狋狉犪狋犻狅狀犲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

按本规范实施流向登记管理的烟花爆竹生产、经营（批发）企业和氯酸钾生产、经营单位。

３．３　

　　产品代码　狆狉狅犱狌犮狋犮狅犱犲

赋予某一类产品的统一代码。

３．４　

　　编号　狊犲狉犻犪犾狀狌犿犫犲狉

由管理系统赋予登记标签的唯一编号。

３．５　

　　登记标签　狉犲犵犻狊狋狉犪狋犻狅狀狋犪犵

粘贴在烟花爆竹包装箱上，对烟花爆竹进行唯一性标识的标签。标签由集成电路芯片及其天线组

成，基于射频原理接收和返回数据，表面印制产品信息和ＱＲ码图形。

３．６　

　　产品标签　狆狉狅犱狌犮狋狋犪犵

粘贴在产品上，对产品进行标识的标签，表面印制ＱＲ码图形和说明文字。

３．７　

　　犙犚码图形　犙犚犮狅犱犲犳犻犵狌狉犲

按照ＧＢ／Ｔ１８２８４要求生成的快速响应矩阵码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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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登记管理要求

４．１　登记范围和环节

４．１．１　登记范围

流向登记范围包括产品和单位。产品包括：烟花爆竹产品、烟火药、黑火药、引火线和氯酸钾；单位

包括：烟花爆竹生产、经营（批发）企业和氯酸钾生产、经营单位。

４．１．２　登记环节

流向登记环节包括烟花爆竹生产和经营企业之间，氯酸钾生产、经营单位和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之间

的产品交接环节。

４．２　登记内容

４．２．１　流向内容

包括，但不仅仅是表１烟花爆竹流向登记表内容。

４．２．２　单位内容

包括，但不仅仅是表２１、表２２单位信息登记表内容。

４．２．３　产品内容

包括，但不仅仅是表３产品信息登记表内容。烟火药、黑火药、氯酸钾不需登记产品内容。

４．２．４　编号与登记

对产品和包装箱标识并编号的，应登记产品和包装的编号。

４．２．５　流向登记表

按表４确定的产品类别，每一个类别产品应填写一张烟花爆竹流向登记表。烟花爆竹流向登记表

式样如图１所示。

表１

烟花爆竹流向登记表

登记单位名称：

产 品 类 别： 计量单位：

序号 时间 产品代码 产品名称 单位序号
供货／购买

单位名称
经办人 收入量 拨出量 结余量 备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图１　烟花爆竹流向登记表式样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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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６　单位登记表

与烟花爆竹和氯酸钾流向相关的每一单位，应填写单位信息登记表。单位信息登记表式样如图２、

图３所示。

表２１

供货单位信息登记表

登记单位名称：

序号
单位

序号
供货单位名称 许可证编号 地址

负责人 联系人

姓名 电话 姓名 电话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图２　供货单位信息登记表式样

表２２

购买单位信息登记表

登记单位名称：

序号
单位

序号
购买单位名称 许可证编号 地址

负责人 联系人

姓名 电话 姓名 电话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图３　购买单位信息登记表式样

４．２．７　产品信息登记表

产品信息登记表式样如图４所示。

表３

产品信息登记表

序号 产品代码 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级别 规格 型号 含药量 箱含量 净重 体积 备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图４　产品信息登记表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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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８　产品代码

４．２．８．１　编码要求

实行流向登记的产品，应按产品类别、规格、型号编制规范性代码，并进行登记和管理。

已经编制代码的产品，交付给其他单位，接受单位不需重新编制代码，仍用原代码进行登记管理；代

码编制单位应将代码内容提交给接受单位。

４．２．８．２　代码格式

产品代码使用９位数字代码规则编制，格式如下：

Ｘ１Ｘ２Ｘ３Ｘ４Ｘ５Ｘ６Ｘ７Ｘ８Ｘ９

Ｘ１Ｘ２Ｘ３ 为产品类别代码，应按表４的要求统一编制；

Ｘ４Ｘ５Ｘ６ 宜为主要规格代码，Ｘ７Ｘ８Ｘ９ 宜为型号、次要规格或花色差异分类代码，由登记单位自行

确定。

烟火药、黑火药、氯酸钾仅需按表４的要求编制３位代码

表４　产品类别代码表

代码 产品类别

１０１ 喷花类

１０２ 旋转类

１０３ 升空类

１０４ 旋转升空类

１０５ 吐珠类

１０６ 线香类

１０７ 烟雾类

１０８ 造型玩具类

１０９ 摩擦类

１１０ 小礼花类

代码 产品类别

１１１ 礼花弹类

１１２ 架子烟花

１１３ 爆竹类

１１４ 组合烟花

２１５ 引火线

２１６ 黑火药

２１７ 烟火药

２１８ 氯酸钾

２１９ 电点火头

４．３　登记要求和方法

４．３．１　登记要求

４．３．１．１　对应关系

表１的第３、４栏分别与表３的第２、３栏对应；表１的第５、６栏分别与表２１或２２的第２、３栏

对应。

４．３．１．２　数量平衡

登记单位在某一检查时期内，产品的来源、去向和库存应平衡。即：

检查期期初库存＋来源量＝检查期期末库存量＋去向量＋合理损耗量。

４．３．２　登记方法

流向登记宜使用计算机记录和数据处理。

４．４　管理要求

４．４．１　合法、合理性要求

登记单位应按规定的表式建立登记台账，认真登记并有效管理烟花爆竹和氯酸钾流向。

登记单位的烟花爆竹和氯酸钾的来源和去向须合法、合理。

登记单位应及时核对产品来源和去向，不合法的须立即终止执行。

４．４．２　流向、实物与记录一致性要求

登记单位流入、流出和库存的烟花爆竹和氯酸钾应与登记记录的内容一致。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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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单位应定期核查库存实物与登记记录是否相符，发现不相符时，应及时查明原因并向本单位负

责人和当地有关部门报告。

４．４．３　登记记录存留

登记单位的流向登记记录应保存２年备查。

４．５　产品标识编号

条件具备的企业或地区，可对烟花爆竹包装箱及产品进行标识并编号。其产品标签、登记标签、登

记管理流程、管理系统等，应符合附录Ａ的要求。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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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产品标识编号登记管理要求

　　对烟花爆竹产品和包装箱进行标识并编号的，应符合本附录要求。

犃．１　流程

标识编号、登记管理流程如图Ａ．１所示。

图犃．１　流向登记管理流程图

犃．２　标识

登记单位得到的烟花爆竹，应在包装箱上粘贴登记标签；包装箱内产品需要标识并编号的，应在产

品上粘贴产品标签。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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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按本附录标识的烟花爆竹，不需再次标识。

犃．２．１　标签

犃．２．１．１　登记标签

ａ）　登记标签外形如图Ａ．２所示。

烟花爆竹　安全监管

（产品名称）

（型号规格、箱含量）

（产品类别、产品级别

櫲櫲櫲櫲櫲櫲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櫲櫲櫲櫲櫲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毴

毴毴

毴
）

商标

（在此边框范

围内任何图形

皆可，实际无

边框）

櫲櫲櫲櫲櫲櫲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櫲櫲櫲櫲櫲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毴
毴毴

毴

　 ＱＲ码图形

（制造商）

（续制造商）

（编号明码１２位数字）

ＡＱ４１０２—２００８

图犃．２　登记标签

商标可根据烟花爆竹生产单位或出品人的要求印制，也可不印制商标。

ｂ）　相关要求

宽５４ｍｍ±１ｍｍ，高８６ｍｍ±１ｍｍ，０．１ｍｍ≤厚≤１ｍｍ（包括芯片所在位置）；

应做易撕毁的预切（横竖贯通整个标签或边缘“米”字型），一旦附着后被撕下应不具完整性，且不能

被有效读写，严禁重复使用；

经过统一初始化处理，芯片中记录内容，应予加密认证存储；

工作频率为１３．５６ＭＨｚ±７ｋＨｚ的专用芯片；

芯片全球唯一ＵＩＤ，本应用系统下唯一编号；

可用的数据容量≥４ｋｂｉｔ；

标签与读写器之间的感应距离≥３０ｍｍ。

犃．２．１．２　产品标签

ａ）　产品标签外形如图Ａ．３所示

櫲櫲櫲櫲櫲櫲
櫲
櫲
櫲
櫲

櫲櫲櫲櫲櫲櫲
櫲
櫲
櫲
櫲

毴

毴毴
毴

。

ＱＲ码图形

（编号明码１２位ＱＲ码编号４位）

　
读取的产品信息，可以通过短信确认

是否正确，并能回复销售单位名称。

图犃．３　产品标签

ｂ）　相关要求

宽５４ｍｍ±１ｍｍ，高４０ｍｍ±１ｍｍ，ＱＲ码图形不大于２０ｍｍ×２０ｍｍ；

同一登记标签下的产品唯一编号；

应做易撕毁的预切（横竖贯通整个标签或边缘“米”字型），一旦附着后被撕下应不具完整性，且不能

被有效读写，严禁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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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２．２　粘贴要求

产品标签靠近产品标识粘贴，登记标签粘贴在包装箱的表面；包装箱中产品标签的编号应与包装箱

表面登记标签的编号相同。

犃．３　登记要求

使用计算机登记管理，并与管理中心进行核对。

犃．４　管理要求

来源、去向以及对方的资格，应与管理中心核对确认。

犃．５　系统要求

犃．５．１　系统结构

系统结构如图Ａ．４所示：

图犃．４　系统结构

犃．５．２　管理中心系统

接收、存储、交换和处理流向登记管理的数据，控制流向登记管理业务流程，管理登记标签初始化、

ＳＡＭ卡发行、呼叫应答系统，维持流向登记管理体系安全运行，提供监督管理平台。

犃．５．３　登记单位应用系统

控制本单位登记标签读写设备和标签打印机操作，处理相关流向登记内容，管理烟花爆竹接收和给

付，接收、存储和监控本单位内部登记标签状态信息，查询进出本单位的烟花爆竹情况，发送和接收与管

理中心交换的流向登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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