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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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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ＧＢ／Ｔ４０６４０《化学品管理信息化》的第３部分。ＧＢ／Ｔ４０６４０《化学品管理信息化》已经发

布了以下部分：

———第１部分：数据交换；

———第２部分：信息安全；

———第３部分：电子标签应用；

———第４部分：化学品定位系统通用规范；

———第５部分：化学品数据中心。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５１）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肥海关、合肥诚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省征信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安全工程研究院、重庆知行数联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卫戈

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化工院检测有限公司、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利达斯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佛山小林智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门市泽信润业科技有限公司、汉邦（江阴）石化

有限公司、华峰集团有限公司、国化低碳技术工程中心、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中国化工经济技术发展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蕾、曹琛曼、刘建围、王思怿、温涛、郑平、朱昀、孙昊、杨杰群、吴胜建、张敏、

冷远鹏、翟良云、冷!源、曹梦然、孙京楠、林海川、赖博、雷初泽、黄贤业、薛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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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信息化是实现化学品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随着物联网及大数据应用技术的发展，现代信息技

术的应用为提升管理效率、促进信息共享、消除管理盲区、有效遏制化学品事故发生提供了技术支撑。

在这方面，我国已经建立了化学品管理信息化的国家标准体系。

在该标准体系中，ＧＢ／Ｔ４０６４０《化学品管理信息化》是规范我国相关机构从事化学品管理信息化系

统建设开发活动时的方法和依据，拟由五部分构成，目的在于确立实施化学品管理信息数据交换、维护

信息安全、电子标签应用、定位系统应用以及化学品数据中心建设时的方法和依据。

———第１部分：数据交换；

———第２部分：信息安全；

———第３部分：电子标签应用；

———第４部分：化学品定位系统通用规范；

———第５部分：化学品数据中心。

本文件是ＧＢ／Ｔ４０６４０《化学品管理信息化》的第３部分。电子标签作为一类数据载体，能起到化学

品标识识别、追溯跟踪、信息采集的作用。本文件对化学品管理中使用电子标签时的技术指标、标签内

容、编码规则和特殊安全要求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以更好地规范和促进化学品管理信息化系统相关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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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管理信息化

第３部分：电子标签应用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化学品标识用的电子标签的技术指标、标签内容、编码规则和安全性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化学品标识用电子标签的设计、封装和应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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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２６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ＧＢ／Ｔ７４０８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ＧＢ／Ｔ１７７１０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校验字符系统

ＧＢ／Ｔ１８２８４　快速响应矩阵码

ＧＢ／Ｔ１８３４７　１２８条码

ＧＢ／Ｔ２２３５１．２　识别卡　无触点的集成电路卡　邻近式卡　第２部分：空中接口和初始化

ＧＢ／Ｔ２９７６８　信息技术　射频识别　８００／９００ＭＨｚ空中接口协议

ＧＢ／Ｔ３１８６６　物联网标识体系　物品编码Ｅｃｏｄｅ

ＧＢ３２１００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ＧＢ／Ｔ３２８３０．１　装备制造业　制造过程射频识别　第１部分：电子标签技术要求及应用规范

ＧＢ／Ｔ４０６４０．１—２０２１　化学品管理信息化　第１部分：数据交换

ＧＢ／Ｔ４０６４０．２　化学品管理信息化　第２部分：信息安全

ＧＳＢＧ５１００１　漆膜颜色标准样卡

ＧＭ／Ｔ００３５．１　射频识别系统密码应用技术要求　第１部分：密码安全保护框架及安全级别

ＧＭ／Ｔ００３５．４　射频识别系统密码应用技术要求　第４部分：电子标签与读写器通信密码应用技

术要求

ＧＭ／Ｔ００３５．５　射频识别系统密码应用技术要求　第５部分：密钥管理技术要求

ＪＢ／Ｔ３０１９　户内、户外防爆防腐低压电器

ＩＳＯ／ＩＥＣ１４４４３１　个人识别用卡和安全装置　非接触式感应物体　第１部分：物理特性（Ｃａｒｄｓ

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ｅｖｉｃｅｓｆｏ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ａｃｔｌｅｓｓ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ｏｂｊｅｃｔｓ—Ｐａｒｔ１：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ＳＯ／ＩＥＣ１８０００２　信息技术　项目管理的射频识别　第２部分：１３５ｋＨｚ以下空中接口通信参数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ｔｅ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ａｒｔ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ａｉｒ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ｌｏｗ１３５ｋＨｚ）

ＩＳＯ／ＩＥＣ１８０００６３　信息技术　项目管理的射频识别　第６３部分：Ｃ型８６０ＭＨｚ～９６０ＭＨｚ空

中接口通信参数（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ｔｅ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ａｒｔ

６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ａｉｒ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８６０ＭＨｚｔｏ９６０ＭＨｚＴｙｐｅ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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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目录

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

３　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３．１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３２８３０．１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１

电子标签　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犾犪犫犲犾

具有一定信息存储机制并且能被读写设备识别的数据载体的化学品标识。

注：常见的电子标签类型有一维条码、二维码和射频识别（ＲＦＩＤ）标签。

３．１．２

数字签名　犱犻犵犻狋犪犾狊犻犵狀犪狋狌狉犲

用于验证信息发送者发送信息真实性的数字串，可附加在数据单元上，或是对数据单元进行密码

变换。

３．１．３

射频识别　狉犪犱犻狅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使用电磁耦合或感应耦合，通过各种调制和编码方案，可与电子标签进行双向通信，并读取电子标

签信息。

３．１．４

不可变信息　犻狀狏犪狉犻犪犫犾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写入电子标签后不可再擦写或更改的信息。

３．１．５

可变信息　狏犪狉犻犪犫犾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写入电子标签后可再擦写或更改的信息。

３．１．６

必备信息　犿犪狀犱犪狋狅狉狔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需要写入电子标签中的信息。

３．１．７

可选信息　狅狆狋犻狅狀犪犾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根据需要可写入或不写入电子标签中的信息。

３．１．８

校验码　犮犺犲犮犽犱犻犵犻狋

通常是一组数字的最后一位，由前面的数字通过某种运算得出，用以检验该组数字的正确性。

３．２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ＣＩＤ：芯片标识符（ｃｈｉｐ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ＣＲＣ：循环冗余校验（ｃｙｃｌｉｃａｌ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ｃｈｅｃｋ）

ＥＰＣ：产品电子代码（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ｏｄｅ）

ＨＦ：高频（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ＬＦ：低频（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ＲＦＩＤ：射频识别（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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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ＨＦ：超高频（ｕｌｔｒａｆ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ＵＩＤ：唯一标识符（ｕｎｉｑｕ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　标签技术指标

４．１　一般要求

４．１．１　在化学品及其包装的工作温度范围内或经过适当加工恢复到工作温度后，标签不应发生不可逆

的形变，表面信息清晰可读取，存储在ＲＦＩＤ标签内的数据不应发生改变。

４．１．２　标签的材质应具备耐磨损、耐腐蚀和耐受气候、环境的性能，应满足化学品及其包装正常储运、

使用的要求，使用寿命宜与化学品包装寿命相同。

４．１．３　标签应选择利于识别设备扫描和肉眼观察的显著位置进行固接，固接不应伤及包装或影响其他

标识的识别，不应影响化学品及其包装的运输和正常使用，在使用环境及轻度意外冲击条件下不发生剥

离、脱落，如发生脱落、损坏等影响识读的情况应更换并与原始信息保持一致。

４．１．４　标签被固接在包装表面后，受外力剥离后不应将该标签转移到其他位置重复使用。

４．２　犚犉犐犇特殊要求

４．２．１　一般性能

ＲＦＩＤ标签的自由跌落适应性、外壳防护等级、大气条件、抗振性能、抗冲击性能、抗粉尘性能、防静

电性能、抗交变磁场性能、抗交变电场性能、防Ｘ射线、抗油污、抗压力等性能应符合ＧＢ／Ｔ３２８３０．１的

要求。

４．２．２　频率

根据不同应用场合选择无源ＲＦＩＤ标签，并符合下述要求：

ａ）　ＬＦ：标签空中接口特性应符合ＩＳＯ／ＩＥＣ１８０００２的规定；

ｂ）　ＨＦ：标签空中接口特性应符合ＧＢ／Ｔ２２３５１．２或ＩＳＯ／ＩＥＣ１４４４３１的规定；

ｃ）　ＵＨＦ：标签空中接口特性应符合ＧＢ／Ｔ２９７６８或ＩＳＯ／ＩＥＣ１８０００６３的规定。

４．２．３　读写性能

ＲＦＩＤ标签的读写距离应在适合人工操作的范围内，且ＲＦＩＤ标签之间不易形成干扰。当标签被固

接在各类包装表面，其标签读写能力应优于或等于置于空气中的性能，或满足读写设备的读写距离

要求。

４．２．４　使用寿命

存储在标签内的数据，其正确读写应不小于１０００００次，保存时间应不小于１０年。

４．２．５　化学防腐

标签的化学活性环境适应性应符合ＪＢ／Ｔ３０１９的要求。

４．２．６　封装

４．２．６．１　尺寸与形态

标签的尺寸与封装形态应满足不同类型的包装表面固接要求。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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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６．２　封装材料

按照不同封装形态，化学品标签分为硬质封装和柔性滴胶封装两种形式，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采用硬质封装的标签，在工作温度下，标签外壳应不发生形变；

ｂ）　表面形态不规则时，可采用柔性滴胶封装，采用柔性滴胶封装的标签，在工作温度下，标签外壳

应不发生形变；

ｃ）　封装颜色应符合ＧＳＢＧ５１００１的要求。

４．２．６．３　表面特征化

ＲＦＩＤ标签发行时，在其表面应印制有化学品所有权单位的缩写名。对于采用硬质封装的标签，缩

写名应刻录在表面；对于采用柔性滴胶封装的标签，缩写名应印制在标签的滴胶层内。必要时可在标签

表面印制与ＲＦＩＤ标签所载信息相应的化学品一维条码或二维码特征信息。

５　标签内容

５．１　通用内容

５．１．１　基本数据项

化学品电子标识编码包含的内容见表１。

表１　通用编码包含的数据项

数据项 数据内容

编码版本号 编码版本

化学品身份号

《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中的序号

《危险化学品目录》中的序号

危险化学品登记号

其他主管部门使用的化学品身份识别号

化学品产品信息

所有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化学品包装编码

生产日期

生产顺序代码

校验码 由前述数字按ＣＲＣ算法经过运算得到的４位字符

５．１．２　数据项内容

５．１．２．１　编码版本号

对化学品本体代码的编码版本进行标识，由２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５．１．２．２　化学品身份号

化学品身份号应为主管部门统一使用的唯一代号，用８位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几种类型：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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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在《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中的序号，由“ＳＴＢ”和５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ｂ）　在《危险化学品目录》中的序号，由“ＷＨＭＬ”和４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ｃ）　危险化学品生产或进口企业办理危险化学品登记时获得的登记号，由８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ｄ）　其他主管部门使用的化学品身份识别号，应由字母表示的“部门识别代号”和若干阿拉伯数字

表示。

５．１．２．３　化学品产品信息

５．１．２．３．１　所有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表示所有者身份，用于标明化学品产品的来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按

ＧＢ３２１００的规定执行，由用１８位阿拉伯数字或大写英文字母表示。

５．１．２．３．２　化学品包装编码

用于标明化学品产品的包装容器类型、包装材质、包装类别、单件质量及质量单位，采用８位阿拉伯

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按照ＧＢ／Ｔ４０６４０．１—２０２１中表Ａ．１４的编码依次连接组成。

示例１：单件质量４００ｋｇ盛装高度危险性化学品的塑料桶，包装编码为１ＨＸ４００ＭＧ。

示例２：单件质量３０ｇ盛装中度危险性化学品的钢桶，包装编码为１ＡＹ０３０ＧＭ。

５．１．２．３．３　生产日期

为化学品生产（包括进口）的日期，其表示方法应符合ＧＢ／Ｔ７４０８规定的完全表示方法的基本格

式，采用“ＹＹＹＹＭＭＤＤ”（年、月、日）。

５．１．２．３．４　生产顺序代码

用于识别同一生产日期、同一批次、同一包装形式下的化学品，由２０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５．１．２．４　校验码

采用ＣＲＣ算法用于编码信息的校验或防伪，由４位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并应符合ＧＢ／Ｔ

１７７１０以及ＧＢ／Ｔ３１８６６的规定。算法程序应公开。

５．２　一维条码内容

应由符合５．１要求的化学品身份号和所有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成。

５．３　二维码内容

除包括５．１的内容外，还应包括化学品相关信息的互联网查询网址和行政区划代码。行政区划代

码应符合ＧＢ／Ｔ２２６０规定，由６位阿拉伯数字连接组成，以每两位数字为一个整体依次标识省（自治

区、直辖市）、地区（市、州、盟）和县（区、市、旗）。

５．４　犚犉犐犇标签内容

５．４．１　基本数据扩充项

５．４．１．１　基本要求

除包括５．１的内容外，还应包括信号词代码、象形图代码、危险说明代码、防范说明代码。存储格式

应符合表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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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基本信息区存储格式

数据项 类型 字符长度 说明

信号词代码 数字 １ —

象形图代码 字母数字 ５ —

危险说明代码 字母数字 １００ 代码长度不足１００时，以００００结尾

防范说明代码 字母数字 １００ 代码长度不足１００时，以００００结尾

５．４．１．２　信号词代码

用１个阿拉伯数字表示，其表示方法应符合表３规定。

表３　信号词表示方法

信号词 代码

危险 １

警告 ２

无 ３

５．４．１．３　象形图代码

表示所装化学品对应的象形图代码，其表示方法应符合表４的规定。

表４　象形图代码表示方法

代码 象形图 符号说明 代码 象形图 符号说明

ＧＨＳ０１ 爆炸弹 ＧＨＳ０５ 腐蚀

ＧＨＳ０２ 火焰 ＧＨＳ０６ 骷髅和交叉骨

ＧＨＳ０３ 圆圈上方火焰 ＧＨＳ０７ 感叹号

ＧＨＳ０４ 高压气瓶 ＧＨＳ０８ 健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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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象形图代码表示方法 （续）

代码 象形图 符号说明 代码 象形图 符号说明

ＧＨＳ０９ 环境 — — —

　　注：表中的符号说明仅为描述象形图的含义，不是代码所要表达的内容。

５．４．１．４　危险说明代码

表示所装化学品对应的危险说明代码，其表示方法应符合ＧＢ／Ｔ４０６４０．１—２０２１附录Ｂ的规定。

５．４．１．５　防范说明代码

表示所装化学品对应的防范说明代码，其表示方法应符合ＧＢ／Ｔ４０６４０．１—２０２１附录Ｂ的规定。

５．４．２　发行信息

５．４．２．１　组成

发行信息由行政区划代码、发行机构和发行日期组成，其存储格式应符合表５规定。

表５　标签发行信息区存储格式

数据项 类型 编码长度（字节）

行政区划代码 数字 ３

发行机构 数字 ２

发行日期 数字 ４

５．４．２．２　行政区划代码

应符合ＧＢ／Ｔ２２６０规定，由６位阿拉伯数字连接组成，以每两位数字为一个整体依次标识省（自治

区、直辖市）、地区（市、州、盟）和县（区、市、旗）。行政区域码采用ＢＣＤ编码格式，编码长度为３字节。

５．４．２．３　发行机构

为标签签发机构或经机构授权，可对标签内数据文件进行格式化的机构的编号。编号由５位阿拉

伯数字组成，采用１６位二进制编码，可表示最大机构数为６５５３６，编码长度为２字节。

５．４．２．４　发行日期

为标签签发机构发出标签的日期，其表示方法应符合ＧＢ／Ｔ７４０８规定的完全表示方法的基本格

式，采用“ＹＹＹＹＭＭＤＤ”（年、月、日）４位压缩ＢＣＤ码表示，编码长度为４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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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编码规则

６．１　一维条码编码规则

应由符合５．１要求的化学品身份号和所有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依次连接组成，并应符合

ＧＢ／Ｔ１８３４７要求的编码规则。

６．２　二维码编码规则

应由符合５．２部分要求的行政区划代码以及符合５．１要求的化学品身份号和所有者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依次连接组成，并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２８４要求的编码规则。

６．３　犚犉犐犇标签编码规则

６．３．１　应用分区

依据存储内容不同，标签存储器分为发行信息区、化学品基本信息区、数字签名区和保留信息区，采

用定位不定长编码形式。其中：

———发行信息区、化学品基本信息区为必备且不可变信息；

———数字签名区记录对化学品基本信息区内容进行数字签名的信息，为可选信息；

———保留信息区用于扩充应用数据的储存，为可选信息。

６．３．２　编码结构

编码结构的数据形式和编码长度应符合表６的规定。

表６　应用分区的标识符和长度

应用分区

发行信息区 化学品基本信息区

行政区

划代码

发行

机构

发行

日期

编码

版本号

化学品

身份号

化学品

产品信息
校验码

数字签名区 保留信息区

数据类型 数字 数字 数字 数字 字母数字 字母数字 字母数字 数字 —

数据属性 必备且不可变信息 可选信息 可选信息

长度

（字符）
６ ５ ８ ２ ８ ３００ ４ ２５６ —

编码方式 ＢＣＤ ＨＥＸ ＢＣＤ ＢＣＤ ＡＳＣＩＩ ＡＳＣＩＩ ＡＳＣＩＩ Ｂ —

编码长度 ３ ２ ４ １ ８ ３００ ４ １２８ —

存储区域 ＥＰＣ区 用户区 保留区

７　安全性

７．１　犚犉犐犇标签安全性

７．１．１　唯一性

标签应具有不可更改的唯一标识。标签芯片制造商应保证标签芯片 ＵＩＤ的唯一性，应用时 ＵＩＤ

８

犌犅／犜４０６４０．３—２０２１



应参与数字签名运算。

７．１．２　数字签名

标签签发时应对存储在标签内的相关数据进行数字签名，数字签名信息文件结构应符合６．３的

规定。

７．１．３　读写权限

记录在标签内的数据，包括数字签名信息在内的所有信息应在得到授权情况下方能改写。

７．１．４　灭活

标签在接收到包含灭活口令的特殊指令后应进入灭活状态。灭活状态的电子标签应不再响应任何

外部指令。灭活口令应受灭活密钥控制。

７．１．５　防转移性

标签受外力剥离后不应将该标签转移到其他包装上重复使用。

７．１．６　空中接口安全性

应保证信息传输过程中的数据完整性，数据信息来源可追溯，必要时可进行加密保护，并应符合

ＧＭ／Ｔ００３５．１、ＧＭ／Ｔ００３５．４、ＧＭ／Ｔ００３５．５的相关技术要求及国家密码相关规定。

７．２　数据交换安全

电子标签与化学品管理信息化系统的数据交换应符合ＧＢ／Ｔ４０６４０．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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