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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基本信息描述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预包装食品和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信息描述的术语和定义、描述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预包装食品和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的信息采集、发布、交换、存储和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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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６５９　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

ＧＢ２７６０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ＧＢ／Ｔ７４０８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ＧＢ７７１８—２０１１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ＧＢ１３４３２—２０１３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

ＧＢ／Ｔ１７２９５　国际贸易计量单位代码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７７１８—２０１１、ＧＢ１３４３２—２０１３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

下重复列出了ＧＢ７７１８—２０１１、ＧＢ１３４３２—２０１３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３．１

预包装食品　狆狉犲狆犪犮犽犪犵犲犱犳狅狅犱狊

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的食品，包括预先定量包装以及预先定量制作在包装

材料和容器中并且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或体积标识的食品。

［ＧＢ７７１８—２０１１，定义２．１］

３．２

特殊膳食用食品　犳狅狅犱狊犳狅狉狊狆犲犮犻犪犾犱犻犲狋犪狉狔狌狊犲狊

为满足特殊的身体或生理状况和（或）满足疾病、紊乱等状态下的特殊膳食需求，专门加工或配方的

食品。

注：这类食品的营养素和（或）其他营养成分的含量与可类比的普通食品有显著不同。

［ＧＢ１３４３２—２０１３，定义２．１］

３．３

数据项　犱犪狋犪犻狋犲犿

又称数据元素，是数据的不可分割的最小单位。

３．４　

数据实体　犱犪狋犪犲狀狋犻狋狔

一组说明数据相同特性的数据元素。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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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描述要求

４．１　描述内容

应包括通用信息、组织信息、配料信息、营养信息、认证信息及食品管理信息平台建设需要的内容。

４．２　描述属性

对食品数据实体和数据项进行描述时应使用以下十个属性：

ａ）　中文名称

应赋予食品数据实体和数据项的中文名称。

ｂ） 英文名称

应赋予食品数据实体和数据项的英文名称。

ｃ） 标记

应赋予食品数据实体和数据项的唯一标记，标记的命名规则如下：

１）　标记不应包括空格、破折号、下划线或分隔符等；

２）　数据实体和数据项标记应采用特定的命名方式，如ＬＣＣ（ＬｏｗｅｒＣａｍｅｌＣａｓｅ）拼写法；

３）　英文名称本身有缩写的可直接使用缩写名。

ｄ） 说明

应对食品数据实体和数据项的含义进行解释。

ｅ） 数据类型及格式

食品数据实体的数据类型为复合型。食品数据项的数据类型表示方法如表１所示。

表１　食品数据项的数据类型表示方法

数据类型 表示方法 备注

字符型 Ｃ 可以包括字母字符、数字字符或汉字等在内的任意字符组合

数值型 Ｎ 包括整数和小数

日期型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格式按照ＧＢ／Ｔ７４０８中的规定

布尔型 Ｂ 是／否，ｏｎ／ｏｆｆ，ｔｒｕｅ／ｆａｌｓｅ

二进制文件 ＢＹ 图片、音频、视频等二进制文件格式

　　数据格式可使用以下几种形式来表达：

———数据类型后加一位数字表示定长格式。

例如，Ｃ６表示该指标是一个６位定长的字符，Ｎ６表示６位定长的数值型字符。

———数据类型后加“ｘ．．ｙ”表示从最小到最大长度的格式。

例如，Ｃ．．１０表示该指标是一个最长１０位的字符型格式；Ｎ．．６表示该指标是一个最长６位的数值

型字符。

———数据类型后加“．．ｕｌ”表示长度不确定的格式。

例如，Ｃ．．ｕｌ表示该指标是一个长度不确定的字符，一般多为大量的文本内容。

———数值型（Ｎ）后加“ｘ，ｙ”表示最长位和小数点位数的格式。

例如，Ｎ．．１７，２是一个最长１７位、小数点后两位的一个数值。

ｆ） 值域

食品数据项所允许值的集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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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同义词

与食品数据实体和数据项名称有区别但表示有相同概念的名称。

ｈ） 约束／条件

说明一个数据实体和数据项是必选的还是可选的。该说明符分别为：

１）　Ｍ：必选，表示该数据项是必选的；

２）　Ｃ：条件必选，表示该数据项在一定条件下必选，当满足约束／条件中所定义的条件时必须

选择，具体条件在备注中说明；

３）　Ｏ：可选，表示该数据项是可选的。

注：“Ｍ”是“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的缩写，表示必选；“Ｃ”是“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的缩写，表示条件必选；“Ｏ”是“Ｏｐｔｉｏｎａｌ”的缩写，表

示可选。

ｉ） 计量单位

用于表示与其相比较的同种量的大小的约定定义和采用的特定量。对于一些同量纲的量，即使它

们不是同种量，其单位可有相同的名称和符号。对于不同物体，计量单位也不同，具体见ＧＢ／Ｔ１７２９５。

ｊ） 备注

根据需要，可对食品数据实体和数据项进行补充说明。

４．３　描述方法

可采用字典描述方法对每个食品数据实体和数据项的中文名称、英文名称、标记、说明、数据类型及

格式、值域、同义词、约束／条件、计量单位和备注等十个属性进行完整说明。

４．４　基本信息摘要描述

４．４．１　数据实体

４．４．１．１　组织信息

中文名称：组织信息

英文名称：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标记：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说明：参与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组织的相关信息

数据类型及格式：复合型

约束／条件：Ｍ

４．４．１．２　通用信息

中文名称：通用信息

英文名称：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标记：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说明：在食品产品信息描述中共有的信息

数据类型及格式：复合型

约束／条件：Ｍ

４．４．１．３　配料信息

中文名称：配料信息

英文名称：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标记：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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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在制造或加工食品时使用的，并存在（包括以改变性状的形式存在）于产品中的任何物质（包

括食品添加剂）的信息

数据类型及格式：复合型

约束／条件：Ｍ

４．４．１．４　营养信息

中文名称：营养信息

英文名称：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标记：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说明：食品中所含的营养成分信息

数据类型及格式：复合型

约束／条件：Ｍ

４．４．１．５　认证信息

中文名称：认证信息

英文名称：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标记：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说明：食品生产经营组织获得的国家认可的认证信息

数据类型及格式：复合型

约束／条件：Ｏ

４．４．２　组织信息

４．４．２．１　生产者

中文名称：生产者

英文名称：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标记：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说明：食品生产者合法有效的组织名称

数据类型及格式：Ｃ．．１００

约束／条件：Ｍ

４．４．２．２　经销者

中文名称：经销者

英文名称：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Ｄｅａｌｅｒ

标记：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Ｄｅａｌｅｒ

说明：进口食品代理商、进口商或经销者的组织名称

数据类型及格式：Ｃ．．１００

约束／条件：Ｃ

备注：针对进口食品进行描述时，该数据项为必选

４．４．２．３　地址

中文名称：地址

英文名称：Ａｄｄｒｅｓ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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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ａｄｄｒｅｓｓ

说明：食品生产或经销组织的通讯地点

数据类型及格式：Ｃ．．１００

约束／条件：Ｍ

备注：不适用于进口预包装食品

４．４．２．４　网址

中文名称：网址

英文名称：ＷｅｂＳｉｔｅ

标记：ｗｅｂＳｉｔｅ

说明：食品生产或经销组织的互联网网址

数据类型及格式：Ｃ．．１００

约束／条件：Ｏ

同义词：网站／网页

４．４．２．５　电话

中文名称：电话

英文名称：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标记：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说明：食品生产或经销组织的联系电话号码

数据类型及格式：Ｃ．．２０

约束／条件：Ｃ

备注：４．４．２．５、４．４．２．６和４．４．２．７必选一项

４．４．２．６　传真

中文名称：传真

英文名称：Ｆａｘ

标记：ｆａｘ

说明：食品生产或经销组织的传真电话号码

数据类型及格式：Ｃ．．２０

约束／条件：Ｃ

备注：４．４．２．５、４．４．２．６和４．４．２．７必选一项

４．４．２．７　电子邮箱

中文名称：电子邮箱

英文名称：Ｅｍａｉｌ

标记：ｅｍａｉｌ

说明：食品生产或经销组织的电子邮箱

数据类型及格式：Ｃ．．２００

约束／条件：Ｃ

同义词：电子邮件、电子信箱、邮箱

备注：４．４．２．５、４．４．２．６和４．４．２．７必选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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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２．８　国家地区

中文名称：国家地区

英文名称：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ｇｉｏｎ

标记：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ｇｉｏｎ

说明：进口食品的生产组织所在的国家或地区的名称

数据类型及格式：Ｃ．．２００

约束／条件：Ｃ

备注：针对进口食品进行描述时，数据项为必选，且４．４．２．８和４．４．２．９必选一项

４．４．２．９　国家地区代码

中文名称：国家地区代码

英文名称：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ｇｉｏｎＣｏｄｅ

标记：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ｇｉｏｎＣｏｄｅ

说明：进口食品的生产组织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名称代码

数据类型及格式：Ｃ．．２０

约束／条件：Ｃ

值域：按ＧＢ／Ｔ２６５９中的代码填写

备注：针对进口食品进行描述时，数据项为必选，且４．４．２．８和４．４．２．９必选一项

４．４．２．１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中文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英文名称：Ｕｎｉｆｉｅ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ｒｅｄｉｔＣｏｄｅ

标记：ｕｎｉｆｉｅ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ｒｅｄｉｔＣｏｄｅ

说明：食品生产者的身份识别代码

数据类型及格式：Ｃ１８

约束／条件：Ｍ

备注：不适用于进口预包装食品

４．４．３　通用信息

４．４．３．１　食品名称

中文名称：食品名称

英文名称：ＦｏｏｄＮａｍｅ

标记：ｆｏｏｄＮａｍｅ

说明：食品的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及格式：Ｃ．．１００

约束／条件：Ｍ

４．４．３．２　食品类别

中文名称：食品类别

英文名称：ＦｏｏｄＣ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标记：ｆｏｏｄＣ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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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食品属于的类别

数据类型及格式：Ｃ．．１００

约束／条件：Ｏ

备注：可参考ＧＢ２７６０中的食品分类

４．４．３．３　图片

中文名称：图片

英文名称：Ｐｉｃｔｕｒｅ

标记：ｐｉｃｔｕｒｅ

说明：展示食品的图片

数据类型及格式：ＢＹ

值域：二进制文件

约束／条件：Ｏ

４．４．３．４　商标

中文名称：商标

英文名称：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

标记：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

说明：所使用的注册商标情况

数据类型及格式：ＢＹ

值域：二进制文件

约束／条件：Ｏ

同义词：商标标识、注册商标

４．４．３．５　品牌

中文名称：品牌

英文名称：Ｂｒａｎｄ

标记：ｂｒａｎｄ

说明：产品拥有的品牌

数据类型及格式：Ｃ．．２００

约束／条件：Ｏ

４．４．３．６　单价

中文名称：单价

英文名称：ＵｎｉｔＰｒｉｃｅ

标记：ｕｎｉｔＰｒｉｃｅ

说明：食品销售的单位价格

数据类型及格式：Ｎ．．８，２

值域：正实数

约束／条件：Ｍ

４．４．３．７　生产日期

中文名称：生产日期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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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ａｔｅ

标记：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ａｔｅ

说明：食品形成最终销售单元的日期

数据类型及格式：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值域：采用ＧＢ／Ｔ７４０８中的日期表示方式

约束／条件：Ｍ

４．４．３．８　分装日期

中文名称：分装日期

英文名称：ＳｕｂｐａｃｋａｇｅＤａｔｅ

标记：ｓｕｂｐａｃｋａｇｅＤａｔｅ

说明：食品的分装日期

数据类型及格式：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值域：采用ＧＢ／Ｔ７４０８中的日期表示方式

约束／条件：Ｏ

４．４．３．９　保质期

中文名称：保质期

英文名称：Ｅｘ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ｅ

标记：ｅｘ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ｅ

说明：食品保持品质的期限

数据类型及格式：Ｃ．．５０

约束／条件：Ｏ

备注：可参考ＧＢ７７１８中保质期的标示形式

４．４．３．１０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中文名称：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英文名称：Ｆｏｏ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ｉｃｅｎｓｅＮｕｍｂｅｒ

标记：ｆｏｏ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ｉｃｅｎｓｅＮｕｍｂｅｒ

说明：获得的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数据类型及格式：Ｃ１６

约束／条件：Ｍ

备注：不适用于进口预包装食品

４．４．３．１１　产品标准代号

中文名称：产品标准代号

英文名称：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ｏｄｅ

标记：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ｏｄｅ

说明：食品执行的标准代号和顺序号

数据类型及格式：Ｃ．．５０

约束／条件：Ｍ

备注：不适用于进口预包装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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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３．１２　质量等级

中文名称：质量等级

英文名称：ＱｕａｌｉｔｙＧｒａｄｅｓ

标记：ｑｕａｌｉｔｙＧｒａｄｅｓ

说明：食品的品质高低

数据类型及格式：Ｃ．．１００

约束／条件：Ｏ

同义词：品质等级

４．４．３．１３　食品检验

中文名称：食品检验

英文名称：Ｆｏｏｄ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标记：ｆｏｏｄ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说明：对食品是否进行了检验

数据类型及格式：Ｂ

值域：是／否，ｏｎ／ｏｆｆ，Ｔｒｕｅ／ｆａｌｓｅ

约束／条件：Ｏ

４．４．３．１４　食品检验报告

中文名称：食品检验报告

英文名称：Ｆｏｏｄ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

标记：ｆｏｏｄ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

说明：食品检验的证明文件

数据类型及格式：ＢＹ

值域：二进制文件

约束／条件：Ｏ

４．４．３．１５　转基因食品

中文名称：转基因食品

英文名称：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ｏｏｄ

标记：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ｏｏｄ

说明：是否为转基因食品

数据类型及格式：Ｂ

值域：是／否，ｏｎ／ｏｆｆ，Ｔｒｕｅ／ｆａｌｓｅ

约束／条件：Ｍ

４．４．３．１６　辐照食品

中文名称：辐照食品

英文名称：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ｅｄＦｏｏｄ

标记：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ｅｄＦｏｏｄ

说明：是否为辐射食品

数据类型及格式：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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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域：是／否，ｏｎ／ｏｆｆ，Ｔｒｕｅ／ｆａｌｓｅ

约束／条件：Ｍ

４．４．３．１７　净含量

中文名称：净含量

英文名称：ＮｅｔＷｅｉｇｈｔ

标记：ｎｅｔＷｅｉｇｈｔ

说明：除去包装容器和其他包装材料后内装产品的多少

数据类型及格式：Ｎ．．６，２

值域：正实数

约束／条件：Ｍ

计量单位：千克（ｋｇ）、克（ｇ）、升（Ｌ）、毫升（ｍＬ）

备注：可参考ＧＢ７７１８中净含量的标示形式

４．４．３．１８　规格

中文名称：规格

英文名称：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标记：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说明：同一预包装内含有多件预包装食品时，对净含量和内含件数关系的表述

数据类型及格式：Ｃ．．５０

约束／条件：Ｃ

备注：同一预包装内含有多个单件预包装食品时，该数据项为必需的；可参考ＧＢ７７１８中规格的标

示形式

４．４．３．１９　贮存条件

中文名称：贮存条件

英文名称：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标记：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说明：食品贮存所需的环境条件

数据类型及格式：Ｃ．．２００

约束／条件：Ｍ

备注：可参考ＧＢ７７１８中贮存条件的标示形式

４．４．３．２０　运输条件

中文名称：运输条件

英文名称：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标记：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说明：食品运输所需的运输条件

数据类型及格式：Ｃ．．２００

约束／条件：Ｏ

４．４．３．２１　批号

中文名称：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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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ＢａｔｃｈＮｕｍｂｅｒ

标记：ｂａｔｃｈＮｕｍｂｅｒ

说明：食品生产的批次编号

数据类型及格式：Ｃ．．１００

约束／条件：Ｏ

４．４．３．２２　食用方法

中文名称：食用方法

英文名称：ＥｄｉｂｌｅＭｅｔｈｏｄ

标记：ｅｄｉｂｌｅＭｅｔｈｏｄ

说明：食品开启方法、烹调方法和再制方法等

数据类型及格式：Ｃ．．２００

约束／条件：Ｃ

备注：针对特殊膳食用食品时，该数据项为必选

４．４．３．２３　适宜人群

中文名称：适宜人群

英文名称：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Ｃｒｏｗｄｓ

标记：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Ｃｒｏｗｄｓ

说明：食品适宜于的特定人群

数据类型及格式：Ｃ．．１００

约束／条件：Ｃ

备注：针对特殊膳食用食品时，该数据项为必选

４．４．３．２４　致敏物质

中文名称：致敏物质

英文名称：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ｓａｔｒｉｃｅ

标记：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ｓａｔｒｉｃｅ

说明：食品中所含有的使人产生过敏反应的物质

数据类型及格式：Ｃ．．１００

约束／条件：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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