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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词解释

食盐标码标志可分为加碘食盐标志、未加碘食盐标志、加碘食盐

标码合一标志和未加碘食盐标码合一标志四种。

两种应用形式：标码合一、标码分离。

1.1 标码合一：将食盐质量安全信息追溯二维码（简称食盐追溯

码）与加碘食盐标志、未加碘食盐标志相结合，具有证明、防伪、追

溯功能，可粘贴或复合于直接接触食盐的一级包装上，使用的标志为

加碘食盐标码合一标志和未加碘食盐标码合一标志。

1.2 标码分离：加碘食盐标志、未加碘食盐标志保留原有贴标方

式，食盐追溯码采用喷码的方式（或标签的方式）预先喷印在直接接

触食盐的一级包装袋夹层中，复合于两层塑料薄膜中间。

1.3 外包装追溯码：为不接触食盐的二级及二级以上外层包装上

赋的食盐追溯码。

2.标码合一

2.1 图样和尺寸选择

2.1.1 加碘食盐标码合一标志和未加碘食盐标码合一标志。两

者区别于使用的加碘、未加碘食盐证明商标不同，标志底部颜色不同

（加碘食盐标志底部颜色为绿色，未加碘食盐标志底部颜色为黄色）。

2.1.2 生产企业可根据包装净含量的不同选择合适大小的标

志：

（1）10g及以上2kg及以下食盐小包装使用小标；

（2）2kg以上10kg及以下食盐中包装使用中标；

（3）10kg以上食盐大包装使用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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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印制要求

2.2.1 加碘食盐标码合一标志

形状及尺寸：图案整体为长方形，标志根据所使用的食盐包装大

小分为三种尺寸，分别为：

(1)小标：（14.5±0.30）mm×(23.5±0.30)mm，示例见图一；

(2)中标：（22.0±0.30）mm×(33.0±0.30)mm，示例见图二；

(3)大标：（35.0±0.30）mm×(50.0±0.30)mm，示例见图三。

小标（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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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图二）

大标（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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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未加碘食盐标码合一标志

形状及尺寸：图案整体为长方形，标志根据所使用的食盐包装大

小分为三种尺寸，分别为：

(1)小标：（14.5±0.30）mm×(23.5±0.30)mm，示例见图四；

(2)中标：（22.0±0.30）mm×(33.0±0.30)mm，示例见图五；

(3)大标：（35.0±0.30）mm×(50.0±0.30)mm，示例见图六。

小标（图四）

中标（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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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标（图六）

2.2.3 采用复合于两层塑料薄膜中间的贴标方式

（1）小包装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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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包材】在复合食盐标码标志的窗口上方加印“全国食盐电子防伪

追溯码”；

【包材】食盐标码标志与商品条码不在同一侧，避免用户勿扫；

【包材】包装袋背面中心塑封条朝向窗口的另一侧；

【包材】包材卷标必须一个方向卷（盐袋正着下包装机的方向）；

【包材】窗口边长（若是正方形则指边长，若是长方形则指宽，

若圆形则指直径，若椭圆则指短轴长）：小标窗口边长大于等于 30

毫米，中标窗口边长大于等于 50毫米，大标窗口边长大于等于 60毫

米（圆形或椭圆形容易盖住二维码的一角，影响扫描，所以尽可能大

一些）；

【包材】窗口左右边距：窗口距左侧距离大于等于距中心线距离，

尽可能的靠中间线位置为佳，具体根据实际包装线特点确定，以实际

生产线最佳扫描率为准；



—7—

【包材】窗口上下边距：上下边到包装袋两端封口距离具体根据

实际包装线特点确定，在包装袋下半部分为佳（包装机装完料后小半

部分比较饱满，可以提高扫描率），具体根据实际包装线特点确定，

以实际生产线最佳扫描率为准；

【贴标】食盐标码标志位置必须在窗口范围内，窗口正中间最佳

(标签中心点与窗口中心点偏差≦4mm)；

【贴标】标码文字与盐袋文字排版方向一致；

【贴标】食盐标码标志贴标确保一袋一码、无气泡、无褶皱，无空

标。

（2）立体包装样式：

食盐标码标志复合在立体包装（盒装、立盒装、瓶装或桶装）的

商标标签2层膜中间，窗口样式参照小包装样式，窗口上方加印“全国

食盐电子防伪追溯码”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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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大包装样式：

中、大包装窗口位置具体结合各自包材情况来定，坚持方便扫描、整体协调为原则。窗

口上方加印“全国食盐电子防伪追溯码”字样，中包窗口边长大于等于 50mm，大包窗口边长

大于等于 60mm。

2.2.4 采用粘贴于合格证的贴标方式

方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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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保持原有合格证样式（检验员和生产日期可变），反面加贴

食盐标码标志，表面加覆透明膜。

方式二：

在原有合格证正面加贴食盐标码标志，表面加覆透明膜。检验员

和生产日期内容固定为“见二维码扫描内容”。

2.2.5 采用粘贴于扎带塑料封签的贴标方式

扎带塑料封签是采用一次性封锁方式，材质: 优质尼龙 66 制成,

防火等级 94V-2，绝缘性佳,不易老化，耐酸，耐腐蚀，韧性良好。温

度: -40度~8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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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带塑料封签正面加贴标志，如下图所示：

扎带塑料封签背面可以印刷公司或品牌 logo 或合格证相关信息

等，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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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标码分离

3.1 图样和尺寸选择

加碘食盐标志、未加碘食盐标志保留原有贴标方式，食盐追溯码

采用喷码的方式（或标签方式）预先喷印在包装袋夹层（采用二维码

+食盐追溯码数字，数字印刷于二维码下方，5个字符为一组，每行 2

组，共 2 行的方式印刷）中，复合于两层塑料薄膜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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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加碘食盐标志和未加碘食盐标志尺寸

（1）10g及以上2kg及以下食盐小包装使用小标

（2）2kg以上10kg及以下食盐中包装使用中标

（3）10kg以上食盐大包装使用大标

(加碘食盐标志小

标)
(加碘食盐标志中标) (加碘食盐标志大标)

(未加碘食盐标志小标) (未加碘食盐标志中标) (未加碘食盐标志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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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食盐追溯码

生产企业可根据不同净含量的产品参照下表选择合适大小喷印

二维码：

3.2 食盐追溯码喷印要求

3.2.1 食盐追溯码印刷符合《GB/T 23704-2009 信息技术 自动

识别与数据采集技术 二维条码符号印制质量》要求；

3.2.2 喷印墨水必须符合食品包装环保要求；

3.2.3 食盐追溯码要求清晰，无散点，无明显缺陷，无错码、无

漏码、无重码。

项目 小码 中码 大码

最小销售单元

净含量范围
10 kg≤净含量≤2kg 2 kg＜净含量≤10 kg 净含量＞10 kg

窗口尺寸

（长*高）
≥40mm*≥20mm ≥55mm*≥30mm ≥70mm*≥40mm

二维码尺寸 ≥12mm*≥12mm ≥20mm*≥20mm ≥30mm*≥30mm

字符高度 ≥2m ≥3m ≥4m

纠错能力 M级（15%） M 级（15%） H级（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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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食盐追溯码喷印于两层塑料薄膜中间方式

【包材】在标码分离的窗口上方加印“全国食盐电子防伪追溯码”；

【包材】食盐标码标志与商品条码不在同一侧，避免用户勿扫；

【包材】包装袋背面中心塑封条朝向窗口的另一侧；

【包材】包材卷标必须一个方向卷（盐袋正着下包装机的方向）；

【包材】窗口尺寸参考“标码分离图样和尺寸选择”；

【包材】窗口位置具体根据实际包装线特点确定，以实际生产线

最佳扫描率为准；

【包材】窗口上下边距：上下边到包装袋两端封口距离具体根据

实际包装线特点确定，在包装袋下半部分为佳（包装机装完料后小半

部分比较饱满，可以提高扫描率），具体根据实际包装线特点确定，



—15—

以实际生产线最佳扫描率为准；

【贴标】食盐追溯码与碘盐、未加碘食盐证明商标必须在窗口范

围内，且食盐追溯码与碘盐、未加碘食盐证明商标保证一定的距离，

至少≥4m；

【贴标】标码文字与盐袋文字排版方向一致；

【贴标】二维码确保一袋一码，碘盐、未加碘食盐证明商标贴标确

保一袋一标、无气泡、无褶皱，无空标。

4.外包追溯标签

外包追溯标签位置具体根据相关标准、产品的包装体积、识读装

置和系统的允许程度选择，如有必要需要进行相关的适应性试验进行

选择。注意外包追溯标签上必须有统一的“全国食盐电子防伪追溯码”

字样，标签尺寸：50mm*50mm，二维码大小：30mm*30mm，二维

码纠错能力：H 级（30%）。样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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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追溯标签、追溯码位置选择要遵循的原则：同一厂家生产的

同一种产品的标识位置一致，标识位置的选择应保证标识符号不变形、

不被污损，标识位置的选择应便于扫描、易于识读。外包追溯标签赋

码方式有以下几种可供参考：

4.1外包追溯标签贴标于外箱方式

粘贴位置保证不能遮挡，每个外包要求至少粘贴一个外包追溯标

签，有条件的可以粘贴 2张一模一样的标签，防止储运环节污损或丢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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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外包追溯标签喷码于外箱方式

纸箱包装侧面也可以采用喷码机喷码的方式，将追溯码喷在纸箱

表面，喷印后追溯码应具有较强的抗水性、耐腐蚀性、耐刮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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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外包追溯标签复合于两层塑料薄膜中间方式

外包装袋表层是透明薄膜，外包追溯标签复合于两层塑料薄膜中

间。

4.4外包追溯标签贴标于表层方式

外包装袋是单层，外包追溯标签粘贴于外包装袋表层，但是注意：

标签采用撕不烂标签，标签背面采用强力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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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外包追溯码喷码于两层塑料薄膜中间方式

外包装袋表层是透明薄膜，外包追溯码采用喷码机喷码于两层塑

料薄膜中间。

4.6外包追溯码喷码于表层方式

外包装袋是单层，外包追溯码采用喷码机喷码于包装袋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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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外包追溯标签赋于合格证方式

方式一：

正面保持原有合格证样式（检验员和生产日期可变），反面加印

外包标签，表面加覆透明膜。

方式二：

在原有合格证正面加印外包标签，表面加覆透明膜。检验员和生

产日期内容固定为“见二维码扫描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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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企业加贴食盐全息防伪二维码注意事项

食盐标码标志是一标一码，二维码内容是唯一的而且区分企

业的，包装企业服务多家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包材供应时，需要注

意区分企业，防止错贴；

1.食盐标码标志要求一袋一码、一瓶一码、一罐一码，防止

漏贴、多贴；

2.分清加碘或未加碘食盐标码标志与加碘或未加碘包装物

是否匹配，防止错贴；

3.食盐标码标志贴标方向是否正确，全息部分“小人”正立，

注意食盐标码标志供应时“头先出”或“脚先出”规律；

4.纸塑膜注意食盐标码标志需要在纸膜之上，外膜之下；

5.部分包装采用消光膜材料，消光作用通常通过对光线进行

吸收和散射来实现，这对二维码采集和防伪标志全息部分造成一

定的影响，建议进行相关的适应性试验进行选择。

6.具备条件的企业增加视觉检测装置，检测二维码是否清晰

可读,是否有错贴、漏贴、多贴，贴标位置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

对于不能识别、漏贴、多贴、位置不正确的给出标注，通过报警

设备输出报警或停机信号；

7.检测中发现不合格的标志或包装物进行回收和销毁，并建

立回收、销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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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企业食盐追溯码软包装喷印注意事项

1.喷码速度和印刷速度的匹配。目前，一般的食盐追溯码喷

码设备能满足 60～80m/min 的印刷速度，对于高速凹印机而言，

这个速度大大限制了印刷机的生产效率。因此，食盐追溯码喷码

设备要想满足新的喷码需求，必须提高喷码速度，满足更快的印

刷速度。据了解，目前市场上已有满足接近 150m/min 印刷速度

的喷码耗材和设备；

2.喷头列数和设备构造要适应印刷图案的需求，如单列、多

列或正反喷码等；

3.食盐追溯码喷码耗材及设备性能必须满足软包装的材质

要求，同时满足在单层膜或多层复合膜上喷码；

4.食盐追溯码一旦出现问题，导致产品报废，因此最好采用

在线检测系统实时监测喷码质量，以便于第一时间处理质量问题，

避免重大损失；

5.由于软包装有表印和里印两种印刷方式，表印对于喷码油

墨的附着牢度和耐磨性要求较高，所以采用包装袋夹层喷码的方

式；

6.对于包装印刷而言，增加喷码工艺相当于增加一道工序，

受喷码工艺和速度的影响，包装的生产周期势必会有所延长，因

此包装印刷企业必须做好应变措施；

7.对于软包装产品而言，如果客户固定，喷码材质固定，一

套参数即可满足，但对于不同材质的软包装产品，需要不断试验

并保留可靠的生产参数，包括印刷设备、复合设备等配套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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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强大的软件支持。食盐追溯码需要强大的数据库支持，这

一点和良好的喷码质量同等重要，这就对软件供应商提出了非常

高的要求，因此包装印刷企业在选择供应商时应进行多方考量；

9.引进设备时应量力而行。尽管食盐追溯码技术非常高端，

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但整套喷码设备价值不菲，硬件软件

加起来大约需要一两百万元，后续的数据使用及维护升级也需要

一定成本，因此包装印刷企业在引进设备时应量力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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