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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文档中所包含的技术信息旨在提供给植保（国际）协会的成员、非成员、外部生产商及更广泛的公共受众。尽管植保
（国际）协会尽力在本指南中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植保（国际）协会并不保证此类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有效性、
及时性或顺序排列的正确性。您使用这些信息是自愿的行为。
植保（国际）协会，包括其员工和委员会成员，均不承担因使用本文所载信息或这些信息的任何方面内容而导致的后果，
包括但不限于错误或遗漏、事实或科学假设、研究或结论的准确性或合理性。植保（国际）协会对由于使用、参考或依赖本
指南中所提供的信息而导致的任何损失均不承担任何责任，并明确表示概不承担任何责任。植保（国际）协会对此类信息不
作任何担保或保证，包括但不限于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适销性或对某一特定用途或目的的适用性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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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的目的
本文档的目的是给农业企业（目前主要是作物化学品，
未来还有种子）的供应链合作伙伴提供有关跟踪和追
溯方面的实施指南。

实施细节必须与当地/国家层面上有关可追溯性方面
的要求和目标相一致。

CRISTAL 跟踪和追溯的目标、使命和收益
供应链透明化有四个要素：

供应链的透明化有助于活动管理和产品应用，能够
促进植物保护和种子业务领域的管理。此外，它还
能够对供应链进行有效的信息管理，并促进新的服
务项目。前提条件是要标识物流对象及其属性、监
控并记录产品从生产到终端用户过程中的相关事件。
标准化的信息编码和交换是便于现代物流信息管理
的重要工具，它涉及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并可为他
们带来好处。

•

物流对象（例如基本或消费单元、销售单元、
物流单元，如托盘）的识别

•

适当的连接形式

•

数据的记录和存储

•

数据通信

合作伙伴之间通过网络、云或行业中心进行的双向信
息交换。互通性是一个关键的成功因素。

CRISTAL 建议

1. 标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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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一条从生产到终端用户的透明供应链可以为植物保
护和种子业务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带来诸多好处，并
能显著提高产品安全性和管理水平，有助于提供新
的服务项目。一些明确已知的收益是：
•追溯功能有助于农民用到质量可靠的已注册植保
产品，防范成分未知的非法产品——这是生产
安全、健康食品的重要一步；

•

通过标准化的信息和消息，可实现整个供应链的
互通性；

•

有助于企业全面加强质量管理；

•

在分销过程中减少过期产品；

•

为各企业在其客户关系管理中创造新的机会。

•

直接客户和分销渠道 例如：分销商、批发商、
零 售商在中长期即使在消费单元一级也能向他
们的 客户传达货物接收和货物运输信息。而在
短期 内，可使他们有效地管理与产品相关的信
息（包 括文档、产品过期和产品认证），并可
加快以批次为单位的召回流程。同样地，使用编
码的物流单元可以简化库存管理。

• 支持从生产到终端用户的供应链灵活性：更好
的追溯功能可以实现产品的召回、重新贴标和
下架；

供应链参与方
本文档为供应链（SC）在发生不同跟踪和追溯事件
时的参与方以及相应需要交换的信息提供详细描述。
供应链（SC）的主要参与方：
•

业务合作伙伴 他们为各自的农用化学品或种子
生产者提供服务；因此信息交换的一致性非常重
要。我们可以对合作伙伴进行如下区分：

•

合同/代工生产商 代工生产商的职责涵盖了制成
品包装和相关数据的正确标识、采集和共享。

•

第三方物流和仓储合作伙伴 他们的主要活动涉及
农用化学品的仓储和运输。 在某些情况下，他们
会拥有调试、重新包装或重新贴标的活动，这些
活动必须在“跟踪和追溯流程”中予以考虑。第
三方物流和仓储合作伙伴的责 任涵盖了制成品包
装和相关数据在分销流程内的正确标识、采集和
共享。

• 最终客户，即使用植物保护产品和 种子的农户。
他们将能够使用移动设备（手机、 平板电脑）
扫描二维码来读取产品提供的信息，还能提供额
外的服务，例如产品认证、安全说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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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标识

合同和代工生产

物品标识（通常通过贴标或直接打印）是跟踪和追溯
流程的关键。它将用于识别农用化学品和种子供应链
中的每个物品和发货单元。

在农用化学品行业，许多产品由外部供应商完成。这
些活动受双方合同的控制，合同根据行业规则定义了
具体流程和 FFP（制剂和分装）相关细节。

物品标识符必须提供机器可读和人类可读的信息，
其最终目的是实现跟踪和追溯相关信息的双向交换。
所有物流单元的机器可读信息都将根据
CRISTAL 建议（参考文献 1）编入条码，二
维码则更优。

事件/流程
在供应链流程的不同活动中采集和交换货物的识别信
息等将使供应链（SC）具有透明性， 从而确保全面
质量管理、批次可追溯性和高效快速的召回流程。
相关事件和流程概述如下：

4

•

生产

•

各地的库存管理

•

货物运输至各个目的地

•

各地的货物接收

•

销售

•

产品的处置

•

认证（如适用）

•

调试

•

库存移动

•

重新贴标（如适用）

•

检疫

•

召回

从跟踪和追溯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确保代工生产商
严格按照 CRISTAL 指南来标识产品，特别是分装，即
他们应该能够将必要的信息加到所分装产品（消费单
元）和下一级物流单元（销售单元、 托盘）的标签
上，并且将信息传达给指定的数据库。
为此，代工生产商可能需要为自己的分装生产线配备
各种装备（例如，打印机、摄像头或扫描仪以及支持
达到要求并形成协议的可追溯性级别的数据管理系
统），以便能按照 CRISTAL 的规定来增加和采集信
息。
因此，代工生产商应该具备以下条件：
•

在分装/对已分装并加盖的消费单元进行贴标过
程中：
根据 CRISTAL 的建议（参考文献 1）将条码、
二维码及人类可读信息加到消费单元的标签上。
采集、管理、存储所应用的信息并将其传送到指
定的数据库。

•

在装箱时：
将二维码和人类可读信息/CRISTAL 规定信息添
加到销售单元上。
采集、存储所应用的信息并将其传送到指定的数
据库。

• 如果需要，可以由总公司提供序列号，或由代工生
产商根据双边协议生成序列号。如技术允许，关联
工作先在消费单元与销售单元之间完成，并被提交
到指定数据库或保存在本地。
•

在堆码托盘时
按照 CRISTAL 建议（参考文献 1）在托盘标签上
添加二维码、GS1 128 一维条码和人类可读信
息。
采集、管理、存储这些信息并将其传送到指定的数
据库。
如技术允许，关联工作先在纸箱与托盘之间完成，
并被提交到指定的数据库或保存在本地。

除了通常的分装活动之外，返工活动（重新分装、贴
标、装箱）也是跟踪和追溯流程的一部分，可以作为
多起事件的组合（例如卸垛， 重新贴标）进行描述。

货物运输
为了确保货物供应链运输过程中的透明度，需要在 每
次货物转运中采集、存储跟踪和追溯信息并将其传送
到指 定的数据库。

货物接收
与货物运输类似，需要采集各地的货物接收活动，以
提供实时可见的产品位置信息。
货物运输和货物接收会在沿着供应链的所有参与 方
（合同和代工生产商、分销仓库、零售商和农 民）间
发生。
各参与方需要对包含跟踪和追溯信息的上一级物流单
元进行扫描、存储并将其传送到指定的数据库。

处置
必须对可追溯性信息进行相应的管理。

认证
即确认产品申报是否属实的行为。将 CRISTAL 的
数据集结合事件管理，可以用于支持产品的认证。

货物运输会发生在不同的参与方（代工生产商、 分
销仓库、零售商）处，为了满足上述需要，所有这些
参与者都应该配备必要的设备，根据业务伙伴之间的
约定，通过设备自动采集这些数据并利用软件将事件
信息传送到指定的数据库。
取决于要运输的物流单元的级别，发货人需要扫描托
盘标签、销售单元标签或消费单元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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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供应链下游的事件示例（结合发货单元使用系列发货纸箱箱码（SSCC）以及通过托盘和纸箱上的
SSCC 代码进行关联）
本示例中不包括在单个瓶子上使用序列号的情况。

1

步骤

标识

管理链接

记录数据

通信

生产

下列单元上的二维码

通过 SSCC 在纸箱和托
盘之间进行关联

供应商的内部 IS

如果是代工生产：应由
代工方完成标识、关联
和数据记录工作，然后
传送到企业）

仓库位置与托盘的
SSCC 之间的链接

使用二维码上的数据进行

• 消费单元（GTIN、
批次、生产日期）
• 销售单元（+
SSCC）
• 托盘（+ SSCC）

2

转移到内部仓库

• FIFO（先进先出）和/或
FEFO（先到期先出）
• 库存管理

3

转移到外部分销仓库

如果是为了准备交货
而拣货，则读取托
盘和/或销售单元的
SSCC

为托盘（= 新的货运单
元）生成新的 SSCC，
拣货结果（包括与这些贸
易单元的 SSCC 关联）

基于交货情况且通过对要
交付的产品考虑 FIFO 或
FEFO，对库存进行更新

4

在外部仓库收货

读取 SSCC（托盘）
以及销售单元（如果
它们是独立发送的）

所扫描到的 SSCC 与步骤
3 中给出的交货信息之间
的链接

将所有的相关数据集成到
本地 IS（WMS 或其他）
中，以便进行：

将交货信息提供给外
部仓库，允许他们准
备收货

• 库存管理（仓库位
置、FIFO、FEFO）
• 库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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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给分销商
（批发商）

总体而言，与步骤 3 相同

6

在批发商仓库收货

请参阅步骤 4

7

从批发商交付给转
销商

批发商必须执行与步骤 3 相同的流程，具体取决于他的交付方式：读取完整托盘的 SSCC - 为托盘生成
SSCC，即新的发货整件单元（如果是拣货） - 更新其 IS 并将交货信息提供给转销商。
如果在这个级别上已经有单独发送的消费单元，还必须读取每个消费单元的二维码，以便生成新的发货单元
（SSCC）（如果需要将它们重新分组到一个销售单元中，或如果批次号和/或物品不同），并且继而
管理数据（IS、交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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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转销商仓库收货

与步骤 4 相同，如有需要，可考虑独立消费单元的管理（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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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转销商交付给零
售店

与步骤 7 相同，包括独立消费单元

10

在零售店收货

与步骤 8 相同

11

销售给农民

读取二维码（瓶子、
销售单元）

如果销售的是完整托盘，
托盘与纸箱（SSCC）
之间建立链接。

更新 IS（库存管理、
FIFO/FEFO）

序列号的处理

信息交换

当需要序列化时，就需要对序列号进行处理。

供应链参与者需要根据供应链合作伙伴和/或国家监管机构（例如
法国、阿根廷）之间的协议，将采集到的跟踪和追溯信息传输到
数据库。

这些参与方，主要是代工生产商，当在各项活动期间
需要应用序列号时，可以自己生成序列号，也可以从
承包 商处获得。他们有责任控制其序列号的库存。
取决于 总公司的策略，序列号可以由“内部”设备产
生， 也可以由第三方提供服务。

供应链参与方之间直接通信渠道的建立，可以通过现有以 EDI 消
息交换数据的 B2B 门户网站、通过其他第三方 Web 服务提供商
或通过国家和监管机构的门户网站。
在使用序列号或 EDI 标准（UN/CEFACT 标准）的情
况下，建议务必根据 GS1 EPCIS 消息标准建立共享信
息。

指定的数据库
CRISTAL 相关数据可以通过适当的存取管理程序存
储在本地数据库、中心数据库或云数据库中。

CRISTAL 项目：增强标准
客

条码（数据载体）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数据同步
贸易项目

贸易单元

包装

仓库
发货人

生产
跟踪

（中间包装）

电子信息交换
支付货款

追溯

分销商

交付
贸易物品的
动态数据

种植者

零售商

消费单元

POS

7

CropLife International aisbl
326 AVENUE LOUISE, BOX 35
1050 BRUSSELS
BELGIUM（比利时）
电话： +32 2 542 04 10
传真： +32 2 542 04 19
CROPLIFE@CROPLIFE.ORG
WWW.CROPLIFE.ORG
出版日期：2017 年 1 月

植保（国际）协会代表着全球植物科技产业的声音。本协会支持植物
保护和植物生物技术领域的农业创新在支持和推动可持续农业发展、
帮助农民在爱护地球的同时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以及促进农村社区不
断进步上所发挥的作用。世界需要农民，农民需要植物科技。 植保
（国际）协会很自豪自己成为可以帮助农民发展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