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03.080.30 

A12 

备案号： DB31 
上 海 市 地 方 标 准 

DB 31/T 1117—2018 
 

 

 

宝玉石追溯体系服务规范 

Specification for gem & jade traceability system 

 

 

 

2018-11-17发布 2018-12-01实施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发 布  



DB31/T 1117-2018 

  I 

目  次 

 
前 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服务提供单位要求 ................................................................................................................................. 2 

5  服务条件 ................................................................................................................................................. 3 

6  服务提供要求 ......................................................................................................................................... 5 

附录 A（规范性附录）宝玉石标识编号格式与规则 ............................................................................... 8 

附录 B（规范性附录）宝玉石追溯档案编号格式与规则 ..................................................................... 10 

 

 

 

 

 

 

 

 

 

 

 

 

 

 

 

 

 

 

 

 

 

 

 



DB31/T 1117-2018 

 

I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上海钻石交易联合管理办公室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标准由上海市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金银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上海宝玉石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方名戍、居新平、陈昱、谢启耀、嵇光宇、张毅、陈丁滢、席圆圆、陆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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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玉石追溯体系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宝玉石追溯体系服务提供单位要求、服务条件、服务提供要求等方面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本市从事宝玉石追溯体系提供服务的相关企事业单位。 

本标准不适用于人工珠宝玉石的追溯体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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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5071 珠宝玉石及贵金属产品分类与代码 

DB31/ 329.9 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 第 9 部分:零售商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宝玉石 gem & jade 

宝玉石包含了宝石和玉石。宝石是由自然界产出，具有美观、耐久、稀少性，可加工成饰品的矿物单

晶体（可含双晶）。玉石是由自然界产出，具有美观、耐久、稀少性和工艺价值，可加工成饰品的矿物集

合体，少数为非晶质体。 

3.2   

宝玉石追溯  traceability for gem & jade 

对宝玉石进出口交易、设计制作加工、批发零售、鉴定评估及质量检测、典当拍卖等全部市场流通过

程进行信息记录和查询的过程。 

3.3 

宝玉石追溯体系 traceability system for gem & jade 

是一个工程概念，包含宝玉石标识服务、追溯服务、行业使用、消费者查询等服务内容。 

3.4 

宝玉石标识 identification of gem & jade 

给宝玉石产业链上的每个产品提供一个统一、唯一性数字标识；标识以激光刻字标识、RFID、二维码

或条码等物理标识形式，形成一个单一物理标识或多个物理标识组成的复合式宝玉石唯一码标识模式，是

服务于宝玉石的全生命期过程管理和服务的基础工程。 

3.5 

宝玉石供应链 supply chain of gem & jade 

是宝玉石从采购原材料开始到制成中间产品及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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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由进口商、贸易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所连成的整体功能网链结构，包括宝玉石

生产、流通、二次流通等环节。 

3.6 

感知器具 sensing appliance 

对宝玉石实物及其标识物（激光刻字、RFID 标签、二维码或条码）等感应的电子器件和配套软件。 

3.7 

追溯体系服务平台 service platform of traceability system 

指宝玉石追溯体系中承担服务功能的实体性服务网点、服务信息、人力资源和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系

统等组成的综合性服务资源组合,一般分为追溯体系服务后台和追溯体系服务网点。 

3.8 

追溯体系服务网点 service network of traceability system 

指面向追溯体系受众而提供现场宝玉石身份证标识、追溯信息记录和查询等线下服务功能的服务网

络。 

3.9  

追溯体系服务后台 backstage supporter of traceability system  

为追溯体系服务网点和网上服务系统提供 IT 运营和业务支持的人力资源团队和相关设施和设备。 

 

4  服务提供单位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服务提供单位应为具备法人资质、有固定场所的宝玉石行业相关企事业单位。 

4.1.2  服务提供者应对追溯体系信息系统的规划、设计、建设、运行、状态监控、IT 审计、系统升级和

优化进行管理，配置相关定期和非定期资源，制定管理制度。 

4.2  人力资源要求 

4.2.1  人员类型要求 

应配备负责人、追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服务管理、追溯服务管理、售后服务等岗位的工作人员。 

4.2.2  各类人员的配比 

应至少配备 2 名宝玉石追溯体系服务人员、1 名宝玉石追溯体系技术服务和管理人员；其中服务人员、

技术服务人员和管理人员应该具备宝玉石行业相关的资质、经验、专业知识、技能，以确保人员的能力和

素质符合追溯体系的服务要求。 

4.2.3  人员管理 

应制定人员服务绩效考核制度、客户服务反馈制度。 

4.3  供方外包控制 

4.3.1  服务提供单位可将服务和配套技术性业务外包给具有有关部门认可的、具有服务和技术支持能力

的宝玉石追溯服务企业，并通过市场互利机制确保服务的可持续和高质量。 

4.3.2  服务提供单位将对相关产品和服务供应者进行诚信和质量管控，确保供方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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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服务条件 

 

5.1  服务人员 

5.1.1  基本要求 

所有服务人员应通过相关专业培训或具备相关工作经历，拥有在宝玉石行业相关的资质、经验、专业、

技能。 

5.1.2  追溯体系服务人员 

应熟悉和掌握宝玉石基本知识、宝玉石追溯体系专业知识，具备宝玉石行业商业和技术素质，为追溯

体系的企业和个人提供宝玉石标识和追溯服务。 

5.1.3  追溯体系管理人员 

应熟悉和掌握宝玉石基本知识、宝玉石追溯体系专业知识，具备商业服务管理的素质，能够计划、组

织、指导和评估追溯体系服务业务，为一线服务人员提供各方面服务的示范。 

5.1.4  追溯体系技术人员和技术管理者 

技术人员应具备合格的计算机软件架构和设计能力、开发能力、测试能力和软硬件运行维护能力；技

术管理者应具备符合当今敏捷开发模式的软件设计、项目管理综合能力。 

5.1.5  追溯体系外包人员 

其中，技术外包人员应具备宝玉石追溯体系的技术开发、测试和运维相关能力；业务外包人员应熟悉

和掌握宝玉石基本知识、宝玉石追溯体系专业知识，具备宝玉石行业商业和技术素质，为追溯体系的企业

和个人提供宝玉石标识和追溯服务。 

5.2  服务设备和用品 

5.2.1  设备 

5.2.1.1  计算机 

应配备不少于 2 台，可连接互联网，能满足计算、存储、显示等功能需求的计算机设备。 

5.2.1.2  激光刻字设备 

有条件的服务单位可选配备 1 台冷激光刻字机，以在钻石等硬度高的宝石躶石腰部刻字标识码；这些

标识码在十倍放大镜或显微镜下应清晰可见。 

5.2.1.3  感知器具和计算机外部设备 

至少应配备 RFID 标签写入和读取终端设备 1 台，支持 NFC 的智能手机 1 台，二维码标签打印机 1 台。 

5.2.1.4  网络设备 

至少应配备可接入互联网的路由器和共享无线 WIFI 路由器各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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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5  软件 

应配备系统软件、中间件软件、数据库、开发工具、应用软件、Web 软件和相关软件等。 

5.2.1.6  追溯体系网站和微信公众号 

5.2.1.6.1  网址或微信公众号对外应提供明确的网址字符串和二维码可扫描入口图像。 

5.2.1.6.2  网站或微信公众号应有清晰的信息和服务页面频道、链接和页面，确保远程相关服务的高效。 

5.2.2  服务用品 

应配备用于激光刻字、RFID 标识、二维码或条码的各类物理标识的对应耗材，包括但不限于： 

a) 用于冷激光刻字的气体材料； 

b) 用于可写入数据的 RFID 电子标签； 

c) 用于可打印二维码或条码各尺寸不干胶纸。 

5.3  服务环境 

5.3.1  追溯体系服务后台服务环境 

应分为技术开发区域和业务运作区域，设有明确的标志和指示，环境清洁整齐、通道通畅、灯光明亮。 

5.3.2  追溯体系服务网点服务环境 

应设有合理划分的问询、等候和互动区域，并设有明确的标志和指示，环境清洁整齐、通道通畅、灯

光明亮。 

5.4  服务合同 

5.4.1  合同分类 

追溯体系服务合同可分为以下三类： 

a) 服务提供单位与服务接收单位之间的服务合同：由追溯体系服务甲方（服务接收单位）和服

务提供单位乙方签订； 

b) 企业和追溯服务需求个人之间的服务合同：对有着宝玉石追溯体系加服信息追务需求的个

人，可以签署面向个人需求的企业和个人之间的追溯体系服务合约，确保追溯体系需求个人

的已有宝玉石具有可追溯的信息；可用于宝玉石典当、回购、竞价等二级市场； 

c) 追溯体系服务平台、企业和追溯服务需求个人之间三方合同。 

5.4.2  内容要求 

合同内容应包括：服务内容、质量、费用与支付方式、服务验收、服务补救、争议解决、赔偿方式等

具体内容。 

5.5  安全与应急 

5.5.1  信息服务安全 

5.5.1.1  追溯体系服务平台应从网络、通讯、数据、应用四个技术层次来全面保护系统安全。

5.5.1.2  服务提供单位应梳理流程，制定安全策略，检查策略的完备性，策略执行。 

5.5.1.3  服务提供单位应建立一套工程建设或项目实施的安全检查以及日常工作长期安全运作体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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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断进行体系推广以及安全咨询，并聘请外部机构进行安全监督、检查、维护。 

5.5.2  服务环境安全 

5.5.2.1  服务场所的安全技术防范应符合 DB31/ 329.9 的要求，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 

5.5.2.2  服务场所应做好无人值守的防盗、防火等安全措施。 

5.5.2.3  外包服务场所应具备有人状态下的防盗、防火、防泄密等安全措施，有必要的监控系统。 

5.5.3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5.5.3.1  信息系统的软硬件设施均应有掉电、断网状态的不间断电源和快速回复能力。 

5.5.3.2  前台、后台、外包服务和工作环境应设置必要的安保设备，确保紧急状态下的资料、人员等安

全。 

 

6  服务提供要求 

 

6.1  服务信息公开 

6.1.1  服务提供单位应确保被追溯宝玉石具有从报关入境、贸易到境内保税仓储、展示、贸易、设计、

加工、流通和相关检测的全程供应链的完整信息。 

6.1.2  服务提供单位应公示被追溯宝玉石信息的查询方式，并确保该类信息全天可查询。 

6.1.3  服务提供单位应在服务场所或网站公示服务人员信息、联系方式、售后服务、投诉途径和赔偿标

准等信息。 

6.1.4  宝玉石零售门店、检测机构、第三方服务机构的线下网点应为有需要的顾客提供信息查验服务。 

6.1.5  宝玉石追溯体系服务可以发布于追溯体系服务网点，以小册子、说明告示牌等提供信息发布，也

可由宝玉石追溯体系的服务提供单位提供线上信息。 

6.1.6  服务提供单位应公示服务收费信息。 

6.2  服务项目及要求 

6.2.1  标识服务 

6.2.1.1  标识申请或签约 

由宝玉石标识服务申请企业提出申请或要求签约，服务提供单位应给出服务响应，双方就申请和签约

沟通后形成标识服务的相关服务初始化工作，根据附录 A 的要求明确宝玉石标识编号格式与规则。 

6.2.1.2  标识创建和初始化 

服务提供单位根据合同要求，创建标识，并初始化基本数据和输入项，给到服务申请企业。 

6.2.1.3  标识赋值 

申请企业基于服务提供单位给出的单个或批量的标识输入表单集合，输入基本和可选的宝玉石各类详

细数据（如：报关信息、检测信息、原产地信息等）。 

6.2.1.4  标识激活和发布

6.2.1.4.1  服务提供单位基于协议，审核申请企业赋值的数据，根据甲方提交的相关信息和数据（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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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信息、检测信息、原产地信息等）审核赋值数据。 

6.2.1.4.2  审核确认后，服务提供单位应按本标准附录 A 的规定对宝玉石进行标识编号，并给予标识有

效化操作，并依据服务提供单位与服务申请企业之间的服务合同中的条款给予发布。 

6.2.1.5  标识对接 

服务提供商对企业已有的标识数据进行转换批量输入，并形成追溯体系批量新标识。 

6.2.1.6  标识维护和管理 

6.2.1.6.1  对已生成标识的修改、删除。 

6.2.1.6.2  对已生成标识的统计和分析。 

6.2.2  追溯服务 

6.2.2.1  追溯申请和签约 

宝玉石追溯服务申请企业提出申请或要求签约，追溯服务提供单位给出服务响应，双方就申请和签约

沟通后形成追溯服务的相关服务初始化工作，根据附录 B 的规定明确宝玉石追溯档案结构和信息细节。 

6.2.2.2  追溯记录初始化 

服务提供单位应根据申请和协议要求，创建追溯数据初始记录，初始化基本数据和输入项，并给到申

请企业，为追溯档案数据形成表单。 

6.2.2.3  供应链追溯记录 

6.2.2.3.1  服务提供单位提供的追溯记录应包含以下信息： 

a) 保税仓储追溯记录：追含保税仓地址数据、库位数据、仓单、相关合规文件（如：金伯利证书）、

入仓日期、出仓日期信息； 

b) 保税展示追溯记录：含保税展示地址数据、展示位置数据、出库数据、相关合规文件（如：金伯

利证书）、展示日期、运输数据信息； 

c) 保税交易追溯记录：含保税交易地址数据、交易数据、相关合规文件（如：检测证书、评估信息

等）、交易日期、交收日期、清关信息； 

d) 检测服务追溯记录：含检测师（商）、检测地址、检测描述信息、检测相关原石标识集、检测证

书信息、相关合规文件（如：检测资质）、检测日期、检测完成日期信息； 

e) 首次交易服务追溯记录：含卖方信息、买方信息、交易地址、交易描述信息、交易相关宝玉石标

识集、交易支付信息、相关合规文件（如：检测证书）、交易完成日期信息。 

6.2.2.3.2  服务提供单位根据自身条件，提供的追溯记录宜包含以下信息： 

a) 境外矿源追溯记录：含矿源国名、矿源地区名、矿商、出口合规文件（如：金伯利证书）、出矿

日期信息； 

b) 境外贸易追溯记录：含境外一国一区内贸易记录、境外国家和地区之间出口记录、中国境外贸易

商名、出口合规文件（如：金伯利证书）、交易日期信息； 

c) 境外物流追溯记录：含境外一国一区内物流记录、境外国家和地区之间物流记录、中国境外物流

商名、出口合规文件（如：金伯利证书）、物流日期信息；

d) 报关数据追溯记录：含报关数据、报关服务商、报关关口、报关相关出口合规文件（如：金伯利

证书）、报关日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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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原石切割和加工追溯记录：含切割和加工商、切割和加工地址、原石变化信息、标识变化数据、

新标识信息和说明、相关合规文件（如：检测证书）、切割和加工日期、切割和加工完成日期信

息； 

f) 成品设计追溯记录：含设计师（商）、设计地址、设计描述信息、设计相关原石标识集、新标识

信息和说明、相关合规文件（如：检测证书）、设计日期、设计完成日期信息； 

g) 成品制作追溯记录：含制作商、制作地址、原石变化信息、标识变化数据、新标识信息和说明、

相关合规文件（如：检测证书）、制作日期、制作完成日期信息； 

h) 评估服务追溯记录：含评估师（商）、评估地址、评估描述信息、评估相关原石标识集、评估证

书信息、相关合规文件（如：评估资质）、评估日期、评估完成日期信息； 

i) 再次交易服务记录：含二次交易的卖方信息、买方信息、交易地址、交易描述信息、交易相关宝

玉石标识集、交易支付信息、相关合规文件（如：检测证书）、交易完成日期信息； 

j) 拍卖交易服务记录：含拍卖交易的卖方信息、买方信息、交易地址、交易描述信息、交易相关宝

玉石标识集、交易支付信息、相关合规文件（如：检测证书）、交易完成日期信息。 

6.2.2.4  追溯数据处理 

6.2.2.4.1  服务提供单位通过对接供应链中各企业已有相关系统，实现批量数据的导入。 

6.2.2.4.2  追溯服务双方应对追溯数据的补充完善、查询、统计和分析。 

6.2.3  追溯结果应用 

6.2.3.1  行业使用 

追溯体系服务平台可以提供基于追溯信息的数据汇总和分析数据给到行业协会和宝玉石行业行政主

管部门。 

6.2.3.2  消费者查询 

服务提供单位应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APP、服务网点等，为消费者提供宝玉石标识的真伪查询服

务，并能使消费者基于标识查询到与宝玉石供应链过程相关的追溯信息。 

6.2.4  服务质量控制 

服务提供单位应具有完备的数据管理流程和制度，确保追溯体系相关数据的信息完整、信息可靠和信

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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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宝玉石标识编号格式与规则 

 

 

A.1  宝玉石标识编号格式应符合图 A.1 给出的格式。 

 

 

 

 

 

 

 

 

 

 

 

 

 

 

 

 

图 A,1 宝玉石标识编号格式 

 

 

A.2  宝玉石标识编号规则应符合表 A.1 的要求。 

表 A.1宝玉石标识编号规则 

标识符类别 要  求 编码规则 

区块链存证 ID 符合区块链协议 符合区块链协议 

公共部分 唯一标识码 

由 18 位阿拉伯数字组成，其中

国别地区码 3 位、生成日期 8 位、

生成时间 6 位、校验码 1 位 

国别地区码按照国别地区报关

代码表（Country area code table，

如阿富汗 101、巴林 102）； 

生成日期 8 位：年份 4 位+月份 2

位+日期 2 位； 

生成时间 6 位：24 小时 2 位+分

钟 2 位+秒 2 位； 

校验码：按照海明（Hamming） 

距离规则计算的数值。 

企业属性：对象 

其他属性：对象 

重量：  

规格：2 位英文字母 

品种分类代码，5 位阿拉伯数字 

材质分类代码，6 位阿拉伯数字 

标识类别码，2 位阿拉伯数字 

唯一标识码，18 位阿拉伯数字 

区块链存证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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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标识符类别 要  求 编码规则 

区块链存证 ID 符合区块链协议 符合区块链协议 

公共部分 

标识类别码 由 2 位阿拉伯数字组成 

00：海外标识； 

01：进口（一般贸易）时候开始

标识； 

02：进口（保税仓入库）时候开

始标识； 

03：进口（保税仓出库）时候开

始标识； 

04：进口（保税展示）时候开始

标识； 

05：进口（保税展示交易）时候

开始标识； 

06：国内检测时候开始标识； 

07：国内加工时候开始标识； 

08：国内批发时候开始标识； 

09：国内零售时候开始标识； 

10：国内评估时候开始标识； 

11：国内拍卖时候开始标识； 

12：国外拍卖时候开始标识； 

材质分类代码 由 6 位阿拉伯数字组成 

参考:GB/T 25071-2010（《珠宝

玉石及贵金属产品分类与代

码》）中 3.2.2 条 

品种分类代码 由 5 位阿拉伯数字组成 

参考:GB/T 25071-2010（《珠宝

玉石及贵金属产品分类与代

码》）中 3.3.2 条 

个性部分 

重量 — 重量数值 

规格 由 2 个英文字母组成 

克拉：ct 

克：g 

公斤：kg 

其他属性 XML 键值对集合 a 树形键值对集合（文本字符串） 

企业属性 XML 键值对集合 a 树形键值对集合（文本字符串） 

a: 键（key）又称为关键字，是数据模型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逻辑结构；键值对就是可以根据一个

键（key）值获得对应的一个值（Value）的一对关键字+数值的配对，XML 键值对集合就是以 XML 标

记语言描述出的键值对集合，是一个可以描述复杂对象结构和数值的格式化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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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宝玉石追溯档案编号格式与规则 

 

 

B.1  宝玉石追溯档案编号格式应符合图 B.1 给出的格式。 

 

 

 

 

 

 

 

 

 

 

 

 

 

 

 

 

图 B,1 宝玉石追溯档案格式 

 

B.2  宝玉石追溯档案编号规则应符合表 B.1 的要求。 

表 B.1 宝玉石追溯档案编号规则 

标识符类别 要  求 编码规则 

区块链存证 ID 符合区块链协议 符合区块链协议 

公共部分 追溯记录码 

由 18 位阿拉伯数字组成，其中

国别地区码 3 位、生成日期 8 位、

生成时间 6 位、校验码 1 位 

国别地区码按照国别地区报关

代码表（Country area code table，

如阿富汗 101、巴林 102）； 

生成日期 8 位：年份 4 位+月份 2

位+日期 2 位； 

生成实践 6 位：24 小时 2 位+分

钟 2 位+秒 2 位； 

校验码：按照海明（Hamming）

距离规则计算的数值。 

 

 

企业属性 

其他属性 

数据类型 

交易类型 

供应链环节码，2 位阿拉伯数字 

关联的宝玉石标识地址：对象 

内外部宝玉石标识标志，2 位数字 

追溯记录码，18 位阿拉伯数字 

区块链存证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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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续） 

标识符类别 要  求 编码规则 

区块链存证 ID 符合区块链协议 符合区块链协议 

公共部分 

内外部宝玉石标识

标志 
由 2 位阿拉伯数字组成 

00：内部标识（来自内部系统标

识） 

01：外部标识（来自外部系统标

识） 

关联的宝玉石唯一

标识地址 
对象 

宝玉石标识获取地址（URL 格式

对象地址） 

供应链环节码 由 2 位阿拉伯数字组成 

00：保税仓储追溯记录 

01：保税展示追溯记录 

02：保税交易追溯记录 

03：检测服务追溯记录 

04：首次交易服务追溯记录 

05：境外矿源追溯记录 

06：境外贸易追溯记录 

07：境外物流追溯记录 

08：报关数据追溯记录 

09：原石切割和加工追溯记录 

10：成品设计追溯记录 

11：成品制作追溯记录 

12：评估服务追溯记录 

13：再次交易服务记录 

14：拍卖交易服务记录 

个性部分 

交易类型 由 2 位阿拉伯数字组成 
00：内部交易 

01：外部交易 

数据类型 由 2 位阿拉伯数字组成 

00：一般文本数据 

01：格式化文本数据（XML） 

02：数据对象地址字符串 

其他属性 XML 键值对集合 树形键值对集合（文本字符串） 

企业属性 XML 键值对集合 树形键值对集合（文本字符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