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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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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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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特检鲁安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青岛市电梯安全应急和监控中心、济南市

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济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济南市计量检定测试

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成波、陈树芳、李娟、房建斌、韩霜、刘泉江、苏兴明、张洪涛、吴旋、于

蕾、高洪刚、李观松、王磊、刘珍玺、薛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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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电梯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设计、建设及运行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山东省电梯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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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7024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术语 

GB/T 7027—2002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GB/T 15425 商品条码 128条码 

GB/T 22351（所有部分） 识别卡 无触点的集成电路卡 邻近式卡 

GB/T 33993 商品二维码 

GB/T 37470 结构三维码防伪技术条件 

GB/T 38155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术语 

GB/T 38158—2019 重要产品追溯 产品追溯系统基本要求 

GB/T 38656—2020 特种设备物联网系统数据交换技术规范 

DB37/T 4196 电梯安全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交换技术规范 

ISO/IEC 18000—63 信息技术 项目管理的射频识别 第63部分：860 MHz - 960 MHz C型空中

接口通信用参数（Information technology -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for item management 

- Part 63: Parameters for air interface communications at 860 MHz to 960 MHz Type C） 

3 术语和定义 

GB/T 7024、GB/T 3815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追溯 traceability 

通过记录和标识，追踪和溯源客体的历史、应用情况或所处位置的活动。 

注：追溯包括追踪和溯源。 

[来源：GB/T 38155—2019，定义2.2] 

3.2  

追溯单元 traceability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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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其历史、应用情况或所处位置的相关信息进行记录、标识并可追溯的单个产品、同一批次产

品或同一品类产品。 

[来源：GB/T 38155—2019，定义2.4] 

3.3  

追溯系统 traceability system 

基于追溯码、文件记录、相关软硬件设备和通信网络，实现现代信息化管理并可获取产品追溯过程

中相关数据的集成。 

[来源：GB/T 38155—2019，定义2.6] 

3.4  

追溯服务平台 traceability service platform 

向政府、行业、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产品和追溯主体基本信息、产品追溯码服务等追溯服务的信息系

统集合。 

[来源：GB/T 38155—2019，定义2.7] 

3.5  

追溯管理平台 traceability management platform 

由政府（或政府授权的机构）管理，具备追溯信息汇总、处理与综合分析利用等功能，支持对接入

的追溯系统运行情况进行监测评价，用于落实生产经营主体责任和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信息系统集合。 

[来源：GB/T 38155—2019，定义2.8] 

3.6  

电梯安全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elevator safety public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由电梯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或授权机构)建立，汇总电梯制造、安装、使用、维保、许可、监督检查、

检验检测、应急处置、故障监测、保险等信息，实现追溯服务、追溯管理功能的信息化平台。 

4 追溯体系设计 

4.1 通则 

电梯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宜考虑以下因素。 

——合法性。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高效性。充分运用各种先进技术，建立高效、精准的电梯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全链条。涵盖电梯安全管理各环节，实现制造、安装、使用、维保、许可、监督检查、检验检

测、应急处置、故障监测、保险等全链条追溯信息采集。 

4.2 追溯体系架构 

4.2.1 电梯追溯体系架构参见图 1，包括：企业级电梯信息系统、电梯安全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4.2.2 电梯安全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一般具备追溯服务平台和追溯管理平台的功能，与国家平台实现数

据联网交换、共享。 

4.2.3 企业级电梯信息系统实现对电梯制造、安装、使用、维保、检验等各个环节的追溯信息记录和

信息管理，并与电梯安全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外部服务平台实现数据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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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级电梯信息系统

电梯制造 电梯安装 电梯使用 电梯维保

电梯安全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许可

监督检查

应急处置

检验检测

保险

故障监测

外部服务平台

其他

 

图1 电梯追溯体系架构 

4.3 追溯体系构建 

电梯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构建宜采用持续改进的理念，主要流程包括确定追溯主体、确定追溯单元、

确定追溯范围、确定追溯信息及编码标识、构建追溯系统/平台、追溯信息采集、追溯信息交换、追溯

信息应用、验证、评价、改进，参见图2。 

确定追溯主体
确定追溯

单元
确定追溯
范围

确定追溯信息

及编码标识

构建追溯系统

/平台

追溯信息采集

追溯信息交换追溯信息应用验证

改进

评价

 

图2 电梯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构建 

5 追溯体系建设流程 

5.1 确定追溯主体 

电梯质量安全追溯主体可以是电梯制造、安装、使用、维保、检验检测、安全监督管理等相关单位，

追溯主体宜为实施追溯提供必需的资源，并监督追溯体系持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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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主体宜指定责任部门及责任人员负责追溯体系构建，必要时可以成立追溯工作组，定期对追溯

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使其具备实施追溯所需的知识和能力。 

5.2 确定追溯单元 

5.2.1 追溯单元的设置会影响到电梯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追溯精度，宜综合考虑相关文件要求、客户

需求以及经济性等因素予以确定。 

5.2.2 追溯单元一般可以是电梯整机，也可以是电梯部件的单品或批次。 

5.2.3 纳入电梯追溯的电梯部件宜包括：限速器、安全钳、缓冲器、门锁装置、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

置、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控制柜、层门、液压泵站、驱动主机。 

5.3 确定追溯范围 

追溯范围通常可以分为外部追溯和内部追溯： 

——外部追溯过程中追溯单元沿电梯供应链由一个追溯主体转移到下一个或多个追溯主体，可涵盖

电梯生命周期全过程； 

——内部追溯过程中追溯单元在组织内各部门之间流动，宜根据电梯整机或零部件的生产流程或

（和）生产工艺、管理要求等确定各追溯参与主体。 

5.4 确定追溯信息 

5.4.1 追溯信息 

宜根据追溯范围确定需要记录的追溯信息，包括电梯供应链上一环节提供的信息、追溯主体内部追

溯过程中产生的信息、以及向电梯供应链下一环节提供的信息。 

追溯信息一般包括电梯基本信息、电梯制造信息、电梯安装信息、电梯使用信息、电梯维保信息、

电梯检验信息、电梯保险信息、电梯运行状态和故障信息等，并可扩展电梯物联网相关信息。 

5.4.2 追溯编码 

追溯码编码原则宜符合GB/T 7027—2002中第7章的要求。 

电梯整机编码宜由制造单位在产品出厂前完成；若电梯进行改造，由改造单位重新编码。 

电梯部件编码宜由制造单位在部件制造时完成。该编码从出厂到报废的整个寿命周期保持不变。报

废部件的编码封存不再使用。 

5.4.3 追溯标识 

5.4.3.1 电梯整机追溯标识 

电梯整机追溯标识可采用字符、一维码、二维码、结构三维码或电子标签等方式： 

a) 采用一维码标识时，一维码宜符合 GB/T 15425 的要求； 

b) 采用二维码标识时，二维码宜符合 GB/T 33993 的要求； 

c) 采用结构三维码标识时，结构三维码宜符合 GB/T 37470的要求； 

d) 采用电子标签标识时，电子标签宜符合 GB/T 22351（所有部分）或 ISO/IEC 18000—63 的要

求； 

e) 电梯整机追溯标识宜清晰易读和具有永久性，并采用不易损坏的耐用材料制成； 

f) 电梯整机追溯标识一般设置在轿厢铭牌和控制柜上，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整机编码标识一

般分别设置在出口（或入口）铭牌和控制柜上，杂物电梯整机编码标识一般设置在层站标牌和

控制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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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2 电梯部件追溯标识 

电梯部件追溯标识可采用字符、一维码、二维码、结构三维码或电子标签等方式： 

a) 采用一维码、二维码、结构三维码或电子标签时，宜分别符合 5.4.3.1 中 a)、b)、c)、d)的

要求； 

b) 电梯部件追溯标识一般采用铭牌或直接设置在部件本体上，标识宜清晰易读和具有永久性。 

5.5 构建追溯系统/平台 

电梯安全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一般由省级主管部门委托第三方机构或组织进行建设、运营，企业可自

行建设企业级电梯信息系统，为开展追溯提供信息化支撑。 

5.6 追溯信息采集 

追溯信息采集的真实、准确、及时、完整、持久是十分必要的，易于识别和检索，采集方式包括数

据交换、信息系统录入或（和）纸质记录等： 

a) 根据 5.4.1的描述，一般追溯信息内容宜符合 DB37/T 4196的要求，扩展追溯信息即电梯物联

网数据可按照 GB/T 38656-2020中表 3、表 4、表 5的要求； 

b) 纸质记录的信息内容宜转化为电子记录，实现长期保存； 

c) 各类追溯信息宜归集于电梯安全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5.7 追溯信息交换 

电梯追溯信息宜能在企业级电梯信息系统之间、企业级电梯信息系统与电梯安全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之间等进行交换，数据交换的内容、格式、要求等宜符合DB37/T 4196的要求。 

5.8 追溯信息应用 

追溯信息应用宜符合GB/T 38158—2019中6.4的要求。 

5.9 验证 

宜建立追溯能力验证流程，定期实施可追溯演练，保留具有追溯演练结论的记录。 

5.10 评价 

宜定期实施电梯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追溯数据质量等评价，验证可追溯体系的有效性。且在出现不

符合项时，采取纠正措施。 

5.11 改进 

电梯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不满足需求时，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和（或）预防措施，并对纠正措施和（或）

预防措施实施后的效果进行必要的验证，保证体系的持续改进。 

纠正措施和（或）预防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修改追溯体系文件； 

——重新学习追溯体系文件； 

——完善追溯资源； 

——完善追溯编码； 

——完善追溯标识； 

——规范追溯信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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