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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2000.3-2015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网络零售农产品的相关定义、分类方法、编码方法以及具体的分类代码。 

 本文件适用于对我国食用农产品和主要食品品类的网络零售交易进行统计、监测、评估

等活动中商品分类的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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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7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GB/T 10113     分类与编码通用术语 

GB/T 20001.3   标准编写规则 第三部分：分类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 10113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本文件重复列出了该文件中

的术语和定义。 

3.1网络零售农产品 agricultural products online retailed 

指生产者、经销商等以互联网为媒介，面向城乡居民、社会集团等终端消费者销售的食

用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主要食品，不包括非食用农产品、营养素补充剂类保

健食品以及婴幼儿配方乳粉、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3.2食用农产品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供人食用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 

注1：“农业活动”既包括传统的种植、养殖、采摘、捕捞等农业活动，也包括设施农业、生物工程等

现代农业活动。 

注2：“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是指在农业活动中直接获得的以及经过分拣、去皮、剥壳、粉

碎、清洗、切割、冷冻、打蜡、分级、包装等加工，但未改变其基本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的产品。 

3.3网络零售  online retail 

交易双方以互联网为媒介，面向城乡居民、社会集团等终端消费者进行的商品交易活动。 

3.4 线分类法 method of linear classification 

将分类对象按所选定的若干属性（或特征），逐次地分成若干层级，每个层级又分为若

干类目，同一分支的同层级类目之间构成并列关系，不同层级类目之间构成隶属关系。 

3.5 面分类法  method of area classification 

选定分类对象的若干属性（或特征）， 将分类对象按每一属性（或特征）划分成一组独

立的类目，每一组类目构成一个“面”，再按一定顺序将各个“面”平行排列。使用时根据

需要将有关“面”中的相应类目按“面”的指定排列顺序组配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复合类

目。 



3.6 混合分类法 method of composite classification 

将线分类法和面分类法组合使用，以其中一种分类法为主，另一种做补充的信息分类方

法。 

4 分类方法 

4.1采用面分类法为主、线分类法为辅的混合分类法。 

4.2 按产品的产业源、加工程度与加工工艺、消费场景等属性和特征进行分类。 

5 类别和产品命名方法 

5.1 产品大类名称主要采用网络零售平台的习惯命名，兼顾产品的科学分类。 

5.2 产品中类和小类名称主要采用科学分类法命名，适当兼顾产品加工工艺、消费场景

和大众习惯命名，对实际应用中需要使用产品其他名称的，在“别名”栏中补充说明。 

6 代码结构与编码方法 

6.1 采用分层次和可变递增格式编码方法。代码分 3个层级，从前到后依次命名为大

类、中类和小类。代码结构见图 1。 

 XX  XX  XX   

 

产品代码：大类 

产品代码：中类 

产品代码：小类 

图 1 代码结构图 

6.2 产品代码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每个层级 2位数字，代码范围为 00~99，“其他××× ”

的末位代码一律采用“99”表示。 

7 编码说明 

7.1 本标准中的产品代码，仅表示该产品在本分类体系中的位置和代号，不表示其他含

义，不宜作为部门或行业职能管理范围的界定依据。 

7.2 本标准是开放体系，其代码表可加层，可在各层增加内容，新增加的产品应排列在

该产品所属类目之后。 

7.3 同一类目下的产品分类原则上按一个属性或特征进行分类，对多属性产品，用 2 个

或 2 个以上属性进行分类，形成复合类目。 

8 分类与代码 

本文件将网络零售农产品分为蔬菜、果品、畜禽产品、水产品、特产滋补、粮油米面、

调味品、预制食品、乳及乳制品、方便食品、休闲食品、茶、饮品、酒，共 14 个大类。网

络零售农产品分类与代码表见表 1。 



表 1 网络零售农产品分类与代码表 

大类 中类 小类 分类名称 别名 说明 

01  
 

蔬菜   

 0101 
 

根茎类蔬菜   

  010101 萝卜 莱菔  

  010102 胡萝卜 黄萝卜、红萝卜  

  010103 芫青 蔓菁、圆根、盘

菜 
 

  010104 莴苣   

  010105 红菜头 紫菜头  

  010106 牛蒡 大力子、东洋萝

卜 
 

  010107 姜   

  010199 其他根茎类蔬菜   

 0102 
 

薯蓣类蔬菜   

  010201 马铃薯 土豆、洋芋、山

药蛋 
 

  
010202 甘薯 山芋、红芋、番

薯、红薯、白

薯、红苕、地瓜 

 

  010203 芋 芋艿  

  010204 山药 野山药、怀山药  

  010205 豆薯 凉薯、沙葛  

  010206 菊芋 洋姜、鬼子姜  

  010299 其他薯蓣类蔬菜   

 0103  豆类蔬菜   

  010301 扁豆 和豆、沿篱豆、

娥眉豆、猪耳豆 
 

  010302 豇豆 长豇豆、长豆

角、带豆 
 

  010303 菜豆 芸豆、四季豆、

油豆 
 

  
010304 （青）豌豆 麦豌豆、寒豆、

麦豆、雪豆、毕

豆、麻累、国豆 

 

  010305 荷兰豆   

  010399 其他豆类蔬菜   

 0104  白菜及甘蓝类蔬菜   

  010401 大白菜 黄芽菜、结球白

菜 
 

  010402 小白菜 青菜、油菜  

  010403 菜薹 菜心、绿菜薹  

  
010404 结球甘蓝 洋白菜、圆白

菜、包菜、卷心

菜、莲花白 

 

  010405 球茎甘蓝 苤蓝、擘蓝、玉

蔓菁 
 

  010406 花椰菜 花菜、菜花  

  010407 青花菜 西兰花、绿菜花  

  010499 其他白菜及甘蓝类蔬菜   



大类 中类 小类 分类名称 别名 说明 

01 0105  叶菜类   

  010501 莴苣  包括生菜和油麦菜等 

  010502 芹菜 本芹、旱芹、药

芹菜 
 

  010503 菠菜 波斯草、赤根菜  

  010504 苋菜 青香苋、米菜  

  010505 茴香 小茴香  

  010506 茼蒿 蓬蒿  

  010599 其他叶类蔬菜   

 0106  芥菜类   

  010601 芥菜头 大头菜、辣疙

瘩、青菜头 
 

  010602 包心芥   

  010603 雪里蕻   

  
010604 

010699 

芽芥菜 

其他芥菜类蔬菜 

  

 0107  芽菜类   

  010701 豆芽  包括绿豆芽、黄豆芽

和黑豆芽等 

  010702 萝卜芽 娃娃缨萝菜、萝

卜苗 
 

  010703 豌豆（苗） 豌豆芽、豆苗  

  010799 其他芽菜类蔬菜   

 0108  茄果类   

  010801 番茄 西红柿、洋柿子 包括圣女果、樱桃番

茄等 

  010802 茄子 落苏、茄仔  

  010803 （鲜）辣椒 辣子、辣角  

  010804 柿子椒 灯笼椒、甜椒  

  010899 其他茄果类蔬菜   

 0109  葱蒜类   

  010901 韭菜 草钟乳、起阳

草、懒人菜 
 

  010902 大葱 汉葱  

  010903 洋葱 葱头、圆葱  

  010904 大蒜 蒜头、胡蒜  

  010999 其他葱蒜类蔬菜   

 0110  瓜类蔬菜   

  011001 黄瓜 胡瓜、青瓜、王

瓜、刺瓜 
 

  011002 丝瓜 蛮瓜、水瓜  

  011003 苦瓜 凉瓜、癞瓜  

  011004 冬瓜 东瓜  

  011005 南瓜 倭瓜  

  011006 西葫芦 白瓜、番瓜  

  011007 瓠瓜 瓠子、葫芦  



大类 中类 小类 分类名称 别名 说明 

01 0110 011099 其他瓜类蔬菜   

 0111  水生蔬菜   

  011101 莲藕   

  011102 荸荠 马蹄、地栗  

  011103 茭白 茭笋  

  011104 茨菰 慈姑、燕尾草  

  011105 芡实 鸡头米、芡  

  011199 其他水生蔬菜   

 0112  多年生及杂类蔬菜   

  011201 香椿 椿花、椿天  

  011202 芦笋   

  011203 （鲜）百合 夜合、中蓬花  

  011204 （鲜）竹笋  包括冬笋、春笋等 

  011299 其他杂类蔬菜   

 0113  （鲜）食用菌  不包括灵芝、虫草、

茯苓等滋补食材 

  011301 （鲜）香菇 香蕈、冬菇、花

菇 
 

  011302 平菇 侧耳、北风菌、

冻菌 
 

  011303 杏鲍菇 刺芹侧耳、雪

茸、干贝菇 
 

  011304 金针菇 冬菇、朴菇、朴

菰 
 

  011305 双孢菌 白蘑菇、洋菇  

  011306 （鲜）木耳  包括黑木耳、毛木耳

等 

  011307 （鲜）银耳   

  011308 绣球菌   

  011309 松露   

  011399 其他鲜食用菌   

 0114  干制蔬菜菌菇   不包括灵芝、虫草、

茯苓等滋补食材 

  011401 黄花菜 金针菜、柠檬萱

草 
 

  011402 笋干   

  011403 干蕨菜   

  011404 干木耳   

  011405 干银耳   

  011406 干香菇   

  011407 干竹荪   

  011499 其他干制蔬菜菌菇    

 0115  冷冻蔬菜   

  011501 冷冻甜玉米粒   

  011502 冷冻豌豆   

  011502 冷冻杂类蔬菜   

  011599 其他冷冻蔬菜   



大类 中类 小类 分类名称 别名 说明 

02   果品   

 0201  仁果类水果   

  020101 苹果   

  020102 梨   

  020103 山楂   

  020104 枇杷   

  020199 其他仁果类水果   

 0202  核果类水果   

  020201 桃   

  020202 （鲜）枣 大枣、枣子  

  020203 杏   

  020204 李   

  020205 梅   

  020206 樱桃   

  020207 杨梅   

  020208 牛油果 油梨、鳄梨  

  020299 其他核果类水果   

 0203  浆果及复聚果类水果   

  020301 葡萄 提子、蒲桃  

  020302 柿子   

  020303 猕猴桃 阳桃、羊桃、藤

梨 
 

  020304 草莓   

  020305 蓝莓 越桔  

  020306 桑葚   

  020307 树莓 木莓  

  020308 无花果   

  020399 其他浆果类水果   

 0204  柑橘类水果   

  020401 桔   

  020402 柑   

  020403 橙   

  020404 柚   

  020405 柠檬   

  020499 其他柑橘类水果   

 0205  瓜类水果   

  020501 西瓜   

  020502 甜瓜   

  020599 其他瓜类水果   

 0206  热带水果   

  020601 香蕉  包括芭蕉、米蕉、糯

米蕉、帝王蕉 
  020602 菠萝 凤梨  

  020603 芒果 杧果  



大类 中类 小类 分类名称 别名 说明 

02 0206 020604 荔枝   

  020605 （鲜）龙眼 桂圆、益智  

  020606 红毛丹 韶子  

  020607 木瓜 番木瓜  

  020608 椰子   

  020609 菠萝蜜 木菠萝  

  020610 榴莲   

  020611 百香果 西番莲  

  020612 火龙果 红龙果、仙蜜果  

  020699 其他热带水果   

 0207  其他鲜果   

  020701 人参果 香瓜茄、长寿

果、凤果、艳果 
 

  020799 其他未列名鲜果   

 0208  干制水果  指未经糖渍、盐渍的

干制水果或果肉 
  020801 （干）枣 红枣  

  020802 葡萄干   

  020803 柿饼   

  020804 干杏   

  020805 无花果干   

  020806 （干）龙眼   

  020899 其他干果   

 0209  冷冻水果   

  020901 冷冻菠萝   

  020902 冷冻荔枝   

  020903 冷冻榴莲   

  020904 冷冻莓果  指冷冻草莓、树莓、

蓝莓等水果 
  020999 其他冷冻水果    

 

0210  生鲜坚果与籽类  经清洗、筛选，未进

行熟制的坚果、籽类

或其籽仁，去壳或未

去壳  

  021001 （生鲜）核桃（仁）   

  021002 （生鲜）板栗（仁）   

  021003 （生鲜）花生（仁）   

  021004 （生鲜）瓜籽（仁）   

  021005 （生鲜）杏仁   

  021006 （生）芝麻  包括黑芝麻、白芝麻 

  021099 其他生鲜坚果与籽类   

03   畜禽产品   

 0301  畜肉及可食用副产品   

  030101 猪肉  指鲜、冷藏或冷冻猪

肉，带骨或不带骨 

      



大类 中类 小类 分类名称 别名 说明 

03 0301 030102 牛肉  指鲜、冷藏和冷冻牛

肉，带骨或不带骨 

  030103 羊肉  指鲜、冷藏和冷冻羊

肉，带骨或不带骨 

  030104 兔肉  指鲜、冷藏和冷冻兔

肉，带骨或不带骨 

  030105 驴肉  指鲜、冷藏和冷冻驴

肉，带骨或不带骨 

  
030106 猪内脏及副产品 

 
指鲜、冷藏和冷冻猪

头、蹄、耳及肝、

肾、肠、肚等 

  
030107 牛内脏及副产品 

 
指鲜、冷藏和冷冻牛

头、蹄及肝、肠、肚

等 

  
030108 羊内脏及副产品 

 
指鲜、冷藏和冷冻羊

头、蹄、肝、肠、肚

等 

  030109 驴内脏及副产品  
指鲜、冷藏和冷冻驴

肝、肾、肠、肚等 

  030110 兔内脏及副产品  
指鲜、冷藏和冷冻兔

头等 
  030199 其他畜肉及可食用副产品   

 0302  禽肉及可食用副产品   

  030101 鸡肉  指鲜、冷藏和冷冻鸡

肉，分割或未分割 

  030102 鸭肉  指鲜、冷藏和冷冻鸭

肉，分割或未分割 

  030103 鹅肉  指鲜、冷藏和冷冻鹅

肉，分割或未分割 

  030104 禽类副产品  指鲜、冷藏和冷冻禽

类的心、肝、胗、肠

以及头、爪等 

  030199 其他禽肉及可食用副产品   

 0303  禽蛋   

  030101 鸡蛋  指鲜、冷藏和冷冻鸡

蛋 

  030102 鸭蛋  指鲜、冷藏和冷冻鸭

蛋 

  030103 鹅蛋  指鲜、冷藏和冷冻鹅

蛋 

  030104 鹌鹑蛋  
指鲜、冷藏和冷冻鹌

鹑蛋 

  030199 其他禽蛋   

04   水产品   

 
0401  鱼类  指活的、冰鲜和冷冻

鱼及制品，切片或未

切片 

  040101 鲫鱼   

  040102 鲢鱼 白鲢  

  040103 鲈鱼 花鲈、寨花  

  040104 鳜鱼 桂花鱼、花鱼  

  040105 黑鱼   



大类 中类 小类 分类名称 别名 说明 

04 0401 040106 鲳鱼 镜鱼  

  040107 大黄鱼 黄花鱼、黄鱼  

  040108 带鱼 刀鱼  

  040109 鳗鱼 狼牙鳝  

  040110 鲅鱼 马鲛鱼  

  040111 鲆鱼 偏口鱼  

  040112 罗非鱼 非洲鲫鱼  

  040113 可食用鱼类副产品  包括鱼籽、鱼鳔等 

  040199 其他鱼类   

 
0402  虾类  指活的、冰鲜和冷冻

的虾及制品，包括虾

仁、虾尾等 

  040201 小龙虾 克氏原鳌虾  

  040202 青虾 河虾、日本沼虾  

  
040203 白虾 白米虾、太湖白

虾 

 

  040204 大虾 罗氏沼虾  

  040205 基围虾 刀额新对虾  

  040206 虾蛄 皮皮虾、琵琶虾  

  040207 对虾 明虾  

  040208 龙虾   

  040299 其他虾类及制品   

 0403  蟹类 
 

指活的、冰鲜和冷冻

的蟹，分割和未分割 

  040301 大闸蟹 河蟹、中华绒螯

蟹、毛蟹 

 

  040302 梭子蟹 白蟹、梭子  

  040303 青蟹 锯缘青蟹  

  040304 海蟹   

  040305 帝王蟹   

  040399 其他蟹类   

 
0404  贝类 

 

指活的、冰鲜和冷冻

的贝类，带壳和不带

壳 

  
040401 贻贝 海虹、淡菜、青

口 

 

  040402 扇贝 海扇  

  040403 花蛤   

  040404 青蛤   

  040405 蛏子   

  040406 田螺   

  040407 牡蛎 海蛎子、蚝  

  040408 鲍鱼   

  040499 其他贝类   

      



大类 中类 小类 分类名称 别名 说明 

04 0405  软足类  指活的、冰鲜和冷冻

的软足类，分割和未

分割 

  040501 鱿鱼 柔鱼  

 
 040502 乌贼 墨鱼、墨斗鱼、

花枝 

 

  040503 章鱼   

  040599 其他软足类   

 0406  藻类  指鲜的、冰鲜和冷冻

的可食用藻类 
 

 
040601 海带   

  040602 鹿角菜 麒麟菜、角叉菜  

  040603 石花菜 海冻菜  

  040604 螺旋藻 节旋藻  

 
 

040699 其他藻类   

 0407  其他鲜活水产品  指活的、冰鲜和冷冻

的其他可食用水产品 
 

 
040701 牛蛙   

  040702 甲鱼   

  040703 海参   

  040704 海胆 刺锅子  

  040705 海肠   

  040799 其他未列名鲜活水产品   

 0408  干制水产    

  
040801 干制鱼类  包括黄鱼干、鳗鱼

干、银鱼干等 

  040802 干制虾类  包括虾米、虾皮等 

  
040803 干制贝类  包括干贝、鲍鱼干、

贻贝干、海螺干等 

  
040804 干制藻类  包括干海带、紫菜、

海苔等 

  
040804 干制海参  包括干制刺参、茄

参、梅花参等 

  
040899 其他干制水产品  包括鱼皮、鱼肚、章

鱼干、鱿鱼干、墨鱼

干等 

05 

 

 特产滋补  包括药食同源的食材

食品，地方特色食材

等，不包括维生素等

营养剂补充类保健

品、中成药等 

 0501  植物类滋补品   

  050101 人参   

  050102 石斛   

  050103 三七   

  050104 黄芪   

  050105 当归   

  050106 枸杞   

  050107 藏红花   



大类 中类 小类 分类名称 别名 说明 

05 0501 050199 其他植物类滋补品   

 0502  动物类滋补品   

  050201 阿胶   

  050202 燕窝   

  050203 雪蛤   

  050204 鹿茸   

  050299 其他动物类滋补品   

 0503  蜂产品   

  050301 蜂蜜   

  050302 蜂王浆   

  050303 蜂胶   

  050304 蜂蛹   

  050399 其他蜂产品   

 0504  菌类滋补品   

  050401 茯苓   

  050402 灵芝   

  050403 冬虫夏草   

  050499 其他菌类滋补品   

 0505  特产食材   

  050501 蚕蛹   

  050502 蝉蛹   

  050503 其他可食用昆虫   

  050599 其他特产食材   

06   粮油米面   

 0601  稻米及制品   

  060101 籼米   

  060102 粳米   

  060103 糯米   

  060104 香米   

  060105 黑米   

  060106 紫米   

  060107 糙米   

  060108 糯米粉   

  060109 粘米粉   

  060199 其他稻米及粉面制品   

 0602  小麦及面粉   

 

 060201 通用小麦粉  包括小麦特一粉、特

二粉、标准粉和普通

粉等 

 

 060202 专用小麦粉  包括用于制作面包、

蛋糕、饼干、饺子等

的专用小麦粉 

  060203 全麦粉   

  060204 谷朊粉 面筋粉  



大类 中类 小类 分类名称 别名 说明 

06 0602 060205 小麦籽粒   

  060206 麦仁   

  060299 其他小麦及面粉   

 0603  杂粮杂豆及粉面制品   

 

 060301 玉米及制品  包括玉米籽粒、玉米

片、玉米糁、玉米粉

等 

  060302 小米及制品 粟米 包括小米、小米粉等 

 
 060303 高粱及制品  包括高粱米、高粱面

粉等 

 
 060304 大麦及制品 青稞、元麦、米

大麦 

包括大麦、大麦粉、

青稞粉等 

 
 060305 燕麦及制品 雀麦、野麦 包括燕麦米、燕麦

片、燕麦粉等 

 
 060306 莜麦及制品 莜麦、油麦、玉

麦、铃铛麦 

包括莜麦米、莜麦面

粉等 

 
 060307 黍米及制品 软糜子、糯大黄

米 

包括大黄米、大黄米

粉等 

  060308 薏苡米 薏仁米  

 
 060309 大豆及制品  包括黄大豆、黑大豆

及大豆粉等 

 
 060310 绿豆 植豆、文豆、青

小豆 

 

 
 060311 赤豆 红豆、红小豆、

赤小豆 

 

 
 060399 其他杂粮及粉面制品   

 0604  米面干制品   

  060401 面条  以麦类、杂粮等为主

要原料，通过和面、

制条等工序，经干燥

制成的生制品 

 
 060402 米线/米粉  以稻米为主要原料加

工制成的生制品 

  060499 其他米面干制品   

 0605  食用淀粉及制品   

 

 060501 食用淀粉  以谷物、豆类、薯类

等为原料制成的食用

淀粉 

 
 060502 淀粉制品  包括粉丝、粉皮、粉

圆等 

  060599 其他淀粉制品  包括蕨根粉等 

 0606  食用植物油   

  060601 大豆油   

  060602 花生油   

  060603 菜籽油   

  060604 玉米油   

  060605 橄榄油   

  060606 亚麻籽油 胡麻籽油  

  060607 核桃油   



大类 中类 小类 分类名称 别名 说明 

06 0606 060608 葵花籽油   

  060609 芝麻油   

  060610 茶籽油   

  060611 玉米胚芽油   

  060612 米糠油   

  060613 调和油   

  060614 人造奶油 人造黄油、植物

黄油 
 

  060699 其他植物油   

 0607  食用动物油脂   黄油等列入乳制品 

  060701 猪油   

  060702 牛油   

  060703 羊油   

  060799 其他食用动物油脂   

07  

 调味品  不包括盐、苏打、味

精等工业调味品及食

品添加剂 

 0701  调味糖   

  070101 红糖   

  070102 绵白糖   

  070103 白砂糖   

  070199 其他调味糖   

 0702  香辛料   

  070201 （干）辣椒  包括干辣椒和辣椒

粉、面 

  070202 花椒 秦椒、川椒 包括青花椒、干花椒

和花椒粉、面 

 
 070203 胡椒 玉椒、古月 包括黑胡椒、白胡

椒、黑胡椒粉和白胡

椒粉 
  070204 孜然 枯茗 包括孜然粉 

  070205 姜粉   

  070206 肉桂 玉桂、桂  

  070207 八角 八角茴香、大茴

香 

 

  070208 小茴香 角茴香、谷茴香  

  070209 豆蔻 小豆蔻、圆豆蔻  

  070210 香叶 月桂叶  

  070211 草果 草果仁  

  070212 迷迭香 海露、万年志  

  070213 复合香辛料  包括五香粉、十三香

等 
  070299 其他香料制品   

 0703  谷物杂粮调味    

  070301 醋   

  070302 酱油   

  070303 甜面酱    



大类 中类 小类 分类名称 别名 说明 

07 0703 070304 黄酱    

  070305 豆瓣酱    

  070306 豆豉酱    

  070307 酱豆腐    

  070399 其他谷物杂粮调味   

 0704  蔬菜调味酱    

  070401 番茄酱   

  070402 辣椒酱   

  070403 芥末酱   

  070404 韭菜花酱   

  070405 蘑菇酱   

  070499 其他蔬菜调味酱   

 

0705  花果酱  
 

不包括以香精为主制

成的果酱、果泥和果

膏 

  070501 苹果果酱   

  070502 桃果酱   

  070503 草莓果酱   

  070504 蓝莓果酱   

  070505 柑橘果酱  包括橙子果酱、柠檬

果酱等 
  070506 芒果酱   

  070507 梨膏   

  070508 百香果酱   

  070509 椰子酱   

  070510 桂花酱   

  070599 其他果泥、果酱、果膏   

 0706  坚果酱   

  070601 麻酱   

  070602 花生酱   

  070603 栗子酱   

  070604 榛子酱   

  070699 其他坚果酱   

 0707  畜禽和水产调味   

  070701 骨粉调味品  包括鸡精、猪骨素等 

  
070702 肉汁调味品  包括鸡汁、猪浓缩肉

汁、牛羊浓缩肉汁等 

  
070703 水产调味酱汁  包括虾酱、蟹黄酱、

蚝油、鲍鱼汁等 

  070799 其他畜禽水产调味   

 0708  复合调味料   

  070801 火锅料   

  070802 烧烤酱   

  070803 卤肉料   



大类 中类 小类 分类名称 别名 说明 

07 0708 070804 咖喱   

  070899 其他复合调味料   

08   预制调理食品   

 0801  米面预制食品   

  080101 生（湿）面条   

  080102 生（湿）米粉/米线   

  080103 预制含馅面点  包括速冻包子、速冻

饺子、速冻馄饨、速

冻烧麦、速冻春卷等 

  080104 预制不含馅面点  包括速冻馒头、速冻

窝头、速冻手抓饼、

速冻面团等 

  080105 汤圆  包括速冻汤圆、冷冻

元宵、糯米圆子等 

 
 080106 粽子  包括速冻和真空包装

的粽子 

  080107 预制西式面点  包括速冻面包

（坯）、速冻蛋糕

（坯）、速冻饼干

（坯）、速冻蛋挞

皮、速冻披萨饼底等 

  080108 速冻薯条  包括速冻薯条、薯饼

等 

  080199 其他速冻米面制品   

 0802  豆制品    

  080201 豆腐   

  080202 豆皮  包括腐竹、腐皮 

  080299 其他豆类制品   

 0803  预(调)制肉类制品    

  080301 调制猪肉  包括冷藏和冷冻的调

制猪肉排、肉串等分

割制品及肉饼、肉丸

等肉糜制品 

  080302 调制牛肉  包括冷藏和冷冻的调

制牛肉排、肉串等分

割制品及肉饼、肉丸

等肉糜制品 

  080303 调制羊肉  包括冷藏和冷冻的调

制羊肉排、肉串等分

割制品及肉饼、肉丸

等肉糜制品 

  080304 调制禽肉  包括冷藏和冷冻的调

制禽肉排、肉串等分

割制品及肉饼、肉丸

等肉糜制品 

  080305 腊、咸肉  包括腌渍、熏制的未

经熟制的火腿、腊

肉、咸鸭等 

  080399 其他预(调)制肉类制品 

 

 
 



大类 中类 小类 分类名称 别名 说明 

08 0804  预(调)制水产制品    

  080401 预(调)制水产品  包括冷藏和冷冻的调

制鱼片及鱼丸、鱼豆

腐、虾丸、蟹肉棒等

肉糜制品 

  080402 腊、咸水产品  包括腌渍、熏制的未

经熟制的鱼类制品及

其他水产制品 

  080499 其他预(调)制水产制品   

 0805  菜肴类预制食品 半成品菜  

  080501 畜禽肉类半成品菜  包括梅菜扣肉、鱼香

肉丝、番茄牛腩等半

成品菜 

  080502 水产半成品菜  包括酸菜鱼等半成品

菜 

  080599 其他半成品菜   

09   乳及乳制品  不含婴幼儿配方奶粉 

 0901  液体牛乳和乳粉   

  090101 鲜牛乳  指牛乳为原料的巴氏

杀菌乳 

  090102 纯牛乳  包括牛乳为原料的高

温灭菌乳、调制乳、

灭菌乳等 

  090103 酸牛乳  包括牛乳为原料的原

味发酵乳、风味发酵

乳等 

  090104 牛乳粉  包括牛乳为原料的全

脂乳粉、脱脂乳粉、

调制乳粉、乳清粉

等，不含婴幼儿牛乳

粉 

 0902  液体羊乳及乳粉   

  090201 鲜羊乳  指羊乳为原料的巴氏

杀菌乳 

  090202 纯羊乳  包括羊乳为原料的高

温灭菌乳、调制乳、

灭菌乳等 

  090203 酸羊乳  包括羊乳为原料的原

味发酵乳、风味发酵

乳等 

  090204 羊乳粉  包括羊乳为原料的全

脂乳粉、脱脂乳粉、

调制乳粉、乳清粉

等，不含婴幼儿羊乳

粉 

 0903  其他畜类液体乳及乳粉   

  090301 其他畜类液体乳  包括骆驼奶等 

  090302 其他畜类乳粉  包括骆驼奶粉等 

 0904  其他乳制品   

  090401 炼乳   

  090402 黄油   



大类 中类 小类 分类名称 别名 说明 

09 0904 090403 奶油   

  090404 干酪   

  090405 再制干酪   

  090499 其他未列名乳制品   

10   方便食品   

 1001  方便主食品    

  100101 方便面   

  100102 方便米饭   

  100105 方便粥   

  100106 方便米粉/米线   

  100107 方便粉丝   

  100199 其他方便主食品   

 1002  速食代餐   

  100201 面包  包括各类面包、吐司

等 

  100202 即食麦片  包括即食玉米片、燕

麦片、大麦片等，添

加或未添加其他辅料 

  100203 冲饮速食  包括各类谷物冲饮、

豆奶粉、豆浆粉、芝

麻粉糊、藕粉、代餐

粉等 

  100299 其他速食代餐   

 1003  熟肉制品    

  100301 猪肉熟制品  指熟的猪肉酱、腌、

腊、卤和熏烤制品 

  100302 牛羊肉熟制品  指熟的牛羊肉酱、

腌、腊、卤和熏烤制

品 

  100303 禽肉熟制品  指熟的禽肉酱、腌、

腊、卤和熏烤制品 

  100304 肉糜熟制品  熟的肉肠、肉丸等肉

糜制品 

 
 100399 其他熟肉制品   

 1004  蛋制品   

  100401 皮蛋   

  100402 咸蛋   

  100403 卤蛋   

  100404 糟蛋   

  100405 鸡蛋干   

  100499 其他蛋制品   

 

1005  罐头食品  包括储存在罐、玻璃

罐、复合薄膜袋或其

他包装材料容器中的

即食食品 

 
 100501 谷物罐头  包括甜玉米、黄豆、

鹰嘴豆罐头等 



大类 中类 小类 分类名称 别名 说明 

10 1005 100502 畜禽肉罐头  包括猪肉罐头、牛肉

罐头、羊肉罐头、鸡

肉罐头等 

  100503 水产罐头  包括沙丁鱼罐头、金

枪鱼罐头、带鱼罐

头、小龙虾罐头、鲍

鱼罐头等 

  100504 蔬菜罐头  包括番茄罐头、黄瓜

罐头、芦笋罐头等 

  100505 食用菌罐头  包括双孢菌罐头、鸡

枞罐头等 

 

 100506 水果罐头  包括桃罐头、山楂罐

头、橘子罐头、菠萝

罐头、杨梅罐头等 

 
 100599 其他罐头制品   

 1006  蔬菜腌制品   

  100601 酱菜  酱腌什锦蔬菜 

 
 100602 泡菜  朝鲜泡菜、四川泡菜

等 

 
 100603 腌渍菜  榨菜、腌黄瓜、腌萝

卜等 

  100699 其他蔬菜腌制品   

11   休闲食品   

 

1101  中式糕点  以粮、油、糖、蛋等

为主料，添加（或不

添加）适量辅料，经

调制、成型、熟制等

工序制成的中式糕点

食品。 

  110101 月饼   

  110102 麻花   

  110103 萨其马   

  110104 鲜花饼   

  110105 米糕发糕   

  110106 糕团   

 
 110199 其他中式糕点   

 1102  西式糕点   

  110201 混酥类糕点  包括蛋挞等 

  110202 起酥类糕点  包括羊角酥等 

  110203 蛋糕类糕点   

  110204 泡芙   

  110205 果冻布丁   

 
 110299 其他西式糕点   

 1103  饼干   

  110301 饼干   

 
 110302 威化饼干 华夫饼干、维夫

饼干 

 



大类 中类 小类 分类名称 别名 说明 

11 1103 110303 蛋卷   

  110399 其他饼干   

 1104  膨化食品   

  110401 薯类膨化食品  包括薯条、薯片等 

  110402 米面类膨化食品  包括锅巴、爆米花、

米饼、糙米卷等 

  110403 果蔬膨化食品  包括蔬菜脆皮、水果

脆片、山药脆片、食

用菌脆片等 

  110499 其他膨化食品   

 1105  肉脯卤味   

 
 110501 肉干肉脯  包括牛肉干、猪肉

脯、肉松等 

 
 110502 卤肉零食  包括即食卤鸭脖、卤

鸭舌等 

 
 110503 即食海鲜  包括即食鱼、即食鱿

鱼等 

 
 110504 豆干卤干  包括即食豆干、素

肉、臭豆腐等 

  110599 其他卤味零食   

 1106  果脯蜜饯   

 
 110601 话梅类蜜饯  包括话梅、话杏、制

芒果、制陈皮等 

 

 110602 果脯果干  包括杏脯、桃脯、苹

果脯、梨脯、菠萝

干、芒果干等 

 
 110603 糕羹类蜜饯  包括山楂糕、山楂

条、酸枣糕等 

  110699 其他蜜饯   

 

1107  熟制坚果与籽类食品 炒货食品 以坚果、籽类或其籽

仁为原料，添加或未

添加其他辅料，经炒

制、烘烤、油炸或其

它熟制加工工艺制成

的食品 

  110701 （熟）葵花籽（仁） 瓜子  

  110702 （熟）西瓜子（仁） 黑瓜子  

  110703 （熟）南瓜子（仁） 白瓜子  

  110704 （熟）花生（仁）   

  110705 （熟）板栗（仁）   

  110706 （熟）核桃（仁）   

  110707 （熟）松子（仁）   

  110708 （熟）榛子（仁）   

  110709 （熟）腰果（仁）   

 
 110710 （熟）豆类  包括焙炒青豆、豌

豆、蚕豆等 

 
 110799 其他炒货食品   

 1108  糖果巧克力   

  110801 巧克力及制品   



大类 中类 小类 分类名称 别名 说明 

11 1108 110802 麦芽糖   

  110803 饴糖   

  110804 奶糖   

  110805 果糖   

  110899 其他糖果制品   

12   茶   

 1201  毛茶   

 
 120101~99 毛茶  包括绿茶、红茶等的

毛茶 

 1202  绿茶   

  120201 龙井   

  120202 碧螺春   

  120203 黄山毛峰   

  120204 太平猴魁   

  120205 烘青   

  120206 眉茶   

  120299 其他绿茶   

 1203  白茶   

  120301 白毫银针   

  120302 白叶芽   

  120303 白牡丹   

  120304 贡眉   

  120399 其他白茶   

 1204  黄茶   

  120401 君山银针   

  120402 蒙顶黄芽   

  120403 毛尖   

  120499 其他黄茶   

 1205  乌龙茶   

  120501 武夷岩茶   

  120502 大红袍   

  120503 铁观音   

  120504 奇兰   

  120505 冻顶乌龙   

  120599 其他乌龙茶   

 1206  红茶   

  120601 正山小种   

  120602 滇红   

  120603 祁红   

  120604 川红   

  120605 闽红   

  120699 其他红茶   



大类 中类 小类 分类名称 别名 说明 

12 1207  黑茶   

  120701 普洱茶   

  120702 六堡茶   

  120703 湖南黑茶   

  120704 安化黑茶   

  120705 边茶   

  120799 其他黑茶   

 1208  谷物茶   

  120801 大麦茶   

  120802 苦荞茶   

  120899 其他谷物茶   

 1209  花卉茶   

  120901 玫瑰花   

  120902 茉莉花   

  120903 菊花   

  120999 其他花卉茶   

 1210  其他茶或代茶   

  121001~99 其他茶或代茶   

13   饮品  不包括矿泉水、碳酸

饮料、运动饮料、功

能性饮料等 

 1301  谷物杂粮饮料   

  130101 玉米汁   

  130102 糙米汁   

  130103 薏米汁   

  130104 燕麦露   

  130199 其他谷物饮料   

 1302  果蔬饮料   

 
 130201 蔬菜汁饮料  包括番茄汁、胡萝卜

汁、甘蓝汁等饮料 

 
 130202 果汁饮料  包括苹果汁、桃汁、

橙汁、葡萄汁等饮料 

 

 130203 果蔬固体饮料  包括水果粉、酸梅

晶、橙汁粉等固体饮

料 

 
 130204 果蔬茶饮料  包括柚子茶等果蔬冲

饮果酱 

  130299 其他果蔬饮料   

 1303  蛋白饮料   

  130301 豆奶豆浆   

  130302 核桃露   

  130303 杏仁露   

  130304 椰奶   

  130305 花生奶   

  130306 含乳饮料  包括乳酸菌饮料 

  130399 其他蛋白饮料   



大类 中类 小类 分类名称 别名 说明 

13 1304  咖啡及咖啡饮料   

 
 130401 生咖啡豆  指未经烘焙的生咖啡

豆 

 
 130402 咖啡豆  指经烘焙工艺制成的

咖啡豆 

 
 130403 咖啡粉 黑咖啡粉 指烘焙后的咖啡豆经

研磨制成的纯咖啡粉 

  130404 速溶咖啡 速溶黑咖啡 指咖啡萃取液中的水

分经雾干或冻干工艺

去除后得到的咖啡提

取物 

  130405 花式速溶咖啡 三合一咖啡  

  130406 咖啡浓缩液  指浓缩的咖啡萃取液 

 
 130407 咖啡饮料  包括即饮咖啡和咖啡

风味饮料 

 
 130499 其他咖啡及咖啡饮料  包括即饮咖啡和咖啡

风味饮料 

 1305  其他饮料   

  130501 凉茶   

  130502 石斛饮料   

  130503 花卉汁饮料   

  130504 调味茶饮料   

  130599 其他饮料   

 1306  冷冻饮品   

  130601 冰淇淋   

  130602 雪糕   

  130603 雪泥   

  130699 其它冷冻饮品   

14   酒   

 1401  谷物蒸馏酒   

  140101 白酒   

  140199 其他谷物蒸馏酒   

 1402  谷物发酵酒   

  140201 黄酒   

  140202 米酒   

  140203 啤酒   

  140299 其他谷物发酵酒   

 1403  水果发酵酒   

  140301 葡萄酒   

  140302 青梅酒   

  140303 苹果酒   

  140399 其他果酒   

 1404  其他酒   

  140401 可可酒   

  140402 奶酒   

  140499 其他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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