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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步验证，实现精益的产品贴标签过程
从医疗设备制造到包装零售消费品，各个行业对于产品可追溯性的需求都在日益增长。厂商仅靠生产优质产品已不足以满足
客户全方位的需要，还必须避免退货、罚款或召回。如今，产品数据缺失、不精确或者模糊不清这些简单的问题都可能会导
致高昂的花费。采用标签验证系统确实能够避免出现这些问题，但是验证系统使用或放置不当也会导致内部运行时的时间和
材料浪费。为了实现最精益的贴标签过程，必须采取系统性的标签验证方法，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可以分为三个关键的验证步
骤:

	 第1步：在条码生成后对标签数据结构进行离线验证
	 第2步：在最终图案完工后对标签合规性和可读性进行离线验证
	 第3步：在打印或粘贴到产品上之后直接对标签打印质量进行在线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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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标准化：数据结构和打印质量	
在如今的市场上，对标签和包装上的产品数据进行精确归
档是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对于可追溯性的需求不只是来自
客户层面，像FDA、EU和其他政府机构也都出台了相关的
法律法规。制造商有义务为每一件产品提供独一无二的记
录，以确保在出现问题时能对产品来源、基质材料、过期
日期、制造历史等信息进行可靠的访问和审计。

 
不断出台的法规进一步规定，产品数据的结构必须符合通
用的标准，以使自动化数据采集系统能够以精确而一致的
方式对其进行解读。GS1提供了使用最广泛的数据结构规
格，在代码串中使用字母数字编码（称为应用标识符）来
表示产品类别到厂商ID等有意义的数据段。

 

条形码的正确结构编排以及符合GS1标准的人类可读数据
能够确保所有数据采集系统都能获取每一件产品上完整的
追溯性数据，而不管是什么样的产品或者产品来自何处。
然而，哪怕是最细微的结构错误（不管是GS1应用标识符
缺失还是数字位置不正确）都可能导致系统对产品可追溯
性数据的解读错误，从而因为不符合规定导致退货或罚
款。这些问题，再加上必须按照联邦政府法规采用合规条
码的压力，使得所有制造商都希望尽最大努力在这方面保
持竞争力。.

除了正确的条码结构之外，标签还必须满足打印质量的要
求，以确保所编码的数据清晰可读。假如一个标签包含了
实现可追溯性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其结构也符合GS1标准
的要求，但是如果因为斑点、污损或打印不连续而使得数
据采集设备（条码扫描器或相机）无法提取出数据，那么
这个标签依然是毫无用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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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一个虚构的医疗设备标签示例，符合FDA关于设备标签和包装的
UDI（唯一设备标识）指令要求。

图2：一个Data	Matrix条码以及对应的可人工阅读文本字符串，其中所包
含的数据结构符合GS1要求。圆括号中的识别码	–	(01)、(10)和	(17)	–	意
在告诉数据采集系统后续数据段分别是产品ID、批号和过期日期。

图3：这个线性条码中的数据可能是精确
的，结构也符合相关要求，但是打印时墨迹
不均可能使得该条码无法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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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数据结构标准一样，打印质量标准则要求标签必须满足严
格的外观参数，以确保标签完全合乎规范。合规的标签指
的是经验证能够满足或超出印刷和美观要求（比如图案对
比度、倾斜度、损坏或其他）的标签。ISO/IEC条码打印
质量标准被广泛用于确定特定参数的质量，并可通过等级
（A-F）表示累计的条码打印质量和可读性。不同的行业或
企业对于可接受的打印质量偏差都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在
绝大多数情况下，D级以下（含）的标签通常无法确保长
期可读性，因此应被视为不合规标签。由于质量等级较低
的条码无法被正常读取，因此此类标签很可能导致产品退
货或罚款。

不合规的代价
质量较差的标签可能会给制造商带来巨大的时间和经济损
失。如果因为产品数据缺失或不精确而导致优质产品被顾
客拒收，那么制造商所承受的损失可能会远远大于正常销
售产品所带来的收益。如果需要将产品按废品处理，就会
有材料方面的成本，而如果需要返修或返工，那么还会带
来材料、货运和重新装载等方面的花费。用户还可能对供
应商进行罚款，以确保制造商合乎规定，以及用于处理标
签有误产品的资源。用户也可能会要求制造商退回一部分
货款，以接收不合规的产品。

许多零售商都是按照每个标签（比如每个错误的标签收费
$5）或每一批货物（比如一批货物收费$200）来收取相应
的费用。因为产品标签不合规而产生的退款额会达到供应
商货款的15-20%，对于大宗货物来说一单就可能造成数万
美元（$10-20000甚至更多）的损失。在采用全球标准（
比如GS1和ISO）之后，市场上出现了新的趋势，零售商开
始针对标签打印质量（产品标签数据缺失或无法读取）和
条码结构（数据结构不符合GS1等标准的要求）单独处以
罚金。提供不精确标签还会造成一些更严重的长期风险，
比如客户-供应商关系恶化以及因为频繁违规导致失去供应
商资格等

验证系统
在产品发货之前对标签数据结构和打印质量进行验证，是
避免损失和罚款的一种简单保障策略。通过在运行过程中
采用条码和打印质量验证系统，制造商能够精确保证标签
清晰易读和合规性，从而可在产品发货之前就将不合规的
标签剔除掉。验证系统还使得制造商能够实现标签质量检
验过程的自动化，减少人工工作量和可能出现人为错误的
概率，从而为实现更加精益的运行提供支持。通过采用机
器视觉相机和精密的软件，验证系统能够针对内置参数对
标签特性进行自动比较、按照GS1和ISO标准进行条码分级
并根据规定的标签要求提供合规检验结果。鉴于设备内部
集成了基于标准的分级功能，制造商就能够节省对员工进
行标准知识培训的时间和成本	–	因为验证系统本身就是标
准专家。

验证系统的实施是确保货物ROI的第一步。但是要想真正实
现贴标签过程的精益运行，制造商还必须对其内部贴标签
操作进行更严密的监控，并在关键阶段实施系统性的验证
过程。在整个供应链中（从最初的标签或包装设计到产品
配送），许多地方都会发生标签质量问题。在创建条形码
或文本字符串时可能出现数据结构错误。而在标签美工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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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内置ISO/IEC参数的条码验证软件，可对条码打印质量进行分级以确
定其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该QR条码的对比度、调制比、轴向不均匀度和

闲置误差校正等参数都达到了“A”级。

图5：不管是对于供应商的诚信还是
用户的安全来说，产品标签数据的精
度都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举例来
说，过敏性或处于其他医疗状态的用
户要依赖标签来获取关于产品成分的
精确信息。标签精度还能使供应商能
够在出现产品安全问题时迅速召回受
到影响的产品批次。	

图6：安装在包装线上的一个验证系统，采用独特的相机-光源配置来采集
标签图像，并使用机器视觉检验软件对ISO/IEC打印质量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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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产品贴标签过程需要避免可能导致不必要代价的错
误。因此，在条码生成后立即对其进行验证就势在必行，
以免它们进入可能耗费昂贵资源的供应链中。为了对数据
结构进行验证，没有理由使用最终的标签材料和墨水来打
印新建条码。只需使用任意台式打印机打印出新条码，然
后使用离线验证系统对条码结构进行验证即可完成该测试
过程（而这个验证系统并不需要直接安装到生产线上）。

计阶段，对条码的调整可能会导致可读性问题。打印机墨
迹不均或者条码在生产和配送过程中损坏都会造成打印质
量问题。
 

为了实现最精益的运行，应该在所有可能节省成本的地方
都进行验证。就算在产品发送给客户之前，在制造过程中
也有许多阶段可能因为标签错误而造成时间和材料方面的
损失。如果验证系统在生产线中过于靠后，就可能在结构
不当的标签已经打印出来之后才发现错误，从而需要重新
打印标签或者将包装废弃。打印机上的验证系统可以确保
标签打印正确，但是如果没有生产线上的后续验证，产品
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损坏或污迹就可能使模糊的标签流
出厂外，并导致需要向客户支付罚金。所谓精益贴标签过
程，不只是要实施验证，还要确保其能够有效消除生产过
程中各个阶段的废品率。总体而言，在生产过程中一共有
三个关键的验证步骤，通过这三步就可以实现精益的贴标
签过程。

第1步：在条码生成后对标签数据结构进
行离线验证

确保产品条码具有合适的结构是贴标签过程的第一步。根
据GS1标准的要求，实现一个符合GS1标准的条码共需十
步：请求一个GS1公司前缀（制造商的唯一ID号）；分配
数字；选择打印过程；选择主要的扫描环境；选择条码类
型；选择条码尺寸；条码数据的结构化；选择条码颜色；
选择条码位置；制定条码质量计划。这些选择都要受到制
造商合规要求的限制，并取决于它们具体的行业、产品类
型以及客户和法律义务。在创建合规条码时要涉及这么多
因素，而且每个条码又都有如此严格的要求，因此在创建
条码时就有许多地方可能发生错误。只是缺少一个GS1应
用标识符、数据段甚至只是一个数字都可能使这个条码被
视为不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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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系统性的标签验证过程可以降低生产线上从条码生成、标签粘贴到产品配送等多个阶段的废品率。.

图8：在为符合GS1标准的标签选择条码类型时，要受到扫描环境（读取
条码的环境）限制	–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选好条码类型后，就必须
严格遵守规定的尺寸（条码尺寸和条/单元尺寸）以保持GS1合规性。.

图9：可以使用任意打印方法完成对标
签数据结构的验证。首先要完善标签
数据，然后才是打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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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条码尺寸发生变化）以及不会因为有缺陷的打印方
法而导致分辨率问题。在这一步，可以使用离线验证系统
对条码进行验证，其中标签以测试目的呈现到系统面前。
数据结构和打印质量都应该进行验证，以确保标签完全合
规。在该阶段验证完成后，就可以打印最终的标签并将其
粘贴到产品上了。

第3步：在打印或将标签粘贴到产品上之
前直接对标签打印质量进行验证	

既然已经生产出了结构完美的条码，而且标签图案也已经
经过了验证，那么对于标签合规性来说，数据结构就不再
是一个问题了。此时，打印机成为唯一一个可能影响标签
质量的因素，要想确保优质标签，只需确保打印质量即
可。为了实现最精益的贴标签过程，应该在标签生产出来
之后立即采用在线验证系统对打印质量进行验证。在这个
阶段，在线验证系统是最佳选择，因为产品已经从执行静
态测试转移到了实际生产阶段。在线验证系统经过专门设
计，能够在生产线速度下对标签结构和质量进行验证，而
且可以直接安装到生产线上，在标签打印和粘贴时对其进
行监控。.

在这个阶段，暂且不用考虑打印质量，因为可以在稍后条
码完工后再进行验证。既然验证系统能够读取打印出的条
码并从中提取出数据，那么就可以仅检验数据结构的精
度，并对错误进行诊断以备进一步的测试。许多离线校验
器都可以实现这个GS1合规验证步骤，从而可在以100%打
印质量印刷标签之前确保条形码满足必要的标准，节省最
终生产时的标签材料和打印机墨水。

第2步：在最终图案完工后对标签合规性
和可读性进行离线验证

一旦条码被创建并经过验证确定其数据结构符合相关标准
要求，一直到最终打印出标签为止，在此期间条码的数据
和外观必须保持一致。在数据结构方面，GS1对于指定类
型的条码（UPC、Code	128、QR条码等）在整体尺寸和分
辨率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在可读性方面，ISO条码质量标
准规定在条码周围必须留有足够的白色边界（静止区），
而且条码必须具备一致的纵横比以避免倾斜，当然还有其
他许多属性。如果这些特性中有任何一点与条码验证时不
一致，那么很可能该条形码就是不合规的。因此，经过验
证的条码保持不变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才能避免在最终标
签材料上出现打印不准确	–	或者出现产品标签质量较差这
种更严重的情况。.

为什么我们会对条码可能在最初验证到生产期间这么短的
距离内发生改变这件事如此关心？因为这段距离可能并没
有看起来那么短。我们很少会仅将条码用到产品标签或包
装上	–	而没有任何其他数据或视觉元素。更常见的做法
是，会有一个负责产品美观性（从产品数据到商标和图像
等）的设计团队将条形码集成到标签或包装图案中。这个
团队的目标就是创造出功能完备而且外观吸引人的设计，
这一点甚至可能和条码本身的功能具备同等地位。如果为
了适应设计而使得标签图案中的条码尺寸减小、畸变、染
色或过于拥挤，那么条码可能会失去曾经的完好特性，并
可能变得不再合规。.

因此，第二个验证步骤应该在标签图案最终设计完成后、
将标签粘贴到产品上之前直接进行，以作为最终的质量检
验过程。这一步可以确保节约产品材料以及避免产品或材
料被废弃。此时，应该使用打印机在真正的标签纸上以最
终形式打印标签图案，以确保能够对条码分辨率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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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在这个标签的设计期间，
对原来的Data	 Matrix条码进行
了拉伸和尺寸调整。这些变化可
能导致后续出现可读性和合规性
问题。

图11：在将标签粘贴到产品上之前，使用一个离线校验器对一段标签图
案进行扫描，以确保精确的数据结构和打印质量。

图12：安装在生产线上
的一个标签验证系统，
能够在生产线速度下确
保始终如一的标签条码
和打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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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在标签打印期间或之后立即安装在线验证系统。固定
或安装到标签打印机内的验证系统可以在标签盘通过复卷
位置之前就发现打印质量错误，从而确保最佳的废品率。	

此外，也可以在打印机旁边的生产线上直接安装一个验证
系统，以对生产出来的标签进行分级。可以针对打印质量
验证参数（比如ISO所规定的参数）对标签进行分级，以确
保其满足自定义质量要求（确保标签条码的长期易读性）
或全面的标准要求（满足客户或法定义务）。如果检测到
质量问题，那么制造商可以确定这些问题都是因打印过程
而引起的，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排除了数据结构问题。之
后，制造商就可以对打印方法进行调整从而确保合规性。.

5          

制造商还可以在生产线上任意位置增加在线验证步骤，以
进一步扩展精益贴标签过程并确保整个运行期间的标签质
量。这些检验点可以确保产品在经过每个生产阶段时都能
够检测并剔除受损或畸变的标签，从而避免产品被发送出
去以及向客户缴纳罚金。在快速运动或严酷的制造条件下
（生产变量可能更难以控制，更容易出现包装和标签受损
的情况），这些额外的验证步骤是特别有价值的投资。

生产线中的验证步骤数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对于精益运行
来说，只应该在最可能发生问题的位置进行验证。只在对
产品进行操作的位置或者在生产位置和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之后安装在线验证系统，可能是最有利的。在此之前已经
对产品条码和图案进行了验证，因此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
标签打印质量问题了。

结论

通过标签验证来确保供应给客户的产品上数据的精确性，
可以在违规费用方面节省大量成本，而且有助于对供应商
提出更严格的要求，以实现产品的可追溯性。当然，制造
商也不应忽视验证系统能够为整个供应链所带来的成本节
省。通过在贴标签的三个关键阶段（条码生成、图案设计
和打印与粘贴）实施验证，可以改进成本效益，节省材
料、废品、返工和生产错误，推动整个标签生产过程的精
益运行。通过离线测试和在线质量保证相结合，可以确保
条码结构和打印质量都符合GS1和ISO等全球性质量标准的
要求，制造商可以通过贴标签消除废品，并在如今日益看
重数据驱动的市场上确保投资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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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直接安装到Zebra®打印机上的在线验证系统，可以在打印时确保
标签精度。

图14：可以在生产线上任意位置增加验证步骤，以在任何可能出现错误
的地方确保标签质量，验证系统有助于节省成本。.

图15：严酷的制造条件可能导致高质量标签在生产过程中损坏，因此在
可能出现标签损坏的所有运行阶段之后对标签重新进行验证就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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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bra和stylized	Zebra	head都是ZIH公司在全球多个地区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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