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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是工业互联网网络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工业互联网互联互通的神经中枢。目前

全球范围内已存在 Handle、OID 等多种高速创新发展的标识

体系，分布式身份等新型标识体系不断涌现。我国工业互联

网标识解析体系建设采用融合技术路线，兼容 VAA、BID、

GS1、Handle、OID、Ecode 等多种国际主流标识体系。 

其中，VAA 是在我国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应用实践

基础发展而来的自主标识体系，并于 2020 年获得国际组织

正式授权。目前，业界对于起步阶段的 VAA 缺乏广泛认知，

为此，本导则对 VAA 的标识编码进行了详细阐述，引导产业

界遵循相关编码方案和编码规则等要求，从而促进相关标识

体系的发展和应用。 

本导则编制过程中，得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全国各地工

信主管部门有关领导和专家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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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是工业互联网网络架构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维护我国以及全球工业互联网稳定运行的重

要基础设施、关键支撑和核心服务。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经存

在多种标识解析技术方案：GS1、Handle、OID、Ecode 等，

各标识编码规则各异，标准化工作进展也各不相同。  

ISO/IEC 15459 标识体系是当今国际工业生产、产业供

应链和物资处置（Material Handle）领域普遍采用的标识体系，

该标识体系由 ISO/IEC JTC1/SC31 制定并负责分配与管理，

适用于全球所有 ISO 成员国。该编码标识体系的现有注册机

构为“国际自动识别与移动技术协会（AIM）”。 

2020 年 6 月 23 日，中国信通院向“国际自动识别与移动

技术协会（AIM）”递交的申请获得通过，并最终获得 ISO/IEC 

JTC1/SC31 批准和授权，成为 ISO/IEC 15459 标识体系的国

际发码机构，代码为“VAA”。在此基础上，中国信通院参照

ISO/IEC 15459 相关标准，设计了 VAA 编码规则，并正式向

全球分配标识编码，同时履行标识管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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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标识编码关键要素 

(一) 标识编码基本原则 

工业互联网标识需要遵守以下基本原则： 

（1）唯一性，工业互联网标识编码在一定范围内应具

有唯一性，以便毫无歧义的区分和识别相应范围内不同的标

识对象，保证标识编码能够被精确识别、快速定位。 

（2）兼容性，新标识的产生在一定范围内应尽量兼容

之前的已有标识。 

（3）可扩展性，即标识编码在设计时应具备一定的前

瞻性，可以根据标识发展和需求进行创新与演进。 

标识编码在分配、存储和使用过程中可考虑与安全机制

结合，以保证其安全可信、不易被篡改。 

(二) 优先遵从已有标准 

标识编码的设计应尽量遵从既有国际、国家、行业标识

编码相关标准规范，以保证前向兼容，简化系统升级改造需

求。VAA 标识编码应尽量遵从 ISO/IEC 15459 相关标准。 

(三) 可具有多种表现形式 

一个标识编码可存在不同的表现形式，如一个人在不同

场合有不同称谓，以适用不同的标识载体、网络传输和应用

使用需求。如广泛应用的 GS1 标识编码，就存在二进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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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格式、字符串格式、ONS 域名格式等形式，以应用于不

同系统和场景，如应用标识符字符串格式“(01)695460620001 

9”和 URI 格式“urn:epc:id:sgtin:69546062.00019”等。 

三、 VAA 标识编码 

（一）编码规则 

VAA 作为国际发码机构代码，根据相关要求，VAA 编

码应尽量遵从国际标准 ISO/IEC 15459、ISO/IEC 15418 等相

关要求，当用于工业互联网领域时，还需要满足《工业互联

网标识解析 标识编码规范》等相关要求。VAA 的基本编码

结构如图 1 所示。具体编码结构说明见表 1。 

 

图 1VAA 编码结构 

基于 VAA 基本编码结构的 VAA 编码示例： 

VAA08810012345678/abc123 

其中，“VAA”为发码机构代码，“088”为国家代码，“100”

为行业代码，“12345678”为企业代码，“abc123”为企业内部编

码。服务机构代码和企业内部编码之间由分隔符“/”分开。行

业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计企业代码长度，总体编码长度越短

越好。 

VAA + 08810012345678 + / + abc123

发码机构代码 服务机构代码 分隔符 企业内部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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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VAA 编码结构说明 

代码段 长度 数据类型 说明 

发码机构代码 3位 VAA(固定) 
由ISO授权中国信通

院，代码为“VAA” 

服
务
机
构
代
码 

国家代码 3位 A-Z, 0-9 

原则上采用3位定长，

不足位时采用前置补

0方式。国家代码需遵

从标识发码机构相关

要求，其中80-89、156

等预留给中国 

行业代码 3位 A-Z, 0-9 
由VAA标识注册管理

机构分配 

企业代码 ≤20位 A-Z, 0-9 
由获得行业代码的机

构分配 

企业内部编码 不定长 

A-Z, a-z, 0-

9, *, +, -, ., /, 

(, ), ! 

由企业自定义 

（二）表现形式 

根据标识应用场景，VAA 标识编码暂定五种形式，具体

见表 2。 

表 2 VAA 标识编码的五种形式 

编号 形式 应用场景 

格式1 VAA08810012345678/abc123 
相对较严格遵从 ISO/IEC 

15459标准编码格式要求  

格式2 (DI)VAA08810012345678/abc123 
遵从 ISO/IEC 15418编码格

式要求 

格式3 二进制形式 
VAA标识编码的二进制形

式，适宜存储在RFID等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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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A 五种编码形式原则上都可全球使用，相互之间可映

射转化。其中： 

（1）格式 1为基本编码结构的形式，需尽量遵从 ISO/IEC 

15459 标准要求。 

（2）格式 2 中的 DI 是指数据标识符（Data Identifier），

国际上由数据标识符管理委员会（Data Identifier Maintenance 

Committee，DIMC）维护，主要用于表示标识编码的应用场

景，例如“9N”表示欧洲药品编码，“25S”是追溯领域的单品标

识、“15N”是工业互联网标识专属数据标识符。建议企业使用

“15N”作为 VAA 数据标识符，如需使用其他数据标识符请参

考 ANS MH10.8.2-2016。 

（3）格式 3 是 VAA 标识编码的二进制形式，适宜存储

在 RFID 等载体中。 

中，VAA基本编码格式与二

进制格式之间的转换需遵从

相应载体要求 

格式4 URP://88.100.12345678/abc123 

URI格式 ,采用VAA的URP

解析机制，可直接存储于二

维码，以条码和RFID等为载

体时，可能需进行变换 

格式5 
http://公司网址

/88.100.12345678/abc123 

URI格式，采用DNS解析机

制，可直接存储于二维码，

以条码和RFID等为载体时，

可能需进行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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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格式 4 和格式 5 为 URI 编码格式。建议优先选格

式 4。 

不同格式的标识编码形态之间可相互映射转化，企业可

根据自身需要进行选择所需要使用的格式。 

（三）载体存储 

标识载体是指承载标识编码资源的标签。标识载体有一

维条码、二维码、RFID 等被动载体和芯片、模组、终端等主

动标识载体。 

（1）一维条码 

一维条码有 CODE 128 码、CODE 93 码等多种制式，当

VAA 标识以一维条码作为存储载体时，需要与相关制式适配。 

（2）二维码 

二维码有 QR、Data Matrix 等多种码制，可直接存储 VAA

五种标识格式。  

（3）RFID 

RFID 标签特别是 UHF RFID 标签的存储空间有多种长

度，如 96 位、128 位、256 位等。ISO/IEC JTC1/SC31 规定

的标准化 UHF RFID 标签其芯片内部的数据存储结构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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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00
RESERVED

MB01
UII

MB10
TID

MB11
USER

保留区 唯一标识区 标签ID区 用户数据区
 

图2 UHF RFID内存结构 

其中 UHF RFID 内存结构的详细说明参见下表 3。 

表 3 UHF RFID 的内存结构说明 

分区 
说明 

标号 英文 中文 

MB00 RESERVED 保留区 
主要用来存储标签的访问(access)

和销毁(kill)密码 

MB01 UII 唯一标识区 
主要用来存储被标识物品的唯一

标识 

MB10 TID 标签 ID 区 

用来存储该标签的唯一 ID，这个唯

一 ID 是标签厂商按照国际标准或

者是自己的规则赋予的 

MB11 USER 用户数据区 

用 来 存 储 相 关 的 数 据 ， 对 于

ISO/IEC 15459 唯一标识的 UHF 

RFID 来说该区域也被存储符合

ISO/IEC 15418 或者 ISO/IEC 15434

的数据 

当 VAA 标识以 RFID 为存储载体时，需要与不同 RFID

标签适配，包括格式转换，具体参见 ISO/IEC 相关国际标准

及国家标准。 

（4）主动标识载体 

主动标识载体包括 UICC 卡、芯片、通信模组和终端等。

当 VAA 标识存储在主动标识载体中时，原则上五种格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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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存储，但要与载体的存储能力和支持的存储方式进行适配。 

四、 VAA 标识编码申请 

VAA 是由国际组织授权或认可，由中国信通院管理维护

的标识体系。二级节点运行机构需要向中国信通院注册申请

VAA 标识前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