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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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GB/T 19632-2005《殡葬服务、设施、用品分类与代码》，与GB/T 19632-2005相比，除

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变化如下： 

a) 删除了“引言”； 

b)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 2 章，2009 版的第 2章）； 

c) 更改了“术语和定义”中“殡葬”和“殡葬单位”的定义（见 3.1、3.2，2009 版 3.1、3.2）； 

d) 增加了条标题“5.1 总则”； 

e) 更改了代码结构的表述形式（见 5.2，2009版 5.1）； 

f) 更改了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代码的表述形式（见 5.3.2,2009版 5.2.1）； 

g) 更改了区域内殡葬单位代码的表述形式（见 5.3.3,2009版 5.2.2）； 

h) 更改了分类对象细分编码的描述（见 5.5，2009 版 5.4）； 

i) 更改了第 6 章、第 7 章、第 8 章引导语（见第 6 章、第 7 章、第 8 章，2009 版第 6 章、第 7

章、第 8 章）； 

j) 更改了殡葬服务分类代码表（见表 2，2009版表 2）； 

k) 增加了殡葬设施：空气消毒器（见表 3:04020）； 

l) 更改了“殡葬设施：遗体整容器具、遗体用手术刀、遗体用剪刀”描述方式（见表 3：110000、

110100、110200，2009 版表 3:110000、110100、110200）； 

m) 增加了殡葬设施：固定带、瞻仰棺、冷藏棺（见表 3:010300、020300、020400）； 

n) 增加了殡葬设施：火化机的细分（见表 3:130201、130202、130203、130299）； 

o) 增加了殡葬设施：节地墓及其细分（见表 3:160300、160301、160302、160303、160304、160305、

16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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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殡葬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5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2005 年首次发布为 GB/T 19632-2005； 

—— 本次为首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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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葬服务、设施、用品分类与代码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全国殡葬行业服务、设施和用品的分类原则、编码方法与分类代码。 

本文件适用于全国殡葬行业的信息统计、管理以及相关的信息交换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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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0-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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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10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校验字符系统 

MZ/T 017-2011  殡葬服务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1011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殡葬  funeral and interment 

为逝者举行殡仪悼念和安葬逝者活动的统称。 

[来源：MZ/T 017-2011,2.1，有修改] 

3.2  

殡葬单位 the unit of funeral and interment 

经行政许可，开展殡葬服务、设施用品生产的社会组织，为服务的供方。 

[来源：MZ/T 017-2011,2.3，有修改] 

3.3  

殡葬服务 the service of funeral and interment 

由殡葬单位的专业人员依托殡葬设施、用品，以劳动的形式所提供的殡葬活动。 

3.4  

殡葬设施 the equipment of funeral and interment 

提供各种殡葬服务所需的建筑设施、专用设备、器具和场所。 

3.5  

殡葬用品 the articles of funeral and interment  

在殡葬活动中提供给用户的专用品。 

4 分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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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分类对象 

本文件的分类对象是殡葬服务、殡葬设施和殡葬用品。 

4.2 分类方法 

殡葬服务、殡葬设施和殡葬用品的划分均采用GB/T 7027线分类法，其代码结构相同。 

4.3 分类依据 

4.3.1 殡葬服务的分类以殡葬流程为依据。 

4.3.2 殡葬设施的分类以其用途为依据。 

4.3.3 殡葬用品的分类以其用途为依据，并兼顾用品的材料、规格等属性。 

5 编码方法 

5.1 总则 

全国殡葬服务、设施和用品代码采用数字格式代码，由13位本体代码和2位校验码组成。 

5.2 代码结构 

5.2.1 全国殡葬服务、设施和用品为层次代码，共分 6 层 15 位，每层均以阿拉伯数字表示，含义如下： 

—— 第一层是全国殡葬单位标识代码； 

—— 第二层是分类代码； 

—— 第三层为分类对象代码； 

—— 第四层为校验码。 

5.2.2 全国殡葬服务、设施和用品代码结构见图 1。 

第三层   分类对象代码

第二层   殡葬服务、殡葬设施、殡葬用品的分类代码

第一层   全国殡葬单位标识代码

XXXXXX X   XXXX XX XX

第四层   校验码

 

图1 代码结构示意图 

5.3 全国殡葬单位标识代码 

5.3.1 代码结构 

本文件使用6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全国殡葬单位标识代码，代码采用两层结构，表示方式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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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殡葬单位代码

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代码

XX   XXXX

 

图2 全国殡葬单位标识代码结构 

5.3.2 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代码 

本文件使用2位阿拉伯数字表示殡葬单位所属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其代码见GB/T 

2260-2007表1中数字码前2位。 

5.3.3 区域内殡葬单位代码 

5.3.3.1 本文件使用 4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区域内殡葬单位代码。 

5.3.3.2 第 1 位阿拉伯数字代表殡葬单位分类，其代码遵照附录 A的规定，其余 3 位阿拉伯数字由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负责编制。 

5.4 分类代码 

殡葬服务、设施、用品使用1位阿拉伯数字表示，表示方法见表1。 

表1 殡葬服务、殡葬设施和殡葬用品代码表 

代码 分类 代码 分类 

1 殡葬服务 2 殡葬设施 

3 殡葬用品   

5.5 分类对象代码 

5.5.1 分类对象代码为三段六位式编码，每段编码分别表示大、中、小三类分类对象。中类为大类的

细化，小类为中类的细化。 

5.5.2 每段编码均以 2位阿拉伯数字表示，从 01开始，按升序排列，最多至 99。 

5.5.3 各层数字为 99 的代码表示收容类目。 

5.5.4 当分类对象无需进行细类划分时，其末位补 0。 

5.6 校验码 

本文件采用GB/T 17710 的MOD97-10检验码系统，使用2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其算法遵照附录B的规

定。 

6 殡葬服务分类代码表 

殡葬服务分类代码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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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殡葬服务分类代码表 

代码 服务项目 说明 

010000 殡仪接待服务  

010100 业务咨询服务  

010200 业务办理服务  

020000 接运服务  

020100 信息核对服务  

020200 遗体查验服务  

020300 遗体装殓服务  

020301 正常死亡遗体装殓  

020302 非正常死亡遗体装殓  

020303 传染病死亡遗体装殓  

020400 遗体接运服务  

020401 本地接运服务  

020402 异地接运服务  

020403 国际接运服务  

029900 其它  

030000 防腐整容服务  

030100 遗体防腐服务  

030101 低温防腐服务  

030102 药剂防腐服务  

030200 遗体解冻服务  

030300 遗体清洁服务  

030400 遗体更衣服务  

030500 遗体整容服务  

030501 遗体化妆  

030502 遗体整形  

030600 遗体入殓  

039900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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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殡葬服务分类代码表（续） 

代码 服务项目 说明 

040000 遗体单殓服务 使用独立冰棺存放遗体的服务。 

050000 殡仪服务  

050100 礼厅准备服务 举办礼厅活动前期相关准备工作。 

050101 遗像准备服务  

050102 鲜花准备服务  

050103 影音准备服务 制作悼念逝者的影音资料。 

050104 文书准备服务 按客户要求撰写殡仪活动所需文书。 

050199 其它  

050200 守灵服务  

050300 悼念服务  

050301 司仪服务  

050302 影音服务 播放悼念逝者的影音资料。 

050303 乐队服务 由乐队在殡仪活动现场吹奏乐曲。 

050304 起灵服务  

050305 迎灵服务  

050306 抬灵服务  

050307 扶灵服务  

050308 护灵服务  

050309 送灵服务  

050399 其它  

050400 追思服务  

050500 个性化殡仪服务  

050501 虚拟服务 通过 VR 技术实现的殡仪服务。 

050502 线上服务  

050503 礼炮服务 按客户要求在殡仪活动现场鸣放礼炮。 

050599 其它  

060000 火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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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殡葬服务分类代码表（续） 

代码 服务项目 说明 

060100 火化准备服务  

060101 信息核对服务  

060102 入炉仪式服务  

060199 其它  

060200 遗体火化服务  

060201 正常遗体火化服务  

060202 遗骸火化服务  

060203 死婴火化服务  

060204 标本火化服务  

060300 随葬用品火化服务  

060400 火化观炉服务  

060500 装灰服务 将逝者骨灰装入骨灰袋或骨灰器皿。 

060600 领灰服务 在遗体火化后为丧事承办人提供领取骨灰的服务。 

060700 骨灰托运服务 按客户要求将骨灰运送至指定地点。 

060800 骨灰暂存服务 提供暂时或约定期限存放骨灰的服务。 

060900 无主骨灰处理服务 按照规定程序处置无人认领的骨灰。 

069900 其它  

070000 骨灰存放服务  

070100 骨灰寄存办理服务 为丧家办理骨灰寄存手续。 

070200 骨灰核验服务  

070300 骨灰存放服务  

070400 骨灰续存服务  

070500 骨灰领出服务  

079900 其它  

080000 公墓接待服务  

080100 个人葬式咨询服务  

080101 一般墓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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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殡葬服务分类代码表（续） 

代码 服务项目 说明 

080102 艺术墓葬服务  

080103 草坪葬服务 将骨灰安葬于草坪下。 

080104 花坛葬服务 将骨灰安葬于鲜花种植园内。 

080105 植树葬服务 将骨灰安葬于植树下。 

080106 遗体深埋服务 在土葬区将遗体深埋地下且不留坟头。 

080107 骨灰深葬服务 将骨灰安葬于地下设施。 

080108 骨灰撒散服务 将骨灰播撒且不保留骨灰。 

080109 骨灰堂安置服务 将骨灰安置于骨灰堂格位内。 

080110 骨灰塔安置服务 将骨灰安置于骨灰塔室格位内。 

080111 骨灰廊安置服务 将骨灰安置于骨灰廊格位内。 

080112 骨灰亭安置服务 将骨灰安置于骨灰亭格位内。 

080113 骨灰墙安置服务 将骨灰安置于骨灰墙壁格位内。 

080114 合葬服务  

080199 其它  

080200 集体葬式咨询服务  

080300 预订服务 为客户提供墓位、墓穴预订服务。 

080400 购墓服务  

080500 仪式办理服务 与客户确认需举行的仪式。 

089900 其它  

090000 安葬服务  

090100 个人安葬服务  

090101 信息核对服务  

090102 瓷像制作服务  

090103 碑文制作服务  

090104 墓穴检查服务  

090105 墓碑检查服务  

090106 骨灰领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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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殡葬服务分类代码表（续） 

代码 服务项目 说明 

090107 骨灰寄放服务  

090108 揭墓服务  

090109 开穴服务  

090110 净穴服务  

090111 暖穴服务  

090112 入穴服务  

090113 封穴服务  

090114 祭奠服务  

090199 其它  

090200 集体葬服务  

100000 礼仪服务  

100100 破土礼仪服务  

100200 寿穴揭碑服务  

100300 落葬礼仪服务  

100301 个人落葬礼仪服务  

100302 集体落葬礼仪服务  

100400 追思礼仪服务  

109900 其它  

110000 葬后服务 逝者遗体、遗骸或骨灰安葬后的相关服务。 

110100 墓位维护服务  

110101 墓体清洁养护服务  

110102 墓体装饰服务  

110103 墓位绿化服务  

110104 墓体加料服务  

110199 其它  

110200 格位维护服务  

110300 墓体改建服务  



GB/T 19632—XXXX 

9 

表2  殡葬服务分类代码表（续） 

代码 服务项目 说明 

110400 迁葬服务  

110500 退墓服务  

119900 其它  

120000 祭扫服务  

120100 线上祭扫服务  

120200 代客祭扫服务  

120300 集体祭扫服务  

120400 公祭  

129900 其它  

990000 其它服务 除以上殡葬服务之外的相关殡葬服务。 

990100 上门服务  

990200 证件制作服务 在殡、葬服务过程中，制作相关的证件。 

990300 档案查询服务 为客户查询逝者相关的殡葬服务信息。 

990400 租车服务   

990500 殡葬代理服务 受丧家委托，为丧家代办相关业务。 

990600 协助尸检服务 按规定协助进行遗体解剖和检验。 

990700 丧宴服务  

990800 骨灰盒刻字服务  

999900 其它  

7 殡葬设施分类代码表 

殡葬设施分类代码见表3。 

表3 殡葬设施分类代码表 

代 码 类别名称 说 明 

010000 遗体运送设施 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专供装运、运输遗体所用的设施。 

010100 殡仪车 在殡仪活动中装运遗体的专用车辆。 

010200 接运担架 由人工抬运遗体的担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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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殡葬设施分类代码表（续） 

代 码 类别名称 说 明 

010300 固定带  

010400 遗体传输带 短距离传送遗体的履带。 

010500 升降台车 装运遗体进行上下移动的装置。 

010600 转运装置 专门用于高危传染病遗体转运的装置。 

019900 其它  

020000 遗体安放设施 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专供安置、停放遗体所用的设施。 

020100 停尸床 放置遗体的床。 

020200 礼殡罩 用于隔离逝者与生者之间起保护卫生作用的透明罩。 

020300 遗体消毒洁净房  

029900 其它  

030000 遗体消毒设施 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专供对遗体进行消毒所用的设施。 

030100 流动消毒车 摆放消毒工具和物品的可移动消毒设备，用于殡殓场所消毒。 

039900 其它  

040000 遗体消毒器具 对遗体处理场所消毒所用的器械和工具。 

040100 背肩式喷雾器 背在肩上喷洒消毒液的器具。 

040200 空气消毒器 对空气环境进行消毒的器具。 

049900 其它  

050000 遗体防腐设施 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专供对遗体进行防腐处理所用设施。 

050100 防腐室 遗体防腐操作室。 

050200 吸引机 用于吸取遗体体液的机器。 

050300 防腐床 为遗体作防腐处理的专用床。 

050400 防腐液加压泵 通过增加压力的方式将防腐液灌注入遗体的器具。 

059900 其它  

060000 遗体防腐器具 专供对遗体进行防腐处理所用的器械和工具。 

060100 注射器 注射防腐液的器具。 

060200 输液器 灌注防腐液的器具 

069900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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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殡葬设施分类代码表（续） 

代 码 类别名称 说 明 

070000 遗体防腐材料 专供对遗体进行防腐处理所用的耗材。 

070100 遗体防腐液 用来防止遗体腐烂的药剂。 

070200 遗体消毒液 用来保存遗体、防止滋生微生物的药剂。 

079900 其它  

080000 遗体保存设施 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专供对遗体进行保存所用的设施。 

080100 遗体冷藏柜 采用冷冻方式保存遗体的箱柜。 

080200 遗体冷藏棺 采用冷冻方式保存单具遗体的棺 

080300 遗体冷藏库 采用冷冻方式集中保存遗体的库房。 

089900 其它  

090000 遗体解剖设施 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专供对遗体进行解剖所用的设施。 

090100 解剖床 解剖遗体时摆放遗体的床。 

099900 其它  

100000 遗体化妆设施 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专供对遗体进行塑型、整容和化妆所用的设施。 

100100 化妆间 遗体更衣、化妆和整容操作室。 

100200 化妆包房 有隔离的单独化妆用的房间。 

100300 其它  

110000 遗体整容器具 专供对遗体进行塑型、整容和化妆所用的器械和工具。 

110100 遗体用手术刀 用于切开表皮、筋膜、肌肉组织的刀具。 

110200 遗体用剪刀 切剪用具。 

110300 穿刺针 刺入遗体体腔或器官抽取液体的器具。 

110400 镊子 用于进行钝性分离、夹取组织的工具。 

110500 塑型工具 塑造五官形状的工具。 

110600 止血钳 用于进行钝性分离、夹取组织的工具。 

110700 遗体缝合针 用于缝合组织及切口的工具。 

110800 遗体化妆笔 用于缝合组织及切口的工具。 

119900 其它 用于化妆的专用笔。 

120000 遗体化妆材料 对遗体进行塑容、整形和化妆所用的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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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殡葬设施分类代码表（续） 

代 码 类别名称 说 明 

130000 遗体火化设施 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专供对遗体进行火化所用的设施。 

130100 火化间 火化遗体的专用房间。 

130200 火化机 火化遗体、遗骸、标本、死婴、残体和遗物的专用机，包括进尸车。 

130201 台车型火化机 进尸车与炉体移动炕面合为一体的火化机。 

130202 平板型火化机 炉体主燃室承载遗体燃烧的固定炕面为平板结构的火化机。 

130203 架条型火化机 炉体主燃室承载遗体燃烧的固定炕面为架条结构的火化机。 

130299 其它  

130300 出灰箱 用于容纳火化后剩余物质的容器。 

130400 骨灰整理机 进一步整理火化后骨灰的专用机器。 

139900 其它  

140000 骨灰寄存格 提供摆放逝者骨灰盒的格位。 

150000 丧事活动场所 提供进行殡仪活动的场所。 

150100 悼念厅 举行告别仪式或追悼会的场所。 

150200 告别厅 提供亲友与逝者作短暂诀别的场所。 

150300 守灵厅 守护灵柩或灵位的场所。 

150400 丧家休息室 为举行丧事活动的亲属提供休憩的场所。 

150500 贵宾室 为尊贵的客人或有知名度的人士提供休憩的场所。 

150600 祭奠室 举行供奉、祭祀的场所。 

150700 丧事洽谈室 丧事承办人与殡仪服务机构确认殡殓服务的场所。 

159900 其它  

160000 墓 埋葬遗体、遗骸或骨灰的地方。 

160100 艺术墓 有文化内涵的、个性化的墓。 

160200 普通墓 区别于艺术墓的一般规格的墓。 

160300 节地墓 不占或少占土地、节约资源的墓位 

160301 骨灰堂  

160302 骨灰塔  

160303 骨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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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殡葬设施分类代码表（续） 

代 码 类别名称 说 明 

160304 骨灰亭  

160305 骨灰墙  

169900 其它  

170000 墓穴 埋遗体、遗骸或骨灰的坑。 

170100 单穴 埋葬一具遗体、遗骸或骨灰的坑。 

170200 双穴 埋葬两具遗体、遗骸或骨灰的坑。 

170300 多穴 埋葬两具以上遗体、遗骸或骨灰的坑。 

170400 寿穴 为未死亡的人准备的埋葬遗体、遗骸或骨灰的坑。 

179900 其它  

990000 其它  

8 殡葬用品分类代码表 

殡葬用品分类代码见表4。 

表4 殡葬用品分类代码表 

代 码 类别名称 说 明 

010000 棺材 装殓逝者遗体的器具。 

010100 木质棺材 以木料为材料的棺材。 

010200 纸质棺材 以纸料为材料的棺材。 

010300 人造板质棺材 以人造板为材料的棺材。 

010400 竹质棺材 以竹料为材料的棺材。 

010500 玻璃棺材 以玻璃为材料的棺材。 

010600 金属棺材 以金属为材料的棺材。 

010700 水泥棺材 以水泥为材料的棺材。 

019900 其他  

020000 骨灰盒 放置骨灰的盒子。 

020100 木质骨灰盒 以木料为材质的骨灰盒。 

020200 石质骨灰盒 以石料为材质的骨灰盒。 

020300 陶瓷骨灰盒 以陶瓷为材质的骨灰盒。 

020400 金属骨灰盒 以金属为材质的骨灰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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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殡葬用品分类代码表（续） 

代 码 类别名称 说 明 

029900 其他  

030000 骨灰坛（瓮、盅） 放置骨灰的坛形容器。 

040000 灰袋 装骨灰的袋子。 

050000 污物袋  

060000 骨灰干燥剂  

070000 寿服 逝者所穿的服装，包括衣裤、披风、衾等。 

080000 被褥 逝者所使用的被褥。 

090000 鞋帽袜 逝者所穿的鞋帽袜。 

100000 枕架 逝者所用的头枕、脚枕。 

110000 腰领带 逝者所束 的腰带、带的领带。 

120000 殓尸袋 转运遗体时，密闭包装遗体所用的一次性包装。 

130000 奠酬 追悼仪式结束后，逝者亲属答谢亲朋好友的纪念品。 

140000 祭奠花篮 供祭奠逝者所用的各类材质、规格的花篮。 

140100 鲜花花篮 用鲜花扎成的花篮。 

140200 绢花花篮 用绢花扎成的花篮。 

140300 塑花花篮 用塑花扎成的花篮。 

140400 纸花花篮 用纸花扎成的花篮。 

149900 其他  

150000 祭奠花圈 供祭奠逝者所用的各类材质、规格的圆形祭奠物品。 

150100 鲜花花圈 用鲜花扎成的花圈。 

150200 绢花花圈 用绢花扎成的花圈。 

150400 塑花花圈 用塑花扎成的花圈。 

150500 纸花花圈 用纸花扎成的花圈。 

159900 其他  

160000 花匾 由 各种材质制成、规格不同的匾额。 

170000 灵前用品 供奉于逝者灵前，用以祭奠逝者的物品。 

170100 蜡果供品 用蜡做成的供品。 

170200 香烛 祭奠仪式上用来寄托哀思，烘托气氛用的一种可燃物品。 

170300 灵牌 标明逝者灵前，用以祭奠逝者的物品。 

170400 遗像架 放置逝者遗像的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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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殡葬用品分类代码表（续） 

代 码 类别名称 说 明 

170500 缎带扎球 用缎带扎成球状置于遗像框上方。 

179900 其他  

180000 追思用品 指殡仪活动中所用，以悼念、缅怀逝者的物品。 

180100 包布 包裹骨灰容器的布。 

180200 盒罩 盖在骨灰容器的罩子。 

180300 棺套 套在棺材外的套子。 

180400 黑纱 为追悼逝者佩戴的黑布。 

180500 小花 为追悼逝者佩戴的黄色或白色的小花。 

180600 签名簿 供参加追悼会的人士签到的簿子。 

180700 挽联 哀挽逝者的对联。 

180800 挽幛 题上整幅的绸布（纸）上、作为对逝者的悼念。 

180900 横幅 哀悼逝者的标语。 

189900 其他  

190000 墓葬用品 墓葬活动中用于祭奠逝者的用品。 

190100 墓碑 刻有逝者生平的石碑。 

190200 骨灰保护箱 骨灰落葬时盛装骨灰盒的箱子。 

190300 墓用石供台 放在墓前石质的供台。 

190400 墓用石狮子 放在墓前用石头仿制的狮子。 

190500 墓用护栏 在埋葬逝者地方周围圈起 保护或隔离作用的栅栏。 

199900 其他  

99000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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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区域内殡葬单位代码 

本文件规定使用4位阿拉伯数字表示某个特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内的殡葬单位的代

码。第一位阿拉伯数字代表殡葬单位分类，其代码见表A.1，其余3位阿拉伯数字由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特别行政区自己负责编制。 

表A.1 殡葬单位分类代码 

代 码 殡葬单位分类 代 码 殡葬单位分类 

0 殡葬管理单位 1 殡仪馆 

2 公墓及公益性埋葬地 3 骨灰寄存单位 

4 殡葬服务代理单位 5 火葬场 

6 殡葬科研、教育单位 7 殡葬设备，用品生产单位 

8 殡葬设施、用品销售单位 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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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校验码算法 

B.1 校验码计算方法 

检验码按下列公式计算： 

  ······················································· (B.1) 

式中： 

MOD——求余函数； 

C——两位校验码。当按上式计算结果只有一位数时，前面应加“0”补成两位； 

N——13位本体代码。 

B.2 检验码计算方法 

如某殡葬服务本体代码为3110011010300，则其校验码可按下述步骤计算； 

a) 将本体代码乘以 100，得：N×100=311001101030000； 

b) 用 97 除 311001101030000，得其商和余数：311001101030000÷97=3206196917835……5； 

c) 计算校验码值，得：98-5=93； 

d) 将校验码 93置于 13位本体码后面，即得完整的 15位殡葬服务代码：31100110103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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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殡葬服务、殡葬设施、殡葬用品代码实例 

以上海市龙华殡仪馆所提供的遗体更衣服务、所拥有的火化机、所出售的鲜花花圈为例，具体说明

如何编制殡葬服务，殡葬设施及殡葬用品的代码。 

C.1 “遗体更衣服务”代码编码步骤 

“遗体更衣服务”代码编码步骤如下： 

a) 确定 13位本体代码，如图 C.1； 

1 03 03 00

服务小类填充 00 

 遗体更衣 服务中类代码

 遗体整理 服务大类代码

殡葬服务

001131

 上海市 行政区划代码

 殡仪馆 类别代码

 龙华殡仪馆 单位代码

 

图C.1 “遗体更衣服务”本体代码 

b) 计算校验码。根据附录 B的算法计算校验码，得校验码为 39； 

c) 得到具体代码。将校验码“39”置于 13 位本体代码“3110011030300”后，得到上海市龙华

殡仪馆所提供的更衣服务代码：311001103030039。 

C.2 “火化机”代码编码步骤 

“火化机”代码编码步骤如下： 

a) 确定 13位本体代码，如图 C.2； 

2 13 02 00

设施小类填充 00 

 火化机 中类代码

 遗体火化设施 大类代码

殡葬设施

001131

 上海市 行政区划代码

 殡仪馆 类别代码

 龙华殡仪馆 单位代码

 

图C.2 “火化机”本体代码 

b) 计算校验码。根据附录 B的算法计算校验码，得校验码为 85； 

c) 得到具体代码。将校验码“85”置于 13 位本体代码“3110012130200”后，得到上海市龙华

殡仪馆所提供的更衣服务代码：3110012130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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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鲜花花圈”代码编码步骤 

“鲜花花圈”代码编码步骤如下： 

a) 确定 13位本体代码，如图 C.3； 

3 13 01 00

用品小类填充 00 

 鲜花花圈 用品中类代码

 祭奠花圈 用品大类代码

殡葬用品

001131

 上海市 行政区划代码

 殡仪馆 类别代码

 龙华殡仪馆 单位代码

 

图C.3 “鲜花花圈”本体代码 

b) 计算校验码。根据附录 B的算法计算校验码，得校验码为 13； 

c) 得到具体代码。将校验码“13”置于 13 位本体代码“3110013130100”后，得到上海市龙华

殡仪馆所提供的更衣服务代码：31100131301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