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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实现广西动物防疫物资的信息化管理，适时掌握广西动物防疫物资的流转状况，广西壮族自治区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发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动物防疫物资信息管理系统”。该系统为 B/S 架构，采用 JSP 技
术和 MySQL 数据库平台。该系统建立后，广西各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均可通过互联网登录，及时存储和
统计动物防疫物资信息数据，全程监控和实时了解物资流转情况。该系统为广西动物防疫物资的规范化管理提
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也为全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提供了坚强的后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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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realize information-based management of materials for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Guangxi，and to recognize the movement status of the materials in time，an“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animal disease control materials”with B/S framework was developed by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Center for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y means of JSP technology and MySQL database platform. With
the system，data related to animal disease control materials could be stored and summarized on line by relevant
authorities at all levels in Guangxi，so that all movement status of the materials could be monitored in real time.
It was concluded that important technical supports were provided for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animal disease
control materials in Guangxi by the system，and the strong logistical supports were also guaranteed for the control of
major animal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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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强制免疫是我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中的
[1]

蹄疫、小反刍兽疫等 3 种动物疫病列入强制免疫计

一项重要措施 。目前我国将高致病性禽流感、口

划，在每年的春秋两季进行集中免疫。广西对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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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所需要的兽用生物制品（包括疫苗）、消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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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实行政府统一采购，无偿调拨，逐级分发。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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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对畜禽标识、应急用尸体袋、防护服等（统称

核人）的不同权限进行工作流管理。制单人为系统

为动物防疫物资）也采取同样的采购、调拨和分发

基础信息的录入者，通过系统录入物资采购信息后，

方式。因此大量动物防疫物资的入库、出库、发放、

系统自动生成采购入库单，由审核人审核后生成库

使用等数据的适时管理工作异常繁重；物资从自治

存数据，之后通过系统出库流转到市级单位。各级

区调拨到养殖场（户）和村防疫员，整个流转过程

单位的调拨出库单，经过系统流转到下级单位，自

实时监控困难；各层级间物资数据流转断层，物资

动生成下级单位的调拨入库单，经审核后生成库存

台帐因手工记录而费时、费力、易出错。

数据。自治区、市、县三级单位的单据层层流转，

经过多年探索，广西壮族自治区动物疫病预
防控制中心建立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动物防疫物

最后至乡镇级单位。乡镇级单位为系统的末级用户，
其出库单为末级单据，不再流转。

资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实现了自

各级单位用户通过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系统，

治区、市、县和乡镇动物防疫物资的四级联网管

确认并审核数据，完成系统单据流转后自动生成各

理，可以实时监控和了解物资在各层级的流转动

类报表。目前，获得授权的单位用户包括自治区和

态，记录入出库和发放数据，自动生成物资台帐，

全区 14 个地级市、113 个县（市、区）、1 162 个

实现数据流转的同步化、标准化和准确化。同时

乡镇（含街道办）的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

也减轻了基层工作量，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了

3

系统模块架构及功能分类

管理成本，降低了工作中的错误率，从而为管理

系统共分为 3 个模块：基础信息、仓库管理、

部门及时了解物资流转动态，制定重大动物疫病

报表查询（图 1）。基础信息是系统的中枢，主要

防控决策提供了基础数据。

功能是管理各层级单位的单位信息、仓库信息、商

1

品信息、安全库存设置；除期初录入和领用单位信

系统设计目标
该系统采用 B/S 架构设计，搭建一个基于互
[2]

息由各级单位自行录入外，其他信息由负责系统运

联网的协同办公和业务处理平台 。通过该平台实

行维护的公司管理和维护，无授权录入端口无法对

现自治区和 14 个地级市、113 个县（市、区）、

信息进行修改或增减。仓库管理模块的主要功能是

1 162 个乡镇（含街道办）物资数据的实时流转。

各类单据的录入、生成和流转，包括分配指标计划

该平台使用工作流技术，自定义物资管理工作的各

单、采购入库单、调拨出库单等。全区各级单位用

种流程，通过上下级单位之间的流转，生成各类物

户可通过该模块的端口录入或审核单据信息。报表

资入出库单据，再通过单据的流转，自动生成物资

查询模块的主要功能是汇总物资的使用情况，也就

台帐、明细账、流水账、入库汇总、出库汇总、各

是将入库和出库单据的信息生成各类报表，得出指

级单位发放情况和领用情况等各类报表，并对物资

定时间段内物资的台账、明细账、流水账、各级单

现有量和库存物资保质期自动预警，同时利用数据

位发放情况表和领用情况表，库存现有量、现有量

库的综合分析功能，按照多种条件、多种维度，对

报警和保质期报警等。

各个时间段的物资采购、出库、仓储和使用等数据

3.1

基础信息设置

进行同比或环比分析，从而准确、及时地反映出物

行政区域和单位管理：按照行政区划先后顺

资的流转动态和使用情况，直观反映动物免疫工作

序，设置各级单位的上下级归属关系。仓库信息：

状态和进度，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决策提供基础信

每个单位对应一个仓库，以仓库来接收和流转物

息，最大程度地减轻基层工作量，提高物资管理的

资的入出库信息。商品信息：设置了强制免疫疫苗、

工作效率，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做好后勤保障。

常规疫苗、动物标识和应急防护装备几个品类，

2

每个品类下根据物资名称和生产厂家进行编码分

系统管理方式
该系统通过设置不同层级用户（制单人和审

类，每个物资对应一个编码，为单据的录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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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便会做出预警，提示库存紧张。
3.2

仓库管理设置
分配指标计划单：由于物资是按计划调拨，

每年初自治区兽医行政主管部门会下发当年的物资
调拨指标数，此数据被直接录入分配指标计划单，
当调拨出库的数据大于指标数时，系统会以赤字提
示。采购入库单：当年采购的动物防疫物资发货到
自治区仓库或各市仓库的，除动物标识（标识的采
购入库单由各县级单位录入）以外的其他采购入库
单，由自治区级制单人录入。采购入库单是系统流
转数据的基础单据，只有完成了采购入库单的录入
和审核，物资才会有库存，自治区才能对市级单位
进行物资调拨出库。调拨出库单：市县乡三级单位
到上级单位领取物资，上级单位开具的单据经过系
统流转后，成为下级单位的调拨入库单。调拨入库
单：市县乡三级单位到上级单位领取物资，上级单
位开具调拨出库单，经过系统流转后生成的单据，
其信息无法编辑，经审核后，物资库存才能产生变
化。领用出库单：为系统的末级单据，数据无法再
次流转，主要是乡镇级用户给村防员或散养户开具
的出库单据。另外，规模养殖场直接到县级单位领
取物资，县级单位要开具领用出库单。出库申领单：
下级单位到上级单位领取物资，必须先在系统填制
申领单，上级单位才能在系统中开具调拨出库单，
每份申领单和调拨出库单一一对应。入库验收报告：
下级单位到上级领取物资入库后，要在系统中填制
图1

入库验收报告，否则调拨入库单无法进行数据审核
系统的模块架构

入库，每份入库验收报告和调拨入库单一一对应。

基础信息。供应商信息：参照商品信息设置的品

同级调拨单：同级单位之间因物资流转而开具的出

类进行分类，每个供应商全称对应一个简称和一

库单，其单据由物资调出单位开具，经系统流转后

个编码，与商品信息组合成一个物资名称，作为

成为物资调入单位的调拨入库单。仓库管理模块各

单据录入的基础信息。领用单位信息：领用单位

单据的流转见图 2。

是系统单据流转的最末级，用于各级单位做领用

3.3

出库单的接收对象。期初录入：是系统各单位用

报表查询设置
通过单据的录入和流转，系统在数据库中生

户在使用系统之初对仓库实物进行盘点后，录进

成了各类报表。上级单位可以查看下级单位的报表，

系统的仓储数据，是系统数据的初始化。安全库

广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作为整个系统的依托单

存设置：各单位对自己的仓储库存设置一个预警

位，可以对整个系统所有单位的报表进行管理和实

数值，当物资陆续出库，库存达到设置的数值时，

时查看，从而能及时掌握和监控物资在各层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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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使工作更严谨、更规范。
4.1.3

降低了物资台账的出错率

传统工作状态

下，物资台账采用手工记账，由于数据庞大，不仅
效率低，而且经常出现错记或漏记现象，出错率高。
使用系统后，系统通过划定各用户的不同权限，实
现了多个用户的分权操作。一人负责制单，另一人
负责审核单据，二人分持不同的用户名和登录密码，
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工作。单据必须经过审
核后方可进入系统数据库进行流转并最终实现数据
的更新，这样的双重把关机制，大大降低了仓库管
理中的出错率。据统计，利用手工记账，物资的出
图2

物资单据的流转

库量易计算出错，造成负库存数，每月出库差错率

的流转和使用情况，及时了解全区主要动物疫病免

约为 0.6%；使用系统后，负库存无法开具出库单，

疫工作的开展情况，可随时给上级兽医行政管理部

出库差错率降为 0。

门提供基础数据，使全区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计划的

4.1.4

制定有据可循。

系统的权限设置，物资从厂家发货到位后，由自

节省了人力物力，提高了工作效率

根据

总体来说，报表查询模块的各类报表满足了

治区级制单人在系统填制采购入库单，市县乡三级

物资管理工作的要求。物资入出库台账以电子表格

单位到上级领取物资后，上级单位在系统中填制调

形式导出，打印装订后可直接替代之前的手工台帐，

拨出库单，单据经系统流转为下级单位的调拨入库

不再需要人工记录；入出库流水账、明细账、收发

单，这样单据的自动流转，减少了下级单位人工二

货汇总同样可以电子表格形式导出，打印装订后给

次录入的环节，不仅节省了人力物力，还大大提高

财务入会计账，不用再手工做账；各级单位的发放

了工作效率，同时避免了人工二次录入容易出现的

和领用情况表，全面展示了辖区内各时间段各单位

错误。以 2017 年和 2018 年春防期间（3—6 月）

的物资发放和领用情况；当日库存现有量直接展现

使用系统前后做对比，使用系统前，每张出库单手

仓库各类物资库存数，足不出户便可掌握物资情况。

工录入和审核的时间约为 42 s（表 1），使用系统

4

后，自治区的调拨出库单经系统流转到市级单位审

系统应用
从 2012 年的自治区、市、县三级用户到 2016

核保存，数据便自动累加进市级单位库存，市级单

年扩增至乡镇用户，实现了自治区、14 个地级市、

位给县级单位发放物资时，只需用鼠标选择发放的

113 个县（市、区）和 1 162 个乡镇（含街道办）

物资及相关数量，系统便自动形成出库单，流转到

的四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联网。

县级，出库和审核的时间减少为 20 s，工作效率提

4.1

高了 52.38%（表 2）。

系统成效

4.1.1

完善了全区动物防疫物资的台账管理

通

4.1.5

提高了管理部门相关数据的提取效率

过单据的录入和流转，系统直接生成台账，样式统

通过系统的报表查询，上级单位只要点击鼠标即

一、内容完整、数据准确，省时省力。

可随时查看下级单位物资入库、发放出库和库存

4.1.2

促进了全区动物防疫物资仓管工作的规范

结余情况。

化管理

系统对录入物资信息的准确性和关联性进

4.1.6

实现了物资流转过程的全程监控和实时了解

行设定，从客观上要求仓管人员必须按规定操作，

各层级单位可通过单位名称、仓库名称、商品名

取得相关资料数据后方可进行单据录入，避免了工

称等多重条件及指令进行精确或模糊查询，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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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7 年 3—6 月市级动物防疫单位手工录入平均每张物资出库单处理时间

项目

6月

5月

4月

3月

每月出库单张数

237

320

390

445

手工出库时间 /s

6 546

8 756

1 0581

12 224

出库单核对时间 /s

3 555

4 800

5 850

6 675

出库单处理时间合计 /s

10 101

1 556

16 431

18 899

平均每张出库单处理时间 /s

42.62

42.36

42.13

42.47

表2

2018 年 3—6 月市级动物防疫单位使用系统平均每张物资出库单处理时间

项目

6月

5月

4月

3月

每月出库单张数

312

377

436

583

出库及单据核对时间 /s

6 306

7 589

8 746

11 753

平均每张出库单处理时间 /s

20.21

20.13

20.06

20.16

本单位及下层单位物资从采购入库到发放出库，再

晰明了、溯源方便、统计快捷。

到使用的全程数据变化，可随时查看物资数据动态，

5

真正实现一键在手，数据全有。

展望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物联网、

4.1.7

增强了主管部门动物防疫工作决策制定的

云计算、大数据应用等技术越来越普及，将先进的

科学性

通过系统的统计及汇总功能，随时了解各

计算机技术应用于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管理是大

种物资的使用情况，尤其是动物疫苗的使用，可直

势所趋 。如果能结合物联网技术，将动物饲养量

观反应出动物疫病免疫的开展情况和进度，为全区

及出栏和存栏量整合到系统中，以物资发放信息为

动物疫病防控的科学决策提供了数据支持。

引子，结合物资使用情况，融入动物疫苗免疫数据、

4.2

连接动物疫苗免疫效果检测数据、动物疫苗免疫抗

问题与建议
系统使用虽取得了成效，但也碰到一些问题：

[3]

体监测数据，将物资发放和使用、疫病免疫、免疫

一是乡镇物资发放频次高，单据填制多，签字频繁，

效果检测和监测串联起来，实现无缝对接，将会大

系统设计应该一步到位使用电子签名，或者直接与

大简化工作流程，提高数据共享率和提取效率，可

签名板连接使用，这样更省时省力。二是系统中畜

为动物疫病防控决策提供更全面有效的信息。

禽标识的入库，对于县级来说是重复做工。如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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