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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动物检疫电子出证工作是信息时代对动物检疫工作提质增效的重要技术支撑。河南省自 2011 年全面实

行动物检疫电子出证，已经实现了动物原产地、目的地检疫监督信息互联互通与实时共享，与国家中央级兽医
卫生大数据平台实现了有效对接。本文围绕“纵向延伸，上下关联，横向拓展，数据共享”等要求，就如何以
动物检疫电子出证为轴心，扩展延伸其功能，与动物卫生监督工作深度融合，进行探索研究和应用分析，以期
为动物卫生监督管理工作乃至畜牧业生产、动物疫病预警防控决策，提供扎实、全面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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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information era，animal quarantine could be improved and supported by electronic-based animal
health certificate issuing system that had been fully applied in Henan Province since 2011，which realized the
interconnection and real-time sharing of animal quarantine supervision information，and effectively connected with
national data platform of veterinary health. Focusing on the electronic-based certiﬁcate issuing system，the extension
and expansion of its functions were explored and studied in this paper. It was showed that the quarantine declaration
requirements were vertically extended through setting up declaration platform and pre-network acceptance conditions；
the authority of quarantine and certiﬁcation was further supervised by linking the regulatory records，animal production
ﬁles and livestock and poultry identiﬁcations；the cooperative capabilities were horizontally expanded by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of online certiﬁcation and blacklist system，implementing vehicle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the tracking management of animal transportation；the big data of electronic-based certiﬁcate issuing were mined and
utilized through a series of technologies including electronic code，laser burn tracing of pork，mobile client，data
analysis，etc. Therefore，some references were provided for animal health supervision management as well as early
warning，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nimal diseases.
Key words：animal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electronic-based certificate issuing；informatization；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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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自 2011 年 6 月 1 日全面推行动物检疫

身份证号码和联系方式等信息。只需要填写本次申

电子出证。近十年来，以电子出证为轴心，采取“纵

报检疫的动物数量、选择用途和到达地址，填写畜

向延伸，上下关联，横向拓展，数据共享”，积极

禽标识号码等信息，如果和畜禽标识管理系统关联

探索，不断进行功能性扩展延伸研究与应用。建立

后也可以进行畜禽标识号码选择，极大的减少了每

了养殖场户、屠宰场、无害化处理场、贩运车辆、

次申报检疫所填写信息的输入量。

官方兽医、检疫申报人、隔离场、动物卫生监督机

1.2

构、公路检查站等基础主体信息库，并将养殖生产、

1.2.1

免疫、监测、检疫、监管、无害化等关键环节信息

统或“豫牧通”手机端，受理检疫申报。对填写检

建立了关联。通过各指标间业务逻辑关系的确立，

疫申报信息属实、信息完整、符合受理条件的，给

[1]

前置网络受理条件
申报受理

官方兽医通过动物卫生监管系

提高数据共享程度，提升数据准确性 。以信息化

予受理，系统对申报人反馈“已受理”信息；对不

手段倒逼动物卫生监督工作全面规范化，提高了动

符合受理条件的反馈“不受理”信息，并说明不受

物卫生监督工作监管效率和水平，动物卫生监督管

理原因。

理逐步走上了信息化、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

1.2.2

1

要求符合检疫出证的条件前移。在受理时，网上核

纵向延伸检疫申报条件

1.1
1.1.1

设立检疫申报平台
建立申报账户

核查养殖档案

将《动物检疫管理办法》

查养殖场户档案是否符合农业农村部的要求，从而
为规范动物检疫报检，提

倒逼养殖场户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建立规范、

高检疫出证工作效率，建立了动物检疫网络申报平

齐全的养殖档案。

台。动物检疫申报必须先通过动物检疫申报平台注

1.2.3

册申报账户，填写申报人员基本信息，经县级系统

信息化，使其数据、图片、记录、畜禽标识实现智

管理员审核后，方能进入申报系统。

能化平衡、匹配以及自动识别 。养殖场将饲料、

1.1.2

兽药、疫苗等畜牧业投入品，通过手机扫码识别等

绑定养殖场信息

申报用户进入申报平台

建立电子养殖档案

系统将养殖档案电子
[2]

后，首先要绑定养殖场信息，即一个申报用户要绑

采集采购、使用信息；把当日的生产、防疫、消毒、

定所对应的养殖场。未绑定养殖场信息的，不能进

诊疗、检疫申报、无害化处理等数据信息，随手记

行申报操作，以此倒逼养殖场户档案的建立。

录、随时上传、自动生成电子养殖档案，以备动物

1.1.3

卫生监督机构查阅监督。

建立养殖场户档案

依据《河南省畜禽养

殖场养殖小区规模标准》，划分养殖场户类别，建

2

立养殖场户档案，实行一场一码。一场一码指的是

2.1

深度关联检疫出证受限
关联监管记录

一个养殖场户拥有一个全国范围内唯一的、终身不

对养殖场户实行风险分级，量化管理。官方

变的二维码，可实现实时记录追溯养殖场户档案，

兽医必须按照相关规定的频次对饲养场户进行动物

包括养殖场名称、地址、地理坐标、养殖规模、养

卫生监督巡查，并将监督记录录入到监管系统平台。

殖品种、法人代表、人员构成等基本信息和各类养

达不到频次和超过监管期限没有记录的，出证系统

[2]

殖档案 。
1.1.4

网络申报

受限，系统无法完成出证。
经绑定养殖场户的申报用户，

2.2

关联养殖档案

可以通过网络申报平台或者“豫牧通”手机客户端

未建立免疫养殖档案的，系统不能受理。免

进行动物检疫申报。进入申报页面，系统自动同步

疫日期如果不在有效保护期内，电子出证系统也自

养殖场名称、养殖品种、启运地址、申报人姓名、

动受限，系统不能出证。同时，申报动物数量与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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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存栏量关联，避免虚假开证。

证后，虽然得到了遏制，但仍存在无意或有意使用

2.3

非本人领取证明号码的现象，致使持有相应证号的

关联畜禽标识管理
畜禽标识发放、管理和使用，一直存在串用、

检疫证明无法出证。通过建立证章标志管理系统，

冒用、造假等现象。将电子出证与畜禽标识管理关

实行逐级申请和审核机制，最终检疫证明在发放纸

联，可以形成闭环，让畜禽标识管理更便捷、规范，

质证明的同时，向持证人员账号发放检疫证明号

追溯更及时准确，有效杜绝了倒卖、使用假畜禽标

段；在出证系统内，检疫证明号码按照顺序自动显

[2]

识等违法行为的发生 。
2.3.1

绑定畜禽标识号段

示，不能涂改和输入，从而保证出证人员只能使用
养殖场系统账号内没

自己领取的号段，号段使用完毕，不能再出证。同

有畜禽标识号段，不能使用。在畜禽标识发放时，

时，为无纸化电子码检疫证明的推广应用打下了良

系统将畜禽标识号码发放到对应的养殖场，每个畜

好的基础。

禽标识号码跟养殖场户都严格绑定；养殖场在使用

3.2

建立检查站车辆闯岗黑名单制度

畜禽标识、记录免疫信息时，只能从本场系统领取

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一直存在车辆不停靠、

的畜禽标识号码中选择，确保了畜禽标识数据的唯

拦车不停、恶意闯岗等现象。通过建立检查站车辆

一性和可靠性；减少手动录入、重复录入，确保信

闯岗黑名单制度，可遏制车辆闯岗行为。发现闯岗

息准确性。没有进入系统的畜禽标识，无法使用。

的车辆，由监督检查站人员录入车辆闯岗记录，数

2.3.2

养殖场

据自动同步到监管平台，电子出证系统识别车牌号

户在申报检疫时，只能从本用户系统账号中选择相

后，对该车辆出证受限，到任何地方都不能出证。

应的畜禽标识号码，如账号内没有绑定畜禽标识，

督促、倒逼车主到闯岗输入数据的检查站接受处理，

无法填写畜禽标识号码，也不能进行检疫申报。在

降低了动物运输车辆的闯岗率。

出证页面也不能输入畜禽标识号码，出证系统自动

3.3

没有畜禽标识号段不能检疫申报

2018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非洲

受限，系统不能出证。
2.3.3

畜禽标识自动注销

强化落实车辆备案制度

将国家畜禽标识及疫

猪瘟防控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要建立健全活畜

病追溯体系与地方动物检疫申报系统、电子出证系

禽承运车辆监管制度，承运车辆统一向农业农村部

统、畜禽屠宰管理系统进行有效数据对接，可以形

备案。农业农村部第 79 号公告要求全面强化生猪

成畜禽标识闭环管理。通过畜禽标识发放系统，将

运输车辆备案等监管措施，并要求对跨省调运生猪

畜禽标识逐级发放到养殖场；当养殖场在申报检疫

的车辆安装 GPS 定位系统。据此，河南省及时开

时，选择对应动物的畜禽标识号码，并自动带入电

发了生猪运输车辆备案和 GPS 定位系统。但是，

子出证系统；屠宰管理系统自动提取检疫证明数据

由于兽医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进行现场审核过程

作为屠宰管理系统的入场数据，并将检疫证明数据

中，缺乏明确审核标准，只能依靠个人主观判断，

包含的畜禽标识号码，自动上传到国家畜禽标识管

一些生猪运输车辆不改装或改装不符合标准，仍然

理平台，作为畜禽标识销号的数据，从而使畜禽标

进行了备案；个别官方兽医在出证时把关不严格，

识形成管理闭环。

导致对没有备案运输生猪的车辆仍然出具动物检疫

3

合格证明。对此，电子出证系统设定了出证受限，

3.1

横向扩展协同全面工作
检疫证明网络发放管理

增加了运输车辆自动核查备案信息程序及无备案信

实行动物检疫电子出证以前，存在动物检疫

息和 GPS 设备的车辆不在线不予出证的程序，使

证明伪造、倒卖、转让、借用等行为。应用电子出

系统自动生成车辆的承运台账，针对检疫证明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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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运行轨迹。在提高监督工作效率的同时，杜绝
[3]

电子码检疫证明，提取检疫证明信息。电子码检疫

了违规出证 。

证明，减少了检疫证明的印刷、打印、送取、交接、

3.4

保存等繁琐环节，是一个节约、高效和环保的模式。

运输动物跟踪管理
将动物检疫电子出证系统与养殖场、检查站、

4.2

猪肉激光灼刻追溯

屠宰场等系统相关联，实现实时数据共享。补充动

将动物检疫电子出证系统与生猪屠宰管理系

物 B 证录入数据信息，增加输入车牌照号码字段，

统相关联，实现数据共享。以生猪产地检疫证明为

并以此为识别和控制点。出具动物检疫证明时共享

生猪来源依据，结合屠宰场猪肉担钩上的射频识别

了养殖场申报信息和到达目的地屠宰场信息，对屠

技术（RFID），在出具产品检疫合格证明后，共

宰动物实行从养殖场到屠宰场的“点对点”出证调

享检疫数据，出场时在每片猪肉表皮上灼刻检疫验

运。检疫证信息开出后，推送至目的地屠宰场、途

讫印章，使其与 RFID 编号以及来源信息相关联，

经检查站和目的地监管机构，用于调运监管时查证

向上追溯养殖信息，向下关联流向信息。这样就建

验物，跟踪管理。经查验后变更检疫证明相应状态

立了覆盖生猪进场、屠宰、检疫、肉品出场等关键

信息并反馈至出证机构，用于产地检疫出证监管。

环节的追溯管理工作体系，在市场对肉品监管中，

非检疫证明载明的屠宰场，系统接受不到检疫证明

实现了物、证、章、码的一致性，达到了猪肉来源

信息，无法对车辆入场登记；对规定时间内屠宰管

精确追溯目的，真正建立了从养殖到屠宰的全程追

理系统没有接受的车辆，系统出证受限，并由出证

溯链条 。

官方兽医追查车辆和动物去向。实现了对运输动物

4.3

[5]

手机移动客户端

去向的跟踪监控，避免了屠宰场手工登记拖拉、容

为满足动物检疫移动监管、移动出证的工作

易丢失数据的现象，保证了屠宰场进场登记及出证

需要，河南省利用现代移动终端技术、移动通讯技

[4]

记录的数据的及时性、真实性和追溯链的完整性 。

术、物联网技术、GIS 技术、GPS 技术，研究开发

3.5

了手机等智能移动终端的 APP 应用“豫牧通”。

应急支持疫情防控
在国内非洲猪瘟发生初期，通过电子出证系

利用手机拍照、摄像、录音、GPS 定位等功能，

统的行政区划，根据政府封锁令的要求及时调整系

养殖场户记录养殖档案、申报检疫、持载电子码检

统设置，限制部分启运地和到达地，及时地落实了

疫证明；官方兽医进行监管信息录入、检疫申报受

政府提出的重大动物疫情防控措施。

理、扫码录入数据、查看法律法规、查询被监督单

4

位信息、查看任务和通知，完成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4.1

挖掘利用电子出证数据
电子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打印、检疫证二维码的查验，实现电子出证和检疫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以及各行业对办

证明数据实时上传、接收和推送，解决离线出证、

公模式需求的不断升级，现代化、信息化建设步伐

预先出证和应急移动出证等问题 。随着无线网络

的加快，无纸化办公已经由概念逐渐应用到多个行

的广泛覆盖、通信流量费的大幅度降低和 5G 新技

业领域中。手机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电子车票、

术的应用，将电子出证与移动客户端有机结合，实

电子发票已经广泛应用，电子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现无缝衔接，更加发挥了手机等移动监管设备应用

也已经成为现实。电子码检疫证明是在出证环节省

的灵活性、突发性和紧急性，成为官方兽医不可缺

去打印证明步骤，将检疫证明数据的车牌号作为关

少的监管手段。

联节点，向货主手机推送电子码检疫证明。动物卫

4.4

生监督检查站、屠宰场等监管人员，通过手机扫描

[6]

电子出证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河南省应用动物检疫电子出证系统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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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了大量的动物卫生监管和电子出证数据，如何

和与中央级动物卫生大数据平台的数据对接，通过

挖掘、分析和利用动物检疫电子大数据，值得研究。

建设基础数据指标体系，完善数据采集机制，确立

为此，河南省建立了动物卫生监管大数据分析和畜

数据逻辑关系，丰富信息系统功能，深化数据共享

牧业资源分布展示平台。通过文字、表格、图型、
动画等，让监管大数据活起来，加强大数据可视化，
增加数据的可读性。如通过对电子出证系统动物及
其产品启运地检疫量的统计，分析动物产地区域性
养殖数量和动物产品加工能力，为调整畜牧业区域

应用，电子出证功能不断得到延伸和拓展。数据共
享程度、数据准确性、数据利用价值和利用率，得
到大幅度提高。一个以电子出证为轴心的大数据监
管平台正在形成，将为动物卫生监督管理工作乃至

化产业结构提供重要参考依据；通过对动物及其产

畜牧业生产、动物疫病预警防控决策，提供扎实、

品目的地统计，分析动物及产品主要流向，可以有

全面的数据支持。

针对性的进行销售市场调整；通过对电子出证数据
的同比分析，及时预测畜牧业生产形势趋势；通过
电子出证时间的活跃度分析，选择系统维护的最佳
时机；通过建立数据模型，进行工作考核评价，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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