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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动物检疫全链条信息化监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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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提高畜牧兽医行政监管效能和信息化监管水平，河南省建立了智慧兽医云平台，实现了动物检疫全

链条信息化闭环管理和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可追溯。该平台首先将动物检疫电子出证监管向养殖场纵向延伸，
强化产地管理，实行养殖档案电子化，通过编制不同颜色的二维码，实现养殖场的动态分类监管 ；然后实行畜
禽屠宰从养殖场到屠宰场的“点对点”调运闭环管理，实现了对运输畜禽去向的跟踪监控；最后整合养殖场管理、
动物检疫电子出证、运输车辆备案、畜禽屠宰管理、疫苗管理、耳标管理和动物疫病监测等系统，实现底层数
据共享共用，从而实现了动物和动物产品的全链条追溯监管。河南省通过建立动物检疫全链条信息化监管模式，
强化了动物卫生监督管理，提高了监管效率和公共卫生安全保障水平，规范了动物检疫行为，为畜牧业发展提
供了有力保障。
关键词 ：动物检疫 ；信息化监管 ；云平台 ；电子出证 ；大数据 ；河南省
中图分类号 ：S851.3

文献标识码 ：B

DOI ：10.3969/j.issn.1005-944X.2021.09.009

文章编号 ：1005-944X（2021）09-0033-07

Discussion on the Informatization Supervision Mode of the Whole Chain of
Animal Quarantine in Henan Province
Zhang Shuanling，Guo Jiapeng，Liu Haiqiang，Zhang Tingting，
Xu Xiaoyan，Li Meng，Li Yonghan，Wang Yushun
（Henan Animal Health Inspection Institution，Zhengzhou，Henan

450008，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livestock and veterinary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and the level

of informatization supervision，a smart veterinary cloud platform was established in Henan Province to ensure the
informationalized closed-loop management of the whole chain of animal quarantine as well as traceability of animal
products during their whole process. By the platform，supervision for electronic-based animal health certiﬁcate issuing
system was vertically extended into farms，place of origin was further managed with electronic breeding archives，
and farms were dynamically classiﬁed and supervised through establishing two-dimensional codes in diﬀerent colors ；

“point-to-point”transportation from farms to slaughterhouses under closed-loop management was implemented to track

and monitor all destinations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in transit ；then the systems of farm management，electronic-based

animal health certiﬁcate issuing，registration of transport vehicles，livestock and poultry slaughtering management，
vaccine management，ear tag management and animal disease surveillance were integrated to share the data at ﬁeld
level，consequently，traceability and supervision during the whole chain of animals and animal products come true.
The development of livestock industry was safeguarded by the informatization supervision mode of the whole chain of
animal quarantine established in Henan through strengthening animal health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improving

supervision eﬃciency and the level of public health security，and standardizing animal quaran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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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
人们对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动物检
疫监管是强化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手段，而针对
新形势下检疫队伍力量薄弱、监管手段落后等因素，
加强动物及动物产品卫生安全监管，提升动物卫生
监管能力，推进动物卫生监督信息化建设，成为时
代的必然选择 [1-3]。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结合工
作实际，以动物检疫电子出证为引擎，不断对其进
行功能性扩展延伸与应用 [4-7]。河南省采取“纵向
延伸、闭环管理、横向拓展、数据共享”的全链条
信息化监管模式，建立了河南省智慧兽医云平台（简
称云平台）。该平台实现了畜禽养殖档案电子化，
构建了畜牧业动态数据库，提升了数据准确性和共
享程度，提高了畜牧兽医行政监管效能和信息化监
管水平，实现了动物检疫全链条信息化闭环管理，
做到了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可追溯，为畜牧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撑。
1

设计机制
动物检疫电子出证监管向养殖场纵向延伸，

强化产地管理，落实养殖场动物防疫主体责任，对
养殖场实行“一场一码、动态管理”。
图1

纵向延伸，闭环管理

1.1
1.1.1

养殖档案电子化

养殖户以行政村为单位

养殖场 APP“豫牧通”注册页面

精准决策、精准施策提供数据支撑。
实行“一场一码、动态管理” “一场一码”

由村防疫员建立电子养殖档案，养殖场通过手机

1.1.2

APP“豫牧通”（图 1）建立养殖档案。档案内容

是指一个养殖场（户）只能拥有一个唯一的、终身

包括，基本信息、存栏信息、补栏信息、出栏信息、

不变的二维码。二维码采用了“五级行政区划代码 +

免疫信息和耳标应用信息。动物检疫申报时，须通

类别 + 畜禽种类 + 顺序号 + 校验码”的 24 位阿拉

过手机 APP“豫牧通”发起申报请求，后由官方

伯数字编码规则。通过扫描查验二维码，可实时追

兽医核实电子养殖档案，出具检疫证明，没有电子

溯养殖场（户）基础信息。“动态管理”是指对养

档案或档案填写不全的，出证系统将会限制受理，

殖场饲养畜禽数量、生产情况和免疫情况的动态管

不能出具检疫证明。通过建立的电子养殖档案数据

理，管理界面见图 2。通过对养殖场卫生风险评估

库，可以实时查看全省及各辖区内现有养殖场数量、

分级，赋予每个养殖场不同颜色（红、黄、绿）的

屠宰场数量、屠宰畜禽量、畜禽及产品外调量以及

二维码。二维码颜色随着养殖场信息填报、免疫情

各种畜禽的存栏量和出栏量，既可进行全样本统计、

况、日常监管、疫情防控、生产及养殖环境情况等

图形分析、大数据展示，也可通过 GIS 地图软件，

的变化，由系统自动转换或人工干预转换变化，红

展现各类养殖场区域分布，从而为畜牧业生产发展

码（高风险）“停”、黄码（中风险）“等”、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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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点对点”调运闭环管理

在原有检

码（低风险）“行”，从而实现了养殖场的动态分

1.1.3

类监管（图 3）。

疫出证系统基础上，补充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 B
证录入数据信息，增加输入车牌照号码字段，并以
此为识别和控制点，对屠宰畜禽实行从养殖场到屠
宰场的“点对点”调运闭环管理。管理措施主要包
括：一是对非公布的屠宰场，系统不能出具检疫证
明；二是对非检疫证明载明的屠宰场，因畜禽屠宰
管理系统接受不到检疫证明信息，系统无法对运输
畜禽车辆进行入场登记；三是入场登记信息将通过
系统及时反馈给产地出证的官方兽医；四是对超过
48 h 没有入场登记信息的车辆，录入“黑名单”，
系统自动锁定车牌号（图 4），限制对该车辆相关
的动物、动物产品出具动物检疫证明，然后由出证
官方兽医追查车辆和动物去向。这样就避免了屠宰
场因手工采集数据而造成数据不完整、容易丢失的
问题，保证了畜禽进入屠宰场数据采集的及时性、
真实性以及追溯链的完整性，为屠宰场严格落实生
猪静养管理制度提供了数据支撑，实现了对运输畜
禽去向的跟踪监控。
1.2

图2

养殖场 APP“豫牧通”管理页面

横向拓展，数据共享
通过整合养殖场管理、动物检疫电子出证、

运输车辆备案、畜禽屠宰管理、疫苗管理、耳标管
理和动物疫病监测等系统，云平台实现底层数据共
享共用，实行“三固定”“四关联”“五互通”，
从而实现了动物和动物产品的全链条可追溯（图 5）。
1.2.1 “三固定” 全面核查官方兽医出证资格，
落实农业农村部提出的“谁出证，谁负责”责任追
究制。一是固定官方兽医出证权限。动物产地检疫
出证权限分设 A 类和 B 类。A 类权限官方兽医可
图3

以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 A 证和动物 B 证，

养殖场风险码转换示意图

图4

车辆黑名单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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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云平台系统关联示意图

B 类权限官方兽医只能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
B 证。驻场官方兽医，只能出具所驻屠宰场生产的
畜禽产品检疫证明。二是固定养殖场耳标。耳标通
过系统发放，号段固定到场。动物检疫申报时，系
统根据出栏量自动匹配本场的耳标号段，不能跨场
应用。三是固定检疫证明号段。检疫证明通过动物
检疫证章管理系统申请和发放。根据官方兽医出证
权限，检疫证明发放固定到账号。检疫员出证时，
自动显示检疫证明编号，不能人为更改。
1.2.2

“四关联”

为保障云平台的正常运行和

规范应用，方便系统操作，充分发挥平台各项功能，
制定了《河南智慧兽医云平台应用规范》，从养殖
场电子档案建立、检疫申报和受理出证、现场检疫、
限制出证情形等方面制定了工作规则，实行四项关
联制度。一是系统用户与机构信息、人员基本信息
关联。系统分配用户时只能从人员管理模块中选择
已登记的机构、人员等基本信息，不能添加或删除
用户，确保官方兽医出证人员在岗在位。二是电子
出证与车辆信息关联。建立和完善畜禽运输车辆备
案系统，与国家平台同步车辆备案信息。在出具动

图6

检疫申报与养殖场、屠宰场信息关联界面

检疫申报。在免疫有效期内只有具备以下条件才能
申报，否则限制申报、出证。这些条件包括：家畜、
家禽必须有完善的养殖档案，所在养殖场风险状态
码是绿色，到达地养殖场有档案信息，申报数量不

物检疫证明时，系统自动核验运输车辆信息，对没

大于养殖场存栏数量。四是检疫申报与屠宰场信息

有备案、有闯岗记录、违法违规运输畜禽及畜禽产

关联。屠宰场宰前检疫及生产的动物产品检疫，由

品未处理的车辆，其相关的动物、动物产品，系统

驻场官方兽医在云平台的畜禽屠宰管理系统申报出

将限制出证。三是检疫申报与养殖场信息关联（图

证，而产品分销和仓储再调运产品在云平台产品分

6）。根据动物种类限制申报条件，整合优化动物

证模块中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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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五互通”

为实现全省畜牧业各要素大

实发挥了大数据资源共享作用，从而更好地为涉牧

数据应用，通过一个云平台、一套大数据的数据共

经营主体提供金融服务。

享、关联分析和决策辅助，推动大数据与畜牧业的

2

效果评价

深度融合，达到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的。以电子

随着省级云平台的不断完善和与中央级动物

出证为轴心，横向扩展兽医相关系统，打通底层数

卫生大数据平台的数据对接，通过建设基础数据指

据通道，实现数据共享共用。一是与河南省屠宰管

标体系，完善数据采集机制，确立数据逻辑关系，

理系统数据互通。畜禽检疫申报、屠宰场入场查验、

丰富信息系统功能，深化数据共享应用，电子出证

宰前检疫申报和出具准宰单、同步检疫检验和产品

功能不断得到延伸和拓展，一个以电子出证为轴心、

出场申报等数据信息在两个系统关联互通，环环相

高效运转的大数据兽医监管平台初步形成（图 7），

扣，共享共用，实现了畜禽从养殖到产品出场的全

监管效果和能力明显提升。

链条全维度监管。二是与河南省动物疫苗管理系统
数据互通。河南省建立了重大动物疫病疫苗管理系
统，实现了疫苗网上申请和发放的网络化管理，在
养殖场畜禽电子免疫档案建立后，打通了与疫苗管
理系统连接的数据通道。通过疫苗管理系统，将疫
苗发放情况直接录入养殖场畜禽电子免疫档案，实
现了养殖场免疫疫苗数据录入的快速、统一、准确。
三是与河南省智慧疫控管理系统数据互通。云平台
与疫控管理系统共用一套养殖场电子档案，对养殖
场监管实行“一码通”。对养殖场进行监督检查、
风险评估、采样检测时，都可以扫描养殖场二维码，

图7

2.1

云平台系统运转示意图

加强了动物卫生监管
一是加强了对证章标志的管理。在纸质检疫

从而快速提取养殖场基础信息，查看畜禽存栏、免

证明时期，有些不法分子仿照官方兽医签名，伪造

疫和无害化处理信息。疫控中心检测报告上传兽医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检疫印章，而问题出现后无处

云平台后，养殖场可据此及时调整畜禽免疫程序，

追踪。实施电子检疫证明后，官方兽医在云平台审

官方兽医受理产地检疫申报时也可查阅，这样既发

核发放电子检疫证明，杜绝了制假现象。二是加强

挥了疫控中心检测报告的权威性、及时性，又为出

了对贩运车辆的管理。此前在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

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提供了支撑。对疫病检测阳性

存在车辆不停靠、恶意闯岗等现象，对此无有效监

的，可以通过疫控管理系统及时锁定养殖场，限制

管措施，在与路检管理系统关联后，监督检查站人

养殖场畜禽流动。四是与全国电子出证系统平台数

员对闯岗车辆登记后，车辆运行将受限制。目前，

据互通共享。将国家推送的跨省调运动物和产品检

该平台登记备案车辆 328 088 辆，贩运人 494 人，

疫合格证明信息与河南省内调运到达信息共同构成

限制闯岗和超时未接受车辆 3 852 辆次，在线限制

到达监管模块，做到数据先行，落地监管到位。五

车辆 1 389 辆，有效遏制了车辆闯岗行为。

是与河南省动物检疫大数据平台数据互通。经河南

2.2 提高了监管效率

省大数据中心批准，云平台数据已迁移至河南省政

目前全国推行的电子出证极大提高了工作效

务云平台，这样使其速度更快，运行更稳，安全更

率，然而一些现实问题仍无法解决，如官方兽医人

有保障，并与河南省动物检疫大数据平台对接，切

员不足，尤其基层检疫人员更是缺乏，并且存在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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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设施不全，报检点单一等问题。河南省动物检疫

2.4 规范了动物检疫行为

大数据平台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一是养殖场通过

一方面，过去的电子出证时期，存在官方兽

手机可不出场进行申报检疫，检疫人员在手机上查

医误用检疫证明号段的现象，使正常领取该号段的

阅电子养殖档案，既让养殖场（户）少跑路，又节

出证人员无证可出，而实施云平台后，出证系统关

省了现场检疫时间；二是间接解决了设备欠缺问

联着证章管理系统，号段错误将不能出证；另一方

题。云平台手机端的功能与电脑端基本一致，可实

面，官方兽医出证时需上传现场检疫照片，记录出

现随时随地监管。

证地理位置信息，从而强化了产地检疫工作痕迹化

2.3

提升了公共卫生安全保障水平

管理，规避了“隔山开证”“不检疫就开证”等检

通过手机扫描白条肉追溯卡环上的二维码，

疫风险，做到了“谁出证谁负责”，有效规范了动

即可以追溯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动物产品检疫

物检疫执法行为，保障了依法行政效果。

合格证明、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养殖场基本信息，

2.5

实现了“一个卡环，搭载二种证明，追溯三种信息”

支撑了畜牧业发展方向研判
融合多方数据资源，对养殖、屠宰生产数据

的动物产品追溯一卡通。让消费者清楚知道购买的

全样本采集，通过河南省动物检疫大数据平台（图

产品“从哪里来，怎么来，到哪里去，谁在做”。

8），多维度、全方位展示各类数据分析，实现了

这些信息均可从云平台查询，在发现问题产品时，

大数据的可视化、智能化。涉牧企业和畜牧兽医机

可快速追溯产品来源，做到质量可追溯、责任可追

构地理位置及基本情况可通过 GIS 地图展现，为

究，从而规范了动物卫生监督执法，提升了公共卫

更合理地进行畜牧业资源利用、畜牧业区域性规划

生安全保障水平。

和高质量畜牧业发展决策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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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云平台自推广使用以来，收到各阶层人员反

映的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优化，如：受基层人员

[2]

想 [J]. 中国动物检疫，2018，35（5）：38-40.
[3]

68-70.
[4]

项长期性工作，需多方面不懈努力，通过政府重视、

2013，30（2）：18-2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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