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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说明

序号 版本 时间 更新说明

1 v1.1 2019-11-08
log_fs 表新增 record 字段，jyz_dd 和 jyz_dds 表中的

clgj 字段类型改为 mediumtext

2 v1.2 2019-11-11

35（jyz_dds）、36（jyz_dd）表新增 jyzqqhdm、jyzdqhdm

字段。

4（log_fs）bnr 字段类型改为 longtext，record 字段类

型改为 longblob。

所有表检疫证号字段加长到 16 位

3 v1.3 2019-11-13
21（mc_syrys）bh 字段长度改为 20，

51（tz_dws）字段说明修改

4 v1.4 2019-11-29

新增 26（mc_szqyxx）国家已公告生猪屠宰企业信息表、

22、23、24、25、26、35、36 表中 sm 字段类型改为 text

32、38、34、31、37、33 表中 bz 字段改为 text

5 v1.5 2020-3-25 41、42 号表增加字段

6 v1.6 2020-5-26
通用代码表（jc_tym）中，用途代码 新增 14 “种猪”、

15 “仔猪”

7 v1.7 2020-6-29

新增：

27（mc_fyztxxs）本省贩运人信息发送表、28（mc_fyztxx）

全国贩运人信息接收表、61（wf_fyrs）本省贩运人违规信

息发送表、

62（wf_fyr）全国贩运人违规信息接收表

8 v1.8 2020-07-30

1、增加车辆不能重复备案规则，按照车牌号判断，一辆车

只能备案一次，不能在多省备案。

2、省级车辆备案系统增加车辆取消备案功能。增加取消类

别、取消时间、取消原因字段。因为违法违规被取消备案

的，不允许重新申请备案。

3、车辆备案对接数据增加取消备案车辆信息。已取消备案

车辆在各省出证系统中不能继续运输

9 v2.0 2022-7-6

（1）修改数据共享目的

（2）数据表 22、24 由检查站改为机构表

（3）数据表 21、22、24、31、32、33、34、35、36、37、

38 增加字段

（4）新增表 16 检测类型代码表、71、72 管理相对个人基

本信息表、73 强制免疫疫苗信息表、74、75 兽医人员基本

信息附表、76、77 企业基本信息附表、78、79 承运主体基

本信息附表、53 动物免疫信息发送表、54 检测信息发送表、

55、56 无害化处理动物及产品信息表

（4）取消 41 本省备案运输车辆发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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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共享目的

为加快构建从养殖到无害化的动物疫病防控全链条信息平台，进

一步完善部省两级平台功能，实现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形成跨部门、

跨层级、跨区域的疫病防控协同工作机制，推动畜牧兽医监管监测一

体化，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公共卫生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农村部令 2022年第 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531号、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关于开展畜牧兽医生产经营主体统

一赋码及相关信息采集试点工作的通知（农牧便函[2022]356 号）要

求，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国家疫控中心）对照我中

心印发的《兽医卫生综合信息平台大数据关键指标体系》，在原有与

省级电子出证系统数据共享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制定此方案。

2任务分工

2.1 省级工作

1.按照业务工作要求，参考对接技术方案，完善省级系统功能。

2.使用国家疫控中心统一的数据交换服务软件和数据库，监测前

置机数据交换服务软件，确保软件正常，不关闭。

3.按照方案要求，及时准确完整的将数据从本省系统推送至前置

机，读取兽医卫生综合信息平台交换至前置机的共享数据并应用。

4.监测前置机中的数据校验信息，及时发现发送失败数据，查找

原因，修改后重新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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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家疫控中心工作

1. 根据业务工作需求和各省兽医卫生信息化建设情况，制定完善

兽医卫生综合信息平台数据共享技术方案。

2. 按照方案要求，升级完善全国统一的数据共享交换软件和数据

库，供各省使用。

3. 获取各省前置机共享数据并校验，合格数据同步到兽医卫生综

合信息平台，不合格将错误原因和错误数据写入校验表。将数据从兽

医卫生综合信息平台共享至对应省级前置机。

4. 根据各省需求，提供数据共享服务。

3共享数据及说明

数据库平台采用 mysql，数据库实例名称为 sywsdb。

3.1 数据库表说明

分类 编号 表名称 类

型

功能说明 同

步

基

础

日

志

1 log_jc 设

定

省前置机设置参数表

2 log_tz 收 通知表，国家疫控中心大数据平台通知或公告 实

时

3 log_xt 收 错误日志表（同步数据程序错误或网络错误）

4 log_fs 收 本省发送数据校验返回表（国家中心收到本省

的数据，经过校验后，校验正确的数据同步到

国家疫控中心数据库并返回本省，校验错误的

返回本省，并附加错误说明）

5 log_tj 收 系统数据日志表

基

础

11 jc_qhdms 加

改

本省行政区划代码发送表 实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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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编号 表名称 类

型

功能说明 同

步

代

码

12 jc_qhdm 收 全国行政区划代码接收表 每

日

13 jc_dwzl 收 动物种类代码接收表（国家疫控中心发布）

14 jc_dwcp 收 动物产品代码接收表（国家疫控中心发布）

15 jc_tym 收 通用代码接收表（国家疫控中心发布）

16 jc_ybm 收 检测类型代码接收表（国家疫控中心发布）

名 称

数据

21 mc_syrys 发 本省兽医人员基本信息发送表 实

时

211 mc_syry 收 本省兽医人员基本信息接收表

22 mc_jczs 发 本省机构基本信息发送表

23 mc_qyxxs 发 本省企业基本信息发送表

24 mc_jcz 收 本省机构基本信息接收表 每

日

25 mc_qyxx 收 全国企业基本信息接收表

26 mc_szqyxx 收 国家已公示生猪屠宰企业信息接收表

27 mc_fyztxxs 发 本省贩运主体信息发送表 实

时

28 mc_fyztxx 收 全国贩运主体信息接收表

71 mc_grxxs 加

改

本省管理相对个人基本信息发送表

72 mc_grxx 收 全国管理相对个人基本信息接收表

73 mc_ymxx 收 强制免疫疫苗信息接收表 每

日

74 mc_syrys_att 发 本省兽医人员基本信息附表发送表 实

时

75 mc_syry_att 收 本省兽医人员基本信息附表接收表

76 mc_qyxxs_att 发 本省企业基本信息附表发送表

77 mc_qyxx_att 收 全国企业基本信息附表接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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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编号 表名称 类

型

功能说明 同

步

78 mc_qycyzts_att 发 本省承运主体基本信息附表发送表

79 mc_qycyzt_att 收 全国承运主体基本信息附表接收表

101 mc_yzcxxs_att 发 养殖场信息附表-发送表

检

疫

证

31 jyz_jyzsdwa 发 本省检疫证动物 a 证发送表（包括本省新开出

的全部检疫证动物 a 证，国家疫控中心收到后

清除记录，校验后返回 log_fs 表）

实

时

32 jyz_jyzscpa 发 本省检疫证产品 a 证发送表（包括本省新开出

的全部检疫证产品 a 证，国家疫控中心收到后

清除记录，校验后返回 log_fs 表）

33 jyz_jyzsdwb 发 本省检疫证动物 b 证发送表（包括本省新开出

的全部检疫证动物 b 证，国家疫控中心收到后

清除记录，校验后返回 log_fs 表）

34 jyz_jyzscpb 发 本省检疫证产品 b 证发送表（包括本省新开出

的全部检疫证产品 b 证，国家疫控中心收到后

清除记录，校验后返回 log_fs 表）

35 jyz_dds 发 全国检疫证到达本省信息发送表（全国开出的

检疫证，包括本省的 a、b 证，外省 a 证到达

本省检查站、途中地点或最终目的地时录入到

达信息发送表，国家疫控中心收到后清除记

录，校验后返回 log_fs 表）

36 jyz_dd 收 全国检疫证到达信息接收表（本省开出的 a证

和外省到达本省的 a 证，实际到达情况表）

37 jyz_jyzqgdwa 收 全国检疫证动物 a 证目的地为本省信息表（全

国其他省开出的检疫证，目的地是本省）

38 jyz_jyzqgcpa 收 全国检疫证产品 a证目的地为本省信息接收表

（全国其他省开出的检疫证，目的地是本省）

备 案

车辆

41 cl_bas 发 本省备案运输车辆发送表 该表取消 实

时

42 cl_ba 收 全国备案运输车辆接收表

屠宰 51 tz_dws 发 本省屠宰场动物屠宰和无害化发送表（国家疫

控中心收到后清除记录，校验后返回 log_fs

表）

实

时

52 tz_cps 发 本省屠宰场产品出场发送表（国家疫控中心收

到后清除记录，校验后返回 log_fs 表）

免疫 53 my_mys 发 本省动物免疫信息发送表 实

时

检测 54 jc_jcxxs 发 本省检测信息发送表 实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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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编号 表名称 类

型

功能说明 同

步

无 害

化 处

理

55 whh_dwcps 发 本省无害化处理动物或产品发送表 实

时

56 whh_dwcp 收 本省无害化处理动物或产品接收表

违 法

信息

61 wf_fyrs 发 本省贩运主体违规信息发送表 实

时

62 wf_fyr 收 全国贩运主体违规信息接收表

3.2 数据表字段及校验说明

3.2.1 基础日志

1. 前置机设置参数表 01（log_jc）

字段 类型 长度 字段名 约束 校验/说明

sqhdm char 2 省区划代码 必填 省级区划代码，如内蒙古为 15

smc char 100 省名称 必填 省名称

ms char 40 省密钥 必填 国家中心发布给省的唯一密码，用于省前

置机和国家中心通讯的凭据

sz1 char 10 设定参数 1

sz2 char 10 设定参数 2

sz3 char 10 设定参数 3

2. 通知表 02（log_tz）

字段 类型 长度 字段名 约束 校验/说明

id char 40 主键 必填 uid

rq d 通知日期 必填

tz text 通知内容 必填 用于国家疫控中心向省系统管理人员发

布相关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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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错误日志表 03（log_xt）

字段 类型 长度 字段名 约束 校验/说明

id char 40 主键 必填 uid

rq d 错误日期 必填

zt char 1 错误代号 必填 1 网络错误 2 程序错误 3 表错误 4 同步

错误

cwsm text 错误说明 提示错误信息

4. 本省发送数据校验返回表 04（log_fs）

字段 类型 长度 字段名 约束 校验/说明

id char 40 主键 必填 uid

rq d 插入日期 必填

bbh char 3 表编号 必填 对应发送数据表的编号（见数据库表说

明）

bid char 40 表 id 必填 对应发送表记录的 uid

zt char 1 校验状态 必填 1校验正确 0 校验错误

fszt char 1 发送状态 必填 0未发送 1到达中心 2到达目的省份

bcw text 错误提示 校验正确为空，校验错误时提示错误信

息

bnr longte

xt

表行内容 必填 表行内容，以表的字段为节点的 json 格

式字符串

record longbl

ob

数据记录 用来保存原始数据，发送完成后置空

flow_i

d

int 11 同步 id

5. 系统数据日志表 05（log_tj）

字段 类型 长度 字段名 约束 校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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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char 40 主键 必填 uid

flow_i

d

int 11 同步 id

sqhdm varcha

r

16 区划代码

bbh varcha

r

3 表编号

rq date 日期

zt int 11 状态

number int 11 数据量

3.2.2 业务数据

6. 本省行政区划代码发送表 11（jc_qhdms）全国行政区划代码接收表 12

（jc_qhdm）

字段 类型 长度 字段名 约束 校验/说明

qhdm char 6 区划代码 主键

必填

a、6 位数字，前两位省级代码，中间两

位地市级代码，后两位旗县区级代码，

省和地市级后面补足 0（例如：内蒙古自

治区 150000）

b、检疫证启运地和目的地代码必须输入

旗县区级代码，不能输入省级和地市级

代码，校验后两位非 0

c、不可有重复区划代码

qhjb char 1 区划级别 必填 1省级 2地市级 3 旗县区级

mc char 100 区划名称 必填 地区名称，名称必须包括省市县全称，

不能只输县名称，也不能输简称（例如：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jc char 100 区划简称 必填 地区简称，（例如：内蒙古自治区呼和

浩特市赛罕区，只输入赛罕区）。

rq d 更新日期 必填 新增插入日期或修改更新日期，修改区

划名称只能是原名称录入错误或原地区

名称改名，不能修改为别的地区名，国

家同步时根据本日期选择性接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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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char 1 状态 必填 0停用 1使用（已用过的代码不能删除）

7. 动物种类代码接收表 13（jc_dwzl）

字段 类型 长度 字段名 约束 校验/说明

flmc char 20 分类名称 必填 动物分类名称（原一级名称）

dwdm char 5 动物代码 主键

必填

必须是 5 位数字，检疫证明使用时必须

是本表列出的代码，原二级码补 00（本

表不含原一二级码）有小类的必须开小

类，不能开猪，必须明确小类

不可有重复代码

dwmc char 20 动物名称 必填 动物名称

zt char 1 状态 必填 0停用 1使用（已用过的代码不能删除）

8. 动物产品代码接收表 14（jc_dwcp）

字段 类型 长度 字段名 约束 校验/说明

flmc char 20 分类名称 必填 分类名称

cpdm char 3 产品代码 主键 必须是 3 位数字，检疫证明使用时必须

是本表列出的代码

不可有重复代码

cpmc char 20 产品名称 必填 动物产品名称

zt char 1 状态 必填 0停用 1使用（已用过的代码不能删除）

9. 通用代码接收表 15（jc_tym）

字段 类型 长度 字段名 约束 校验/说明

id char 40 主键 必填 uid

dmfl char 1 代码分类 必填 1监管企业类型2 计量单位3运输方式4

用途 5 检疫证有效期 6 兽医工作机构类

型 7 监管个人类型 8 学历 9 职称

dm char 2 代码 必填 必须是 2 位数字，相同代码分类内不可

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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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 char 10 名称 必填 所属代码的名称

zt char 1 状态 必填 0停用 1使用（已用过的代码不能删除）

10. 检测类型代码接收表 16（jc_ybm）

字段 类型 长度 字段名 约束 校验/说明

id char 40 主键 必填 uid

jclx char 20 检测类型 必填 类型分类，病毒、细菌、其他微生物、

寄生虫、化学物质

jcdm char 5 检测代码 必填 5 位数字，第 1 位分类代码（1病毒类 2

细菌类 3 其它微生物 4 寄生虫）后 4 位

为亚型或序号，不可重复

jcmc char 50 检测名称 必填 检测疫病名称（如口蹄疫、沙门氏菌）

gjz char 50 关键字 该名称的关键字

zt char 1 状态 必填 0 停用 1 使用（已用过的代码不能删除）

rq d 日期 更新日期

11. 本省兽医人员基本信息发送表 21（mc_syrys）本省兽医人员基本信息接收

表 211（mc_syry）

字段 类型 长度 字段名 约束 校验/说明

id char 40 主键 必填 uid 全国兽医人员唯一标识

zt1 char 2 官方兽医 必填 0 无官方兽医角色，1出 b 证官方兽医，

2出a证和b证官方兽医3不出证的官方

兽医

zt2 char 2 执业兽医 必填 0 无执业兽医角色，1执业兽医角色

zt3 char 2 乡村兽医 必填 0 无乡村兽医角色，1乡村兽医角色

zt4 char 2 防疫员 必填 0 无防疫员角色，1 防疫员角色

zt5 char 2 协检员 必填 0 无协检员角色，1 协检员角色

zt6 char 2 实验室人员 必填 0 无检验员角色，1检验员角色 2审核员

3 签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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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9 char 2 监管人员 必填 0 无监管人角色，1 监管人角色

bh char 20 编号 人员编号或证件号，10 位数字，要求前

2 位为省代码，后 8 位数字各省确定，号

码不能重复，如内蒙古 1500000001

sfzh char 20 身份证号 必填 18 位数字，符合身份证号码规则，身份

证号码不可重复

xm char 20 姓名 必填 姓名必须大于 1 个字符小于 20 字符

xb char 2 性别 只能输入男或女

dh char 20 手机号 必填 11 位数字，符合手机号规则

qhdm char 6 区划代码 必填 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

rq datime 备案日期 备案日期

zp varcha

r

150 照片 照片路径，要能访问

xl char 2 学历 使用通用代码表中类型为 8的学历代码

zc char 2 职称 使用通用代码表中类型为 9的职称代码

jglx char 2 机构类型 从业类型 1兽医工作单位或机构 2企业

jgid char 40 所在机构 id 对应不同从业机构类型。本省机构基本

信息发送表 22（mc_jczs）的 id，本省

企业基本信息发送表 23（mc_qyxxs）的

id

jgmc char 40 所在机构名称 机构名称

zymc char 40 专业名称 专业名称

byyx varcha

r

150 毕业院校名称 毕业院校名称

sjcrsj d 更新日期 必填 新增插入日期或修改更新日期，国家同

步时根据本日期选择性接收数据

12. 本省兽医人员基本信息附表-发送表 74（mc_syrys_att）本省兽医人员基本

信息附表-接收表 75（mc_syry_att）

字段 类型 长度 字段名 约束 校验/说明

id char 40 主键 必填 uid 本省兽医人员基本信息唯一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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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d char 40 主表 id 必填 本省兽医人员基本信息发送表 21

（mc_syrys）uid，该附表信息对应人

员的 uid

zzmm char 2 政治面貌 官方兽医必填 1中共党员 2 民主党派 3

群众

cjgz datetime 参加工作时

间

官方兽医必填

zyzh char 20 证书号码 官方兽医必填

zw char 10 职务 官方兽医必填

zj char 10 职级 官方兽医必填

gzgw char 20 岗位 官方兽医必填 1检疫 2监管 3检疫监管

9其它

dz varchar 50 居住地址 执业兽医乡村兽医必填

lxdm varchar 10 从业类别代

码

官方兽医乡村兽医必填 1兽医全科 2水

生动物

cydd varchar 50 从业地点 乡村兽医必填

cynx varchar 10 从业年限 乡村兽医必填

sfbn char 2 是否编内人

员

官方兽医必填

cjfyy char 2 是否村级防

疫员

乡村兽医必填 1为是，0 为否

zfzbh varchar 20 执法证编号 官方兽医

bzqk char 2 财务补助情

况

官方兽医 1 财政补助 2经费自理

zyzsh char 20 执业证书编

号

zgzsh char 20 资格证书编

号

zyfw varchar 30 执业范围 执业兽医必填 企业、村内、乡镇内、

县内

jkzk varchar 30 健康状况 执业兽医必填

jgyb varchar 30 邮 编 执业兽医必填

sjcrsj d 更新日期 必填 新增插入日期或修改更新日期，国家同

步时根据本日期选择性接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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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省机构基本信息发送表 22（mc_jczs）、本省机构基本信息接收表 24

（mc_jcz）

字段 类型 长度 字段名 约束 校验/说明

id char 40 主键 必填 uid，全国唯一标识

jb char 1 机构级别 必填 1国家 2省 3地市 4县 5 乡镇

qhdm char 6 地区代码 必填 机构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6 位县级区划

代码）

lx char 2 机构类型代码 必填 2 位数字，必须为通用代码表 15 内的 6

兽医工作机构类型代码

xydm char 20 信用代码 机构社会信用代码，派出机构填上级机

构的信用代码加一位数字序号，不能重

复

mc char 100 名称 必填 机构名称，字符大于 2小于 100

机构名称不可重复

dh char 50 联系电话 必填 固话或手机号

fzr char 10 负责人姓名 必填 姓名必须大于 1个字符小于 10 字符

dz char 50 地址 必填 填县以下具体地址

zbx decima

l

10,6 经度 所在地位置坐标

zby decima

l

10,6 纬度 所在地位置坐标

sm text 200 说明 机构介绍或说明

zt char 1 状态 必填 0停止运行或撤销 1正常运行（曾经运行

过不能删除）

rq d 更新日期 必填 新增插入日期或修改更新日期，国家同

步时根据本日期选择性接收数据

14. 本省企业基本信息发送表 23（mc_qyxxs）、全国企业基本信息接收表 25

（mc_qyxx）

字段 类型 长度 字段名 约束 校验/说明

id char 40 主键 必填 uid，全国企业唯一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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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ylx char 2 场所类型 必填 必须为通用代码表15内的 1监管企业类

型代码内容

qybm char 20 企业编码 必填 省信息系统的企业唯一编号或代码

xydm char 20 信用代码 必填 企业社会信用代码，分厂无信用代码的

填主企业信用代码加一位数字序号，不

能重复

ztdm char 15 生产经营主体

代码

畜牧兽医生产经营主体代码

qhdm char 6 地区编码 必填 企业所在地或备案、登记所在地行政区

划代码，必须输入旗县区级代码，不能

输入省级和地市级代码

mc char 100 企业名称 必填 企业名称，字符大于 2 小于 100

企业名称不可重复，同一企业的不同养

殖场加上**分场，以地址区分

dh char 50 联系电话 必填 固话或手机号

fzr char 10 负责人姓名 必填 姓名必须大于 1 个字符小于 10 字符

dwdm char 100 动物代码 企业所经营的主要动物，5位动物代码的

倍数，如屠宰场屠宰牛、羊、猪，填

102001030010100

dz char 100 地址 必填 企业地址，填县以下具体地址

xzm char 30 乡镇名称

cm char 30 村名称

zbx decima

l

10,6 经度 必填 所在地位置坐标

zby decima

l

10,6 纬度 必填 所在地位置坐标

rq d 登记日期 登记日期

sm text 200 说明 企业特点的必要说明

zt char 1 状态 必填 0 停止运营或关闭 1 正常运行（曾经运行

过不能删除）

sjcrsj d 更新日期 必填 新增插入日期或修改更新日期，国家同

步时根据本日期选择性接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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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本省企业基本信息附表-发送表 76（mc_qyxxs_att）、全国企业基本信息表

附表-接收表 77（mc_qyxx_att）

字段 类型 长度 字段名 约束 校验/说明

id char 40 主键 必填 uid，唯一标识

zid char 40 主表 uid 必填 企业基本信息发送表 23（mc_qyxxs）uid

sfzh char 10 法人身份证号 诊疗机构必填

csmj decima

l

10,2 场所面积 诊疗机构必填，场所总占地面积

hdfw char 50 活动范围 诊疗机构必填

zh1 char 20 动物诊疗许可

证号

诊疗机构必填

syry char 40 执业兽医人员

uid

诊疗机构必填，主要执业兽医。绑定人

sjcrsj d 更新日期 必填 新增插入日期或修改更新日期，国家同

步时根据本日期选择性接收数据

16. 本省养殖场信息附表-发送表 80（mc_yzcxxs_att）

用于畜牧兽医生产经营主体赋码试点省份发送企业和个人类型养殖场附表信息

字段 类型 长度 字段名 约束 校验/说明

id char 40 主键 必填 uid，唯一标识

zl char 1 养殖场种类 必填 1 企业 2 规模场，有信用代码为养殖企

业，无为规模场,只选一个

zid char 40 主表 uid 必填 1 本 省 企 业 基 本 信 息 发 送 表 23

（mc_qyxxs）uid

2 本省管理相对个人基本信息发送表

（mc_grxxs）uid

xydmq datati

me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有效期起

养殖企业必填

xydmz datati

me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有效期止

养殖企业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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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1 char 20 防疫条件合格

证号

zh2 char 20 种畜禽生产经

营许可证号

种畜禽场必填

zxqq datati

me
种畜禽生产经

营许可证有效

期起

种畜禽场必填

zxqz datati

me
种畜禽生产经

营许可证有效

期止

种畜禽场必填

zmj decima

l

10,2 总占地面积 单位平方米，包括生产区域、办公及生

活用房、绿化隔离带等保障正常运转的

总面积

yzssmj decima

l

10,2 畜禽养殖设施

用地面积
单位平方米，养殖场内与生产直接相关

的生产设施和辅助设施用地面积

dlsx char 1 地类属性 按照土地属性填写，只选一个。1 耕地 2

林地 3草地 4建设用地

dwdm char 5 养殖畜种 5 位数字，必须是动物种类代码接收表

13（jc_dwzl）中的代码

pz char 20 主要品种 具体养殖品种

lx char 1 养殖场类型 只选一个，1种畜场 2 商品场

scmj decima

l

10,2 饲草料地面积 单位平方米，奶牛、肉牛养殖场必填

scsx char 1 饲草料地地类

属性
只选一个，1耕地 2林地 3草地 4建设用

地. 奶牛、肉牛养殖场必填

jcl int 8 设计存栏规模

jql int 8 设计年出栏规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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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l int 8 实际存栏数 年底实际存栏数

sql int 8
实际年出栏数 一年内出栏动物数，包括自食

czs int 8
检疫出证数 一年内本场检疫证开具动物总数量

zcl int 8
种畜禽存栏 年底实际存栏数

sldw char 2 数量单位 必填 必须是通用代码接收表 15（jc_tym）中

的 2 计量单位代码中的数字

dc char 1
代次类别 只选一个，1祖代2父母代3商品代

fwclly char 1
粪污处理和利

用方式

只选一个，1还田利用 2 达标排放 3作为

灌溉用水 4 其他

gtfwly char 20
固体粪污利用

方式

lsqyid char 40
隶属企业id 隶属总公司 id，本省企业基本信息发送

表 23（mc_qyxxs）中 UID

sjcrsj d 更新日期 必填 新增插入日期或修改更新日期，国家同

步时根据本日期选择性接收数据

17. 本省承运主体基本信息附表-发送表 78（mc_cyztxxs_att）全国承运主体基

本信息附表-接收表 79（mc_cyztxx_att）

字段 类型 长度 字段名 约束 校验/说明

id char 40 主键 必填 uid 唯一标识

lx char 1 承运主体类型 必填 1 企业 2 个人

zid char 40 主表 uid 必填 1 本 省 企 业 基 本 信 息 发 送 表 23

（mc_qyxxs）uid

2 本省管理相对个人基本信息发送表 71

（mc_grxxs）

lsqy char 40 隶属企业 id 本省企业基本信息发送表 23(mc_qyxxs)

中企业 uid

qxsj dateti

me

取消时间 取消必

填

取消备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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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xyy varcha

r

500 取消原因 取消必

填

取消备案的详细原因

qxr char 40 取消人 id 取消必

填

关联本省兽医人员基本信息发送表 21

（mc_syrys）中的监管人 id

bajgid char 15 备案机构 id 备案备案机构,本省机构基本信息发送

表 23（mc_jczs）中 UID。承运主体必填

sjcrsj d 日期 必填 插入日期或更新日期，国家同步时根据

本日期选择性接收数据

18. 国家已公布生猪屠宰企业信息接收表 26（mc_szqyxx）

字段 类型 长度 字段名 约束 校验/说明

id char 40 主键 必填 uid，唯一 uid

qylx char 2 场所类型 必填 必须为通用代码接收表15内的1监管企

业类型代码内容，屠宰场 02

qybm char 20 企业编码 必填 省信息系统的企业唯一编号或代码

tzzh char 20 定点屠宰证号 必填 定点屠宰证号

ztdm char 15 生产经营主体

代码

畜牧兽医生产经营主体代码

qhdm char 6 地区编码 必填 企业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必须输入旗

县区级代码，不能输入省级和地市级代

码

mc char 100 企业名称 必填 企业名称，字符大于 2 小于 100

企业名称不可重复

dh char 50 联系电话 必填 固话或手机号

fzr char 10 负责人姓名 必填 姓名必须大于 1 个字符小于 10 字符

dwdm char 100 动物代码 必填 5位动物代码的倍数，如屠宰场屠宰牛、

羊、猪，填 102001030010100

dz char 100 地址 必填

zbx decima

l

10,6 经度 地理位置坐标（格式：117.342341）

zby decima

l

10,6 纬度 地理位置坐标（格式：117.342341）

sm text 200 说明 必填 企业特点的必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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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char 1 状态 必填 0取消备案 1 正常运行

rq d 日期 必填

19. 本省贩运主体信息发送表 27（mc_fyztxxs）、全国贩运主体信息接收表

28（mc_fyztxx）

字段 类型 长度 字段名 约束 校验/说明

id char 40 主键 必填 uid，为贩运主体唯一 uid

fyrlx char 1 贩运主体类型 必填

1=自行运输生猪等动物或产品养殖场户

2=从事生猪等动物或产品收购贩运个人

3=自行收购运输的生猪等动物或产品的

企业屠宰场(厂)

4 从事生猪等动物或产品收购贩运企业

fyrzl char 1 贩运主体种类 必填 1=个人 2=单位

fylx char 1 贩运类型 必填 1动物 2产品

fyrmc char 60 贩运主体名称 必填 个人姓名 / 单位名称

fyrxb char 1 贩运主体性别 当 zl=1 时填写，1=男 2=女

fyrbh char 50
畜牧兽医生产

经营主体代码
必填 贩运人主体代码

fyrhm char 50 贩运主体号码 必填
当 zl=1 时，填写身份证号；

当 zl=2 时，填写企业信用代码

fyrdh char 60 贩运主体电话 必填 当前贩运主体的联系电话

qhdm char 6 区划代码 必填 贩运主体所属区划代码

fyrdz char 100 地址 必填 乡镇街道地址

djrq d 登记日期 必填 登记日期

fydw char 100 贩运动物 必填
5位动物代码的倍数，如贩运牛、羊、猪，

填 102001030010100

zt char 1 是否有效 必填
1=有效；0=暂停登记。默认状态为 1，2

次违规登记，状态自动改成 0

sjcrsj d 日期 必填
插入日期或更新日期，国家同步时根据

本日期选择性接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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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本省管理相对个人基本信息发送表 71（mc_grxxs）、全国管理相对个人基

本信息接收表 72（mc_grxx）

字段 类型 长度 字段名 约束 校验/说明

id char 40 主键 必填 uid，为养殖个人唯一 uid

lx char 1 个人类型 必填 通用代码中的 7 个人类型代码

dwdm char 100 动物代码 必填 个人从业涉及的动物代码，若涉及多种

动物，填写主要种类。使用动物种类代

码中尾号为 00 的动物种类代码。5 位动

物代码的倍数，如养殖牛、羊、猪，填

102001030010100。

ztdm char 15 生产经营主体

代码

sfzh char 20 身份证号码 必填 身份证号码符合身份证号码规则

xm char 20 姓名 必填 个人姓名 2-10 个字符

xb char 1 性别 只能填男或女

dh char 20 电话 必填 本人手机号

qhdm char 6 工作地区划代

码

必填 从事养殖、贩运所在地或备案、登记地

区划代码，必须是县级，填写当前主要

工作地区。

dz char 100 地址 乡镇街道地址（不加县级及以上名称），

无工作具体地址填个人住址

xzm char 30 乡镇名称

cm char 30 村名称

zbx decima

l

10,6 经度 养殖场户必填

zby decima

l

10,6 纬度 养殖场户必填

djrq d 登记日期 必填 登记日期

zt char 1 人员状态 1 从业 0 停业

sjcrsj d 日期 必填 插入日期或更新日期，国家同步时根据

本日期选择性接收数据

21. 强制免疫疫苗信息接收表 73（mc_ymxx）

此表从兽医卫生综合信息平台统一下发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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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类型 长度 字段名 约束 校验/说明

id char 40 主键 必填 uid

lx char 1 疫苗类型 必填 1灭活疫苗2活疫苗3合成肽疫苗4基因

工程疫苗

dwdm char 100 动物代码 疫苗标称主要免疫动物，5位动物代码的

倍 数 ， 如 免 疫 牛 、 羊 、 猪 ， 填

102001030010100

ybjcdm char 100 检测类型代码

表代码

必填 5 位代码倍数。检测类型代码接收表 16

（jc_ybjcm）的 dm,表示该疫苗针对的疫

病名称

myff char 1 主要免疫方法 1 肌肉注射 2 皮下注射 3 口服 4 滴鼻 5

点眼 6 刺种 7 涂肛 8 气雾，9其它，只选

一个

mc char 100 疫苗名称 必填 疫苗名称 2-100 个字符

pzwh char 50 批准文号/进

口文号

必填 国家疫苗批准文号

gg char 30 疫苗规格 疫苗产品规格

sccj char 50 生产厂家 必填 生产厂家名称

yxq int 免疫有效期 厂家标称免疫保护有效期，单位月

sm char text 说明 疫苗说明

sjcrsj d 日期 必填 插入日期或更新日期，国家同步时根据

本日期选择性接收数据 同一疫苗，根据

时间，存储多条信息

22. 本省检疫证动物 a证发送表 31（jyz_jyzsdwa）、全国检疫证动物 a证目

的地为本省信息表 37（jyz_jyzqgdwa）、本省检疫证动物 b证发送表 33

（jyz_jyzsdwb）

字段 类型 长度 字段名 约束 校验/说明

id char 40 主键 必填 uid，为全国检疫证唯一标识

zbh char 16 检疫证号 必填 检疫证印刷编号，10 位数字，（每一种

检疫证内部不可重复，动物 a，产品 a，

动物 b，产品 b）

ewm char 100 二维码 省平台生成二维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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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 d 出证日期 必填 检疫证签发日期

gfsyid char 40 官方兽医 id 本 省 兽 医 人 员 基 本 信 息 发 送 表

(mc_syrys)中出证官方兽医的 uid

gfsyxm char 20 官方兽医姓名 必填 签发检疫证官方兽医姓名

xjyid char 40 协检员 id 本 省 兽 医 人 员 基 本 信 息 发 送 表

21(mc_syrys)中协检员的 uid（如果没有

协检为空）

xjyxm char 20 协检员姓名 协检员姓名（如果没有协检为空）

gfdh char 20 签发人电话 必填 签发官方兽医电话或签发单位电话

qfdwid char 40 签发单位 id 本省机构基本信息发送表(mc_jczs)中

签章单位 uid

qfdw char 100 签发单位 必填 签章单位名称，动物卫生监督所、分所

或报检点名称

zddyxq char 2 证到达天数代

码

必填 必须输入通用代码表15中 5检疫证有效

到达的代码

hzlx char 1 货主类型 1 企业 2 个人

hzid char 40 货主 id 1 、 本 省 企 业 基 本 信 息 发 送 表 23

（mc_qyxxs）的 uid

2、本省管理相对个人信息发送表 71

（mc_grxxs）uid

hzztdm char 15 货主生产经营

主体代码

货主的畜牧兽医生产经营主体代码

hz char 100 货主 必填 货主名称，企业名称或个人姓名

hzdh char 20 货主电话 必填 货主联系电话

dwdm char 5 动物代码 必填 5 位数字，必须是动物种类代码接收表

13（jc_dwzl）中的代码，产品证填产品

所属动物代码

dwmc char 20 动物名称 必填 填写动物具体名称，如果是野生动物填

具体动物名称

sl int 8 数量 必填 必须大于 0，动物填写动物数量整数

sldw char 2 数量单位 必填 必须是通用代码接收表 15（jc_tym）中

的 2 计量单位代码中的数字

jcbg text 检测信息 id 本省检测信息发送表 54（jy_jybgs）id，

多个检测信息用半角逗号隔开 A 证

qqhdm char 6 启运地区划代

码

必填 6 位数字，启运地区划代码，必须输入旗

县区级代码，不能输入省级和地市级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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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必须是全国区划代码表中有的代码

qlbdm char 2 启运地点类别

代码

必填 必须输入通用代码接收表15中 1场所类

型的代码

qqydm char 40 启运企业代码 如果是启运企业，输入本省企业基本信

息发送表 23（mc_qyxxs）的企业 uid，

如果没有或是非企业为空

qztdm char 15 启运企业生产

经营主体代码

启运企业的畜牧兽医生产经营主体代码

qdmc char 100 启运地名称 必填 如果是企业填企业名称，如果是行政地

区填街道、乡镇或村名称，前面不要加

省市县名称

dqhdm char 6 到达地区划代

码

必填 6 位数字，到达地区划代码，必须输入旗

县区级代码，不能输入省级和地市级代

码，必须是全国区划代码表中有的代码

dlbdm char 3 到达地点类别

代码

必填 必须输入通用代码接收表15中 1场所类

型的代码

dqydm char 40 到达企业代码 如果到达企业，输入全国企业基本信息

接收表 25（mc_qyxx）的企业 uid，如果

全国企业基本信息接收表25没有或是非

企业为空，如果到达生猪屠宰企业，必

须选择国家公示生猪屠宰企业基本信息

表 26（mc_szqyxx）中的屠宰企业 id

dztdm char 15 到达企业生产

经营主体代码

到达企业的畜牧兽医生产经营主体代码

ddmc char 100 到达地名称 必填 如果是企业填企业名称，如果是行政地

区街道、填乡镇或村名称，前面不要加

省市县名称

cyrdm char 40 承运人代码 全国管理相对个人基本信息接收表 72

（mc_grxx）中的承运人 uid，若运输方

式为道路，必填

cyrztd

m

char 15 承运人生产经

营主体代码

承运人的畜牧兽医生产经营主体代码

ysmc char 100 承运人名称 必填 如运输方式为公路，填承运个人姓名

ysdh char 20 承运人电话 必填 承运人联系电话

ysfs char 2 运输方式代码 必填 必须输入通用代码接收表 15（jc_tym）

中 3 运输方式的代码

ysph char 100 运输工具牌号 必填 运输方式为道路，填运输车辆牌号及挂

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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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xd char 100 运输工具消毒 必填 运输工具消毒情况，包括消毒方法，消

毒药，消毒计量

bz text 200 备注

dytdm char 2 用途代码 必填 动物检疫证，必须输入通用代码接收表

（jc_tym）15 中 4 用途的代码

debh text 动物耳标号码 必填 动物检疫证，必须输入耳标号

sbd char 40 申报点 id 本省机构基本信息发送表 22（mc_jczs）

中机构 uid

sjcrsj d 数据插入时间 必填 当前时间,自动生成

23. 本省检疫证产品 a证发送表 32（jyz_jyzscpa）、全国检疫证产品 a证目的

地为本省信息表 38（jyz_jyzqgcpa）、本省检疫证产品 b 证发送表 34

（jyz_jyzscpb）

字段 类型 长度 字段名 约束 校验/说明

id char 40 主键 必填 uid，为全国检疫证唯一标识

zbh char 16 检疫证号 必填 检疫证印刷编号，10 位数字，（每一种

检疫证内部不可重复，动物 a，产品 a，

动物 b，产品 b）

ewm char 100 二维码 省平台生成二维码信息

rq d 出证日期 必填 检疫证签发日期

gfsyid char 40 官方兽医 id 本省兽 医人员基本 信息发送表 21

（mc_syrys）中出证官方兽医的 uid

gfsyxm char 20 官方兽医姓名 必填 签发检疫证官方兽医姓名

qfdh char 20 签发人电话 必填 签发官方兽医电话或签发单位电话

qfdwid char 40 签发单位 id 本省机构基本信息发送表 22(mc_jczs)

中签章单位 uid

qfdw char 100 签发单位 必填 签章单位名称，动物卫生监督所、分所

或报检点名称

zddyxq char 2 证到达天数代

码

必填 必须输入通用代码接收表 15（jc_tym）

中 5检疫证有效到达天数的代码

hz char 100 货主 必填 货主名称，企业名称或个人姓名

hzdh char 20 货主电话 必填 货主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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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dm char 5 动物代码 必填 5 位数字，必须是动物种类代码表 13 中

的代码，填产品所属动物代码

sl n 20,2 数量 必填 必须大于 0，填写产品数量保留两位小数

sldw char 2 数量单位 必填 必须是通用代码接收表 15（jc_tym）中

的 2 计量单位代码中的数字

jcbg text 检测信息 id 本省检测信息发送表 54（jc_jcxxs）id，

多个检测信息用半角逗号隔开

qqhdm char 6 启运地区划代

码

必填 6 位数字，启运地区划代码，必须输入旗

县区级代码，不能输入省级和地市级代

码，必须是全国区划代码接收表 12

（jc_qhdm）中有的代码

qlbdm char 2 启运地点类别

代码

必填 必须输入通用代码接收表 15（jc_tym）

中 1场所类型的代码

qqydm char 40 启运企业代码 如果是启运企业，输入全国企业基本信

息接收表 25（mc_qyxx）的企业 uid，如

果全国企业基本信息接收表25没有或是

非企业为空

qztdm char 15 启运企业生产

经营主体代码

启运企业的畜牧兽医生产经营主体代码

qdmc char 100 启运地名称 必填 如果是企业填企业名称，如果是行政地

区填街道、乡镇或村名称，前面不要加

省市县名称

dqhdm char 6 到达地区划代

码

必填 6 位数字，到达地区划代码，必须输入旗

县区级代码，不能输入省级和地市级代

码，必须是全国区划代码接收表 12

（jc_qhdm）中有的代码

dlbdm char 3 到达地点类别

代码

必填 必须输入通用代码接收表 15（jc_tym）

中 1场所类型的代码

dqydm char 40 到达企业代码 如果到达企业，输入全国企业基本信息

接收表 25（mc_qyxx）的企业 uid，如果

全国企业基本信息接收表25没有或是非

企业为空，如果是生猪屠宰企业，必须

选择全国公示生猪屠宰企业信息接收表

中的屠宰企业

dztdm char 15 到达企业生产

经营主体代码

到达企业的畜牧兽医生产经营主体代码

ddmc char 100 到达地名称 必填 如果是企业填企业名称，如果是行政地

区街道、填乡镇或村名称，前面不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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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县名称

ysmc char 100 承运人名称 必填 企业填企业名称，个人填姓名

ysdh char 20 承运人电话 必填 承运人联系电话

ysfs char 2 运输方式代码 必填 必须输入通用代码接收表 15（jc_tym）

中 3运输方式的代码

ysph char 100 运输工具牌号 必填 运输方式为公路，填写运输车辆牌号及

挂车号

ysxd char 100 运输工具消毒 必填 运输工具消毒情况，包括消毒方法，消

毒药，消毒计量

bz text 200 备注

cplx char 20 产品类型名称 必填 产品类型具体名称，如肉类，不能填写

猪肉类

cplxdm char 3 产品类型代码 必填 产品检疫证，必须输入动物产品代码接

收表 14（jc_dwcp）中的代码，3位数字

cpscqh

dm

char 6 产品生产单位

地区代码

必填 产品检疫证，必须输入旗县区级代码，

不能输入省级和地市级代码，必须是全

国区划代码接收表 12（jc_qhdm）中有的

代码

cpscid char 40 产品生产单位

id

产品检疫证，必须输入全国企业基本信

息接收表 25（mc_qyxx）的屠宰企业 uid，

生猪屠宰企业必须使用全国公示生猪屠

宰企业表中 ID

scztdm char 15 产品生产单位

生产经营主体

代码

产品生产单位的畜牧兽医生产经营主体

代码

cpscmc char 100 产品生产单位

名称

必填 产品检疫证，必须输入屠宰加工厂企业

名称

cpscdz char 100 产品生产单位

地址

必填 产品检疫证，填街道、乡镇或村名称地

址，前面不要加省市县名称

cpjybz char 20 产品检疫标志

号

产品检疫证，填写检疫标志号或空

cpyjyz char 40 产品原检疫证 产品检疫证，如果有分销的上位检疫证

填写原产品检疫证 uid，如果无为空

sjcrsj d 数据插入时间 必填 当前时间,自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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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全国检疫证到达本省信息发送表 35（jyz_dds）、全国检疫证到达信息接

收表 36（jyz_dd）

字段 类型 长度 字段名 约束 校验/说明

id char 40 主键 必填 uid，为全国检疫证到达信息唯一 uid

jyzid char 40 检疫证 id 必填 检疫证 uid，为全国检疫证唯一标识

jyzh char 16 检疫证号 必填 检疫证印刷编号

jyzqqh

dm

char 6 检疫证启运地

点行政区划代

码

必填 检疫证启运地行政区划代码，必须输入

旗县区级代码，不能输入省级和地市级

代码，必须是全国区划代码接收表 12

（jc_qhdm）中有的代码

jyzdqh

dm

char 6 检疫证目的地

行政区划代码

必填 检疫证目的地行政区划代码，必须输入

旗县区级代码，不能输入省级和地市级

代码，必须是全国区划代码接收表 12

（jc_qhdm）中有的代码

jyzlx char 1 检疫证类型 必填 1 动物检疫证 2产品检疫证

rq d 日期 必填 操作日期或到达日期

lx char 1 到达类型 必填 0 检疫证作废或取消运输，以下字段除监

管人姓名外可空

1 检疫证已经超过有效期未到达检疫证

目的地或其他最终目的地

2 到达检查站或到达目的地，已经有到达

信息的不能检疫证作废或取消运输

3 录入备案车辆轨迹文本，以下字段除运

输轨迹外可空

jgryid char 40 监管人 id 必填 本省兽 医人员基 本信息发 送表 21

（mc_syrys）中出证官方兽医或监管人

的 uid

jgryxm char 10 监管人姓名 必填 监管人员或官方兽医姓名

dqhdm char 6 检疫证当前到

达地区划代码

检疫证当前到达地行政区划代码，必须

输入旗县区级代码，不能输入省级和地

市级代码，必须是全国区划代码接收表

12（jc_qhdm）中有的代码

dlx char 2 到达地类型代

码

0 检查站，其他地点必须输入通用代码接

收表 15（jc_tym）中 1场所类型的代码

ddid char 40 到达地 id 到达地 id，输入本省机构基本信息发送

表 22（mc_jczs 中）检查站或本省企业

基本信息发送表 23（mc_qyxxs）到达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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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id

dztdm char 15
到达地主体

代码

到达地畜牧兽医生产经营单位主体代

码

dmc char 100 到达地名称 输入检查站名称，企业名称，或其他输

入街道、乡镇或村名称，前面不要加省

市县名称

jyzsl n 20，2 检疫证数量 检疫证开具的数量

ddsl n 20，2 到达数量 到达时监管的实际数量

sm text 200 监管说明 监管时相关说明

clgj medium

text

运输轨迹 轨迹文本，备案车辆到达最终目的地时

或检疫证有效期到时上传，开证时间-到

达时间。可以随时还原该检疫证运输车

辆轨迹，无需备案的车辆为空

sjcrsj d 数据插入时间 必填 当前时间,自动生成

轨迹文件格式：

车牌号&exp 开始时间&exp 结束时间

定位时间 服务器时间 经度 维度 方向

蒙 dnq012&exp2019-06-20 00:00:00&exp2019-06-27 00:00:00

2019-06-20 00:00:23 2019-06-20 00:00:25 120.660245 42.226561 53

2019-06-20 00:05:24 2019-06-20 00:05:25 120.660245 42.226561 53

2019-06-20 00:10:24 2019-06-20 00:10:25 120.660245 42.226561 53

25. 全国备案运输车辆接收表 42（cl_ba）

字段 类型 长度 字段名 约束 校验/说明

id char 40 主键 必填 uid，为全国备案运输车辆唯一 uid

ph char 50 车辆牌号 必填 备案车辆牌号，本省备案车牌号不能重

复

cz char 100 车主 必填 车辆所有者，姓名或单位名称

dh char 20 车主电话 必填 车主联系电话

cllx char 200 车辆型号 必填 车辆型号

zzl n 10,2 载重量 必填 车辆载重量（吨）

qhdm char 6 备案地区划代

码

必填 备案地县级行政区划代码，6位数字，必

须是全国区划代码接收表 12（jc_qh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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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的代码

dw char 100 备案单位 必填 备案单位名称，（备案单位应按要求留

存身份证、营业执照、道路运营许可证、

车辆行驶证等复印件备查，此处不录入）

zt char 1 备案状态 必填 0 取消备案 1 备案有效（曾经备案过的

车辆不能删除）

rq d 日期 必填 插入日期或更新日期，国家同步时根据

本日期选择性接收数据

bh varchar 15 备案编号 必填 备案编号，6 位行政代码+4 位顺序号

phlx smallin

t

2 车牌类型 必填 牌照类型 0未知 1蓝牌 2黄牌 3小黄牌

4 农用车 5 三轮车 6 新能源

clpp varchar 30 车辆品牌 必填 车辆品牌

zl decimal 10,2 总质量（吨） 必填 4.5 吨以上需要填写道路经营许可证、道

路运输证

ys varchar 20 颜色 必填 车辆颜色

dwqbh varchar 50 定位器编号 跨省车

辆必填

定位器设备编号，11 到 15 位数字，跨省

必填

czlx varchar 1 车主类型 必填 车主类型 1 个人 2 企业

sfzh varchar 20 身份证/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必填 车主身份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

18 位，信用代码 18 位，身份证一定要按

照规则效验。

xkzh varchar 30 道路经营许可

证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编号，12 位数字

yszh varchar 30 道路运输证 道路运输证，12 位数字

yxqq varchar 20 备案有效期起 停用 备案证有效期（起）yyyy-mm-dd

yxqz varchar 20 备案有效期止 停用 备案证有效期（止）yyyy-mm-dd

ysfw varchar 1 运输范围 必填 运输范围 0县内 2省内 3跨省

clzp varchar 150 车辆照片 必填 车辆照片绝对路径，要能访问，用于下

载

xdzp varchar 150 车辆清洗消毒

设备照片

必填 车辆清洗消毒设备照片绝对路径，要能

访问，用于下载

qxsj datetim

e

取消时间 被取消

时必填

车辆取消备案时间

qxlb varchar 1 取消类别 被取消

时必填

车辆取消备案的类别：1 车辆违规运输

(违规时候选择)，违规被取消备案资格

车辆不允许重新申请备案。2 车辆出售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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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其它原因选择，如车辆转让，不再运

输了)，取消后还可以重新申请备案。

qxyy varchar 500 取消原因 被取消

时必填

车辆取消备案的详细原因

26. 本省屠宰场动物屠宰和无害化发送表 51（tz_dws）

字段 类型 长度 字段名 约束 校验/说明

id char 40 主键 必填 uid

tzcid char 40 屠宰场 id 必填 必须输入本省企业基本信息发送表 23

（mc_syry）的屠宰企业 uid。生猪屠宰

企业输 入国家公示 屠宰企业表 26

（mc_szqyxx）中 uid

ztdm char 15 生产经营主体

代码

屠宰企业畜牧兽医生产经营主体代码

qhdm char 6 屠宰场区划代

码

必填 必须输入屠宰场所在地旗县区级代码，

不能输入省级和地市级代码，，必须是

全国区划代码接收表 12（jc_qhdm）中有

的代码

jyzid char 40 动 物 检 疫 证

id

必填 动物检疫证 uid，为全国检疫证唯一标识

qqhdm char 6 启运地区划代

码

必填 本动物检疫证启运地区划代码，必须是

全国区划代码接收表 12（jc_qhdm）中有

的代码

dwdm char 5 动物代码 必填 5 位数字，本动物检疫证所填的动物代

码，

jyzsl int 8 检疫数量 必填 本动物检疫证上开具的动物数量

ddsl int 8 屠宰数量 必填 本动物检疫证实际屠宰数量

clsl int 8 无害化处理数

量

必填 本动物检疫证无害化处理动物数量，没

有无害化处理填 0

sldw char 2 数量单位 必填 本动物检疫证所填的数量单位代码

jyyid char 40 检疫员 id 必填 兽医人员基本信息发送表21中出证官方

兽医或协检员的 uid

jyyxm char 10 检疫员姓名 必填 屠宰检疫员或屠宰检疫官方兽医姓名，

tzrq char 8 屠宰日期 必填 8 位数字，日期格式 20190812，与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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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关联，达到按天追溯

sjcrsj d 数据插入时间 必填 当前时间,自动生成

27. 本省屠宰场产品出场发送表 52（tz_cps）

字段 类型 长度 字段名 约束 校验/说明

id char 40 主键 必填 uid

tzcid char 40 屠宰场 id 必填 必须输入全国企业基本信息接收表 25

（mc_qyxx）的屠宰企业 uid

ztdm char 15 生产经营主体

代码

屠宰企业畜牧兽医生产经营主体代码

qhdm char 6 屠宰场区划代

码

必填 必须输入屠宰场所在地旗县区级代码，

不能输入省级和地市级代码，必须是全

国区划代码接收表 12（jc_qhdm）中有的

代码

tzrq char 8 屠宰日期 必填 所销售产品的动物屠宰日期，8位数字，

日期格式 20190812，与入场检疫证关联，

达到按天追溯

jyzid char 40 产 品 检 疫 证

id

必填 所销产品检疫证 uid，为全国检疫证唯一

标识，每个检疫证只能录入一次

dwdm char 5 产品动物代码 必填 5 位数字，本产品检疫证所填的动物代

码，必须是动物种类代码接收表 13

（jc_dwzl）中的代码

cplxdm char 3 产品类型代码 必填 3 位数字，本产品检疫证所填的产品类型

代码，必须输入动物产品代码接收表 14

（jc_dwcp）中的代码

sl decima

l

20,2 产品数量 必填 本产品检疫证所填的产品数量

sldw char 2 数量单位 必填 本产品检疫证所填的产品数量单位代码

dqhdm char 6 到达地区划代

码

必填 本产品疫证所填到达地区划代码，必须

是全国区划代码接收表 12（jc_qhdm）中

有的代码

ccrq d 出场日期 必填 产品出场日期

sjcrsj d 数据插入时间 必填 当前时间,自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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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本省动物免疫信息发送表 53（my_mys）

字段 类型 长度 字段名 约束 校验/说明

id char 40 主键 必填 uid

lx char 1 类型 必填 养殖者类型 1企业 2个人

ymcglx char 1 疫苗采购类型 1 政采 2 自采

yzid char 40 养殖场户 id 必填 1、本省企业基本信息发送表（mc_qyxxs）

养殖企业 id

2、本省管理相对基本个人信息发送表

（mc_grxxs）id

ztdm char 15 生产经营主体

代码

养殖企业、养殖场户的畜牧兽医生产经

营主体代码

ymid char 40 疫苗 id 必填 强制免疫疫苗信息接收表 73（mc_ymxx）

id

ymph char 50 疫苗批号 必填 疫苗生产批号

dwdm char 5 动物代码 必填 免疫动物代码，5 位数，动物种类代码接

收表 13（jc_dwzl）

mysl int 8 免疫数量 必填 免疫动物数量，大于 0

ymsl decima

l

20,2 疫苗使用数量 必须大于 0，可保留两位小数

ymdw char 1 疫苗单位 1 头份 2 毫升 3 羽份。

mylx char 1 免疫类型 必填 1 政府免疫 2 自行免疫

fyyid char 40 防疫员 id 必填 1 政府免疫，填写免疫工作负责人 id，

本省兽 医人员基本 信息发送表 21

（mc_syrys）id。

2 养殖企业自行免疫，填写本省企业基本

信息发送表（mc_qyxxs）中养殖企业 id

3 养殖场户自行免疫，填写本省管理相对

个人基本信息发送表（mc_grxxs）养殖

场户 id

myrq d 免疫日期 必填 实施免疫的日期时间

sjcrsj d 数据插入时间 必填 当前时间,自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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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本省检测信息发送表 54（jc_jcxxs）

字段 类型 长度 字段名 约束 校验/说明

id char 40 主键 必填 uid

lx char 1 类型 必填 检测机构类型 1事业单位 2企业

jgid char 40 检测机构 id 必填 1 、 本 省 机 构 基 本 信 息 发 送 表 22

（mc_jczs）实验室 id

2 、 本 省 企 业 基 本 信 息 发 送 表 23

（mc_qyxxs）实验室 id

jcztdm char 15 检测机构生产

经营主体代码

检测机构的畜牧兽医生产经营主体代

码

qfrid char 40 报 告 签 发 人

id

本省兽 医人员基 本信息发 送表 21

（mc_syrys）实验室人员 id

qfrq d 签发日期 必填 报告签发日期时间

bgbh char 20 报告编号 报告编号，10-20 位数字，同一样品多个

检测项目可用相同编号，以便生成一张

报告单（用于省纸质报告打印）

qhdm char 6 区划代码 必填 采样地区划代码（6位县级区划代码），

必 须 是 全 国 区 划 代 码 接 收 表 12

（jc_qhdm）中有的代码

cydlb char 1 采样地类别 必填 采样地类别 1企业 2个人 3其它地区

cydid char 50 采样地 id 必填 1 、 本 省 企 业 基 本 信 息 发 送 表 23

（mc_qyxxs）id

2、管理相对个人基本信息发送表 71

（mc_grxxs）id

3、乡镇村名称

cydztd

m

char 15 采样地生产

经营主体代

码

采样地的生产经营主体代码

cyrid char 40 采样人 id 必填 采样负责人 id，本省兽医人员基本信息

发送表 21（mc_syrys）id

cyrq d 采样日期 必填 采样日期时间

yplx char 1 样品类型 必填 1 动物血液类 2 动物组织类 3 分泌物 4

排泄物 5 兽药、生物制品 6 饲料 7 水 8

环境样品 9 其它，只选一个

ypmc char 30 样品名称 必填 具体样品名称，如血清、脊髓

dwdm char 5 动物代码 动物代码，5 位数，必须是动物种类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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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表 13（jc_dwzl）中代码

sl int 8 检测样品数量 必填 样品实际检测数量，大于 0

jclx char 1 检测类别 必填 1 检测抗体 2 检测抗原、基因或病原 3

变态反应

jclxdm char 5 检测类型代码 必填 使用检测类型代码中检测类型5位代码，

一种检测类型一个采样地一种样品，对

应一条检测信息

jcff char 100 检测方法 必填 具体检测方法，如细胞中和实验、平板

凝集实验

sjcj char 100 试剂厂家 主要检测试剂生产厂家及批号

pdbz char 1 判定标准 必填 1 阳性、检出或检出大于一定量为合格

2 阴性、未检出或检出小于一定量为合格

yxsl int 8 不合格样品数

量

必填 根据相应标准，检测结果判定为确诊疫

病、不合格、超标的数量，数量应大于

等于 0，小于等于检测样品数量

sjcrsj d 数据插入时间 必填 当前时间,自动生成

30. 本省无害化处理动物及产品发送表 55（whh_dwcps）、本省无害化处理动

物或产品接收表 56（whh_dwcp）

字段 类型 长度 字段名 约束 校验/说明

id char 40 主键 必填 uid

cllx char 1 处理类型 必填 1 动物 2 产品，只选一个

hzlx char 1 货主类型 必填 病死动物来源类型 1企业 2个人 3其他

hzid char 40 货主 id 1 、 本 省 企 业 基 本 信 息 发 送 表 23

（mc_qyxxs）养殖企业 id

2、本省管理相对个人基本信息发送表 71

（mc_grxxs）id

3、不明来源填 0 。无法确定的都是不明

来源

hzztdm char 15 货主生产经营

主体代码

货主的生产经营主体代码

hzmc char 40 货主名称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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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dm char 5 动物代码 处理动物代码，5 位数，动物种类代码表

13（jc_dwzl）处理动物必填，处理产品

可为空

sjsj d 收集时间 该批处理动物的收集时间

sjdzt char 1 收集单状态 1 正常 0 作废

clyy char 1 无害化处理原

因

1染疫死亡2因病死亡3死因不明4经检

验检疫不合格 5 应急处置，9 其它

jcbg char 40 检测信息 id 检测信息发送表（jc_jcxxs）id

clsl decima

l

10，2 无害化处理数

量

必填 无害化处理动物或产品数量，大于 0

btsl
decima

l
10，2

无害化补贴数

量
无害化处理补贴动物数量

debh text 耳标号码 无害化处理猪牛羊的耳标号码

sldw char 1 数量单位 必填 1 头只 2 公斤。只选一个

cljglx char 1 处理机构类型 必填 无害化处理机构 1企业 2事业单位

cljgid char 40 无害化处理机

构 id

必填 1 、 本 省 企 业 基 本 信 息 发 送 表 23

（mc_qyxxs）养殖场、无害化处理厂 id

2 、 本 省 机 构 基 本 信 息 发 送 表 22

（mc_jczs）机构 id

clztdm char 15 处理企业主体

代码

无害化处理企业主体代码

clff char 1 处理方法 必填 1焚烧2化制3高温4深埋5化学处理法

6 其他。只选一个

jgrid char 40 监管人 id 必填 无害化处理监管负责人 id，本省兽医人

员基本信息发送表 21（mc_syrys）id

clrq d 处理日期 必填 无害化处理的日期时间

zfbt decima

l

7，2 政府补贴 政府补贴数，单位元/头，大于等于 0

sjcrsj d 数据插入时间 必填 当前时间,自动生成

31. 本省贩运主体违规信息发送表 61（wg_fyzts）、全国贩运主体违规信息接

收表 62（wg_fyzt）

字段 类型 长度 字段名 约束 校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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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char 40 主键 必填 uid，违规记录唯一 uid

fyrid char 40 贩运主体 id 必填 对应贩运主体信息表(mc_fyr)中的 id

wgdm char 100 违规代码 必填 下表 2 位违法代码的倍数

wgtk char 800 违规条款 必填 违规条款见下文，可多选以“，”为分

隔符。

wgbz char 500 违规备注 备注信息

wgsj d 违规时间 必填 违规时间

clrmc char 50 处理人姓名 必填 处理人姓名

clrdwm

c

char 100 处理单位 必填 处理人所属单位名称

cldqhd

m

char 6 处理地

区划代码

必填 必须输入旗县区级代码，不能输入省级

和地市级代码

lrrmc char 50 录入人名称 必填 记录违规信息的录入人名称

lrrq d 录入日期 必填

zt char 1 是否有效 必填 1=有效；

0=无效

qxyy char 500 取消违规原因 取消违规

qxrq d 取消违规日期 取消违规时间

sjcrsj d 日期 必填 插入日期或更新日期，国家同步时根据

本日期选择性接收数据

常用违规内容列表

序号 违规内容

01 使用未备案车辆运输生猪。

02
未按规定处置染疫生猪及其排泄物，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生猪尸体，经检疫不合

格的生猪。

03 购买或出售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生猪。

04 购买或出售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生猪。

05 购买或出售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生猪。

06 购买或出售非洲猪瘟疫区内未经检测的生猪。

07 瞒报、谎报、迟报、漏报动物疫情或阻碍他人报告动物疫情。

08 出售的生猪未附有检疫证明、无耳标或耳标不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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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转让、伪造或者变造检疫证明、检疫标志或者畜禽标识。

10 未办理审批手续，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引进种猪及其精液。

11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引进用于饲养的非种猪到达目的地后，在未出售的情况下，

未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

12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引进的种猪到达输入地后，在未出售的情况下，未按规定

进行隔离观察。

13 未按照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载明的目的地运输生猪。

14 具有其他不符合国务院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有关动物防疫规定的行为。

省级出证系统需新增贩运主体违规登记模块。当贩运主体发生违规时，管理员可对贩运主体进

行违规登记，登记违规事项见上表，并满足本省贩运主体违规信息发送表（wg_fyzts）的效验

要求。取消违规登记操作必须由登记违规登记人员取消，并记录取消原因、取消时间。

3.2.3 基础代码表

32.行政区划代码表样式 11、12（jc_qhdms、jc_qhdm）

qhdm qhjb mc jc rq zt

150000 1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 2019/9/25 1

150100 2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2019/9/25 1

150105 3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赛罕区 2019/9/25 1

150125 3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 武川县 2019/9/25 1

…………

（每一行必须为省市县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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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动物种类代码接收表 13（jc_dwzl）

flmc fwdm fwmc zt

家畜 10100 猪 1

家畜 10101 生猪 0

家畜 10102 仔猪 1

家畜 10103 种公猪 0

家畜 10104 种母猪 0

家畜 10105 藏猪 0

家畜 10106 商品猪 1

家畜 10107 种猪 1

家畜 10199 其他猪 1

家畜 10200 牛 1

家畜 10201 肉牛 1

家畜 10202 奶牛 1

家畜 10203 役用牛 0

家畜 10204 种公牛 1

家畜 10205 黄牛 0

家畜 10206 牦牛 0

家畜 10207 水牛 0

家畜 10299 其他牛 1

家畜 10300 羊 1

家畜 10301 绵羊 1

家畜 10302 山羊 1

家畜 10303 奶山羊 1

家畜 10304 种羊 1

家畜 10305 滩羊 0

家畜 10399 其他羊 1

家畜 10400 马 1

家畜 10500 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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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畜 10600 骡 1

家畜 10700 兔 1

家畜 10800 猫 0

家畜 10900 犬 0

家畜 11000 鹿 0

家畜 11100 骆驼 1

家畜 19900 其他家畜 1

家禽 20100 鸡 1

家禽 20101 肉鸡 1

家禽 20102 蛋鸡 1

家禽 20103 雏鸡 1

家禽 20104 种鸡 1

家禽 20105 藏鸡 0

家禽 20199 其他鸡 1

家禽 20200 鸭 1

家禽 20201 肉鸭 1

家禽 20202 蛋鸭 1

家禽 20203 雏鸭 1

家禽 20204 种鸭 1

家禽 20299 其他鸭 1

家禽 20300 鹅 1

家禽 20301 肉鹅 1

家禽 20302 蛋鹅 1

家禽 20303 雏鹅 1

家禽 20304 种鹅 1

家禽 20399 其他鹅 1

家禽 20400 鸽 1

家禽 20500 鹌鹑 1

家禽 29900 其他家禽 1

蜂 30100 蜜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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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 39900 其他蜂 0

水生动物 40100 淡水鱼 1

水生动物 40200 海水鱼 1

水生动物 40300 虾 1

水生动物 40400 蟹 1

水生动物 40500 贝 1

水生动物 49900 其他水生动物 1

实验动物 50100 鼠 1

实验动物 50101 小鼠 1

实验动物 50102 大鼠 1

实验动物 50103 豚鼠 1

实验动物 50104 地鼠 1

实验动物 50199 其他鼠 1

实验动物 50200 实验用兔 1

实验动物 50300 实验用犬 1

实验动物 50400 猴 1

实验动物 50500 实验用鸡 1

实验动物 59900 其他实验动物 1

其他养殖动物 60100 狐 0

其他养殖动物 60200 狸 0

其他养殖动物 60300 水貂（非食用） 1

其他养殖动物 60400 貉（非食用） 1

其他养殖动物 60500 羊驼 1

其他养殖动物 60600 火鸡 1

其他养殖动物 60700 珍珠鸡 1

其他养殖动物 60800 雉鸡 1

其他养殖动物 60900 鹧鸪 1

其他养殖动物 61000 番鸭 1

其他养殖动物 61100 绿头鸭 1

其他养殖动物 61200 鸵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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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养殖动物 61300 鸸鹋 1

其他养殖动物 61400 银狐（非食用） 1

其他养殖动物 61500 北极狐（非食用） 1

其他养殖动物 61600 鹿 1

其他养殖动物 61601 梅花鹿 1

其他养殖动物 61602 马鹿 1

其他养殖动物 61603 驯鹿 1

其他养殖动物 69900 其他 1

野生动物 70100 野生哺乳类动物 1

野生动物 70200 野生禽鸟类动物 1

野生动物 79900 其他野生动物 1

犬 80000 1

猫 90000 1

34.动物产品代码接收表 14（jc_dwcp）

flmc cpdm cpmc zt

肉类 100 肉类产品 0

肉类 101 胴体/白条 1

肉类 102 分割肉 1

副产品 200 可食用副产品 0

副产品 201 脏器 1

副产品 202 毛/绒 0

副产品 203 脂 1

副产品 204 血液 1

副产品 205 骨 1

副产品 206 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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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产品 207 头 1

副产品 208 角 1

副产品 209 筋 1

副产品 210 商品蛋 1

副产品 211 乳类 1

副产品 298 其它副产品 1

副产品 299 非食用副产品 0

生皮/原毛/绒 300 生皮 1

生皮/原毛/绒 301 原毛 1

生皮/原毛/绒 302 绒 1

其它产品 401 精液 1

其它产品 402 卵 1

其它产品 403 胚胎 1

其它产品 404 种蛋 1

35.通用代码接收表 15（jc_tym）

id dmfl dm mc zt

1 01 养殖企业 1

1 02 屠宰企业 1

1 03 动物交易市场 1

1 04 养殖户/村 0

1 05 养殖小区 1

1 06 其它 1

1 07 冷库/产品销售场所 1

1 08 动物产品加工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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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9 无害化处理场 1

1 10 检测实验室 1

1 11 承运企业 1

1 12 诊疗机构 1

1 13 兽药生产企业 1

1 14 兽药经营企业 1

1 15 隔离场 1

1 16 合作社 1

1 17 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 1

2 01 头 1

2 02 只 1

2 03 车 0

2 04 千克(公斤) 1

2 05 吨 0

2 06 斤 0

2 07 张 1

2 08 枚 1

2 09 剂 1

2 10 万粒 1

2 11 羽 1

2 12 匹 1

2 13 箱 1

2 14 尾 1

3 01 道路 1

3 02 水路 1

3 03 铁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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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4 航空 1

3 05 其它 0

4 02 饲养 1

4 01 屠宰 1

4 03 育肥 0

4 05 种用 1

4 08 乳用 1

4 04 役用 1

4 06 宠用 1

4 09 实验 1

4 10 展览 1

4 11 演出 1

4 12 比赛 1

4 07 其它 1

4 13 交易（销售） 0

4 14 种猪 0

4 15 仔猪 0

5 01 壹 1

5 02 贰 1

5 03 叁 1

5 04 肆 1

5 05 伍 1

5 06 陆 1

5 07 柒 1

5 08 壹佰捌拾 1

6 01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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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2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 1

6 03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1

6 04 国家兽医实验室 1

6 05 农业综合执法机构 1

6 06 乡镇农业综合服务机构 1

6 07 检查站 1

6 08 指定通道检查站 1

6 09 检疫申报点 1

7 01 动物养殖场/户/村 1

7 02 承运人 1

8 01
博士

1

8 02 硕士 1

8 03 本科 1

8 04
大专

1

8 05 中专 1

8 06 高中 1

8 07
其他

1

9 01 初级 1

9 02 中级 1

9 03
副高

1

9 04 正高 1

9 05 无 1

1. 检测类型代码接收表 16（jc_ybm）

将免疫、检测用的疫病和化学物质名称统一代码化。

jclx jcdm jcmc gjz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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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lx jcdm jcmc gjz zt

病毒
10100 口蹄疫 口蹄疫 1

病毒 10101 口蹄疫 O 型 口蹄疫 O型、口蹄疫 O型、 1

病毒 10102 口蹄疫 A 型 口蹄疫、A型 1

病毒
10103 口蹄疫亚洲 I型 亚洲Ⅰ型、亚洲 1型、亚洲 I型 1

病毒 10200 禽流感 禽流感 1

病毒 10201 H5 亚型禽流感 禽流感、H5、H5N1 1

病毒
10202 H7 亚型禽流感 禽流感、H7 1

病毒 10203 H9 亚型禽流感 禽流感、H9 1

病毒 10300 非洲猪瘟 没有疫苗 1

病毒 10400 小反刍兽疫 小反刍 1

病毒 12100 猪瘟 猪瘟 1

病毒
12200

高致病性猪蓝耳

病

高致病性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猪繁殖与

呼吸综合征
1

病毒 12300 猪圆环病毒病 猪圆环病毒 1

病毒 12400 猪伪狂犬病 伪狂犬 1

病毒 13100 牛结节性皮肤病 1

病毒 13200 羊痘 羊痘 1

病毒 14100 新城疫 新城疫 1

病毒 14200 小鹅瘟 小鹅瘟 1

病毒
14300 禽白血病 白血病 1

病毒
15100 狂犬病 狂犬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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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lx jcdm jcmc gjz zt

病毒
15200 非洲马瘟 1

病毒 15300 马传染性贫血 1

细菌
20100 布鲁氏菌病 布鲁氏菌、布氏菌 1

细菌 20200 炭疽 炭疽 1

细菌 20300 牛结核病 1

细菌
20400 马鼻疽 1

4数据校验标准

1.基础代码中表 13 动物代码、14 产品代码、15 通用代码、16

检测类型代码由国家疫控中心公布并共享，各省要严格按照公布代码

使用，（zt=0 的停用代码禁止使用）。

2.各省区划信息通过本省行政区划代码发送表向兽医卫生综合

信息平台共享，综合信息平台汇总全国区划信息后，推送给各省前置

机中全国行政区划代码接收表，检疫证使用的区划代码严格按照公布

的可用区划代码（zt=1）校验。

3.各省企业信息通过本省企业基本信息表向中央平台共享，其中

生猪屠宰企业信息由中央平台向全国推送，各省开具检疫证时可直接

选择调入省份具体屠宰企业，取代手动输入，确保检疫证目的地更准

确，达到有效追踪。其它企业信息由各省向中央平台推送，中央平台

汇总，各省可根据需要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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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省出证系统出证时需对动物种类或产品种类进行校验，动物

代码必须是动物种类代码表中的代码，动物名称可以输入动物具体名

称，但要与动物代码对应，不能输入家畜、家禽等原一级名称。野生

哺乳类动物代码为 70100，野生动物名称可以输入具体动物名称如：

虎、豹等。对于其他共享数据，需按照方案要求加强各项数据校验，

对于校验不合格数据，综合信息平台将不再接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