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0 卷第 4 期 2018 年 8 月

2018，30（4）：109-116

China Agricultural Informatics
Vol.30，No.4 Aug．
，2018

进境动物疫病预警信息系统设计与实现
解丹丹，洪武斌，许金涛，尤其浩，史 舟 ※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杭州 310029）

摘要：【目的】随着我国动物进出口贸易活动的不断增长，进境动物给我国带来的疫病风险
也急剧增长，检验检疫工作难度也随之加大。文章将互联网技术运用到传统的检验检疫管理
工作中，为解决当前进境动物面临的检验检疫管理、疫病预警、风险评估等问题提供快速
手段。【方法】文章以浙江省各进出口口岸为例，利用 WebGIS、Vue.js、PHP 和数据库等技
术，构建进境动物疫病预警信息系统。系统划分为 6 个功能模块，包括：资料管理、检疫管

理、产品溯源、风险预警、统计分析、系统管理。【结果】定期发布进境动物疫病监测数据，
包括出口国疫病流行状况、我国派驻境外预检人员的实地监测信息以及我国国内隔离检疫
数据等于一体的监测数据，为进境口岸、企业提供及时、充分的出口国动物疫情预警信息。
【结论】研究将有助于提高进境动物检验检疫的工作和管理水平，也为相关行政部门提供科
学的决策依据，使之有的放矢地进行进口检疫管理和风险控制。
关键词：进境动物；溯源系统；风险评估；WebGIS
DOI：10.12105/j.issn.1672-0423.20180410

0

引言
随着农牧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对国外优良种畜禽的需求也快速增
。从 2011 年开始，我国每年动物活体及其各类产品的进口金额就突破了 100 亿美

［1］

长

元，至 2016 年进口金额已经达到 216.14 亿美元。进境动物贸易金额的飞速增长加剧了疫

情跨境传播风险，严重威胁了我国畜牧业生产和公共卫生安全，给进口动物检疫管理工
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信息化技术作为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撑技术，在动物溯源与疫
病预警方面已有广泛应用。发达国家对可溯源系统的研究体系最早是 1997 年欧盟为应对

“疯牛病”问题而逐步建立并完善起来的［2］。2001 年，Madelaine Norstrom 将全球地理信

息系统应用在挪威国家兽医研究所动物疾流行病学的监控中［3］。Ptochos D. 2004 年介绍

了采用地理信息系统在流行性疾病的应用［4］。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于 2006 年 7 月 24 日

联合发起“全球预警和反应系统（GLEWS）”，用于追踪可传染给人类的动物传染病的出
现及扩散［5］。我国利用信息化技术进行疫病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自 2002 年以来在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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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追溯性研究方面也已取得诸多研究成果，例如，2006 年陆昌华等利用 RFID 电子标识

技术，建立工厂化猪肉安全生产全程信息跟踪系统［6］；2010 年张可利用条码作为猪身份

的信息载体，设计了猪肉生产加工信息追溯系统，实现了信息流与实物流的有效连接［7］。
但我国在进境动物溯源与疫病预警系统研究方面，仍然面临诸多问题：进境动物检疫环
节复杂，产生的数据相对孤立，未能形成贯通的检疫流转数据体系；无法对特定农场进
行动态监测和疫情预警；对管理人员而言，数据整理核实工作量大，缺乏一套自动化管
理系统。文章在综合国内外已有的溯源系统基础之上，以浙江省各口岸进境动物为例，
通过分析进境动物整个流程，设计并实现进境动物疫病预警信息系统，旨在为预检兽医
选择出口农场提供依据，为进境口岸、代理商等提供及时的出口国或出口农场动物疫情
预警信息，为进境动物安全方面提供一定的保障。

1

系统结构总体设计

1.1

设计思路
本系统的设计，是以进境动物及其产品的整个进境检验检疫要求和流程为主线，详

细收集出口国产地、境外隔离检疫、出口港口、装载方式、进境港口、境内隔离检疫等

信息。经过数据清洗整理，建立文档数据库和产品信息数据库，再结合 ECharts、Vue.js、
WebGIS、PHP 等计算机可视化技术，开发构建了进境动物疫病预警信息系统。

1.2

数据库建设

1.2.1 数据收集

数据收集包括全球遥感影像数据、出口国农场基本资料、出口国动物疫病历年发生情

况、历年境外输出国预检疫信息、产品运输工具信息及检疫信息、境内各港口历年进境动物
及其产品境内检疫资料、中国与各出口国签署的进出口动物产品类双边检疫议定书等资料。
1.2.2 数据库构建

系统数据库包括文档数据库和产品信息数据库。文档数据库中存放各类文件、规范

及证书，如：相关法律法规、海关进口报关单、双边检疫议定书、质检总局规范性文件、
相关检验检疫行业标准、资质备案等。产品信息数据库以 MySQL 为平台，分别设计与建

立了人员管理、产品档案、境外预检疫、境内隔离检疫等数据库表，通过 E-R 图可以清
晰地看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图 1）。
1.3

系统架构设计

系统采用 B/S 模式的系统架构设计［8］，从上到下分为 4 层：用户层、应用展示层、

网络传输层、数据层（图 2）。用户层，包括系统面向的用户群体和支持的运行环境。系
统面向的群体主要有预检兽医、代理商、相关企业等，用户可在多种浏览器、设备和

运 行 环 境 进 行 操 作。 应 用 展 示 层， 主 要 利 用 HTML5、CSS3、ECharts、ArcGIS API for
JavaScript、AJAX、Vue.js、PHP 等技术对系统各方面应用进行可视化。网络传输层实现
服务器端和客户端之间数据的传递。数据层为应用展示层、网络传输层提供数据，是整
个系统架构的最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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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图1

进境动物及其产品信息数据库 E-R 图

The E-R diagram of imported animals and their products information database

Fig.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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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系统架构

System framework diagram

关键技术选型
软件设计主要基于 HTML 技术、Vue.js 技术、ECharts 技术、ArcGIS API for Javascript、

PHP 技术、数据库技术等。其中，HTML 技术是网页开发的基础；Vue.js 技术是当前较为

流行的 web 界面的渐进式轻量级框架，采用 MVVM 架构，去描述数据与界面的关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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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arts 是一种针对基础图表类型的数据可视化分析组件，支持数据挖掘和类型转换交

互。通过引用该组件到信息系统中，用户能够更加直观、高效、明了地获取数据传达的
信息［10］。
利用以上技术，依据各类统计数据和农场疫病流行信息，构建能及时反应出口国疫
情流行分布、境外预检分析结果和国内隔离检疫数据的进境动物疫病预警信息系统，为
进境口岸监管部门、企业和实验室技术人员提供直观的出口国动物疫情分布及监测情况。
1.5

功能模块设计
进境动物疫病预警系统主要分为 6 个主要功能模块：资料管理、检疫管理、产品溯

源、风险预警、统计分析、系统管理（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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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系统功能框架

System function frame diagram

该功能模块可以查询展示进境动物相关法律、法规，海关进口报关单，双边检验

中国农业信息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 113 ·

检疫议定书，质检总局规范性文件，相关检验检疫行业标准，资质备案等相关资料。系

统管理员有所有文件的增加、修改、删除等权限，普通用户仅有查询权限，如图 4 所

示。

Fig.4

2.2

图4

资料管理界面

The interface of Data management

检疫管理
进境动物主要检验检疫过程包括：出口产地预检疫、原农场屠宰场检疫、运输工具

检疫、国外隔离检疫、进境现场检疫、境内隔离检疫等，该模块可以对各个检疫环节进
行管理。管理对检验检疫数据进行存储、查询、统计。时间段内分产地、批次、类型等
进行查询统计分析，并提供地图可视化展示功能。
2.3

产品溯源
产品溯源模块可以查询在某时间段内从某国家进口动物及其产品的详细信息。用

户在系统中输入批次编号、动物种类等，可查询到满足条件的列表，并能查看从农场到

进口国整个进口过程中的信息，借助 WebGIS 可视化技术在地图上展示。利用此功能模

块，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进口动物及其产品的整个进境过程。以澳大利亚进口奶牛为例

（图 5），展示了进口奶牛从出口农场到进境口岸整个进境过程的详细数据信息，在高分
辨率的 Google 地图影像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农场上奶牛生活的痕迹。
2.4

风险预警

针对检疫中出现的不符合双边检疫协定、有疫情出现的农场，相关人员可以申请将
其添加至黑名单，管理员审核通过后，该农场将被拉入黑名单。在一定时期内，黑名单
内的农场不再作为备选农场，直到符合要求为止。用户在风险预警功能模块可以直观地
了解到各农场的疫病情况、实时状态、信息来源，同时可以在地图上定位显示，实现图
属查询功能，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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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图6

图5

产品溯源功能界面

The interface of product traceability function

风险预警可视化（a）农场疫病流行情况（b）农场图属查询界面

Fig.6 Visualization of risk warning（a）Epidemic situation of farm epidemics（b）interface of map-property query

2.5

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功能模块包括产地疫病类型和发生频率的统计、出口国农场或屠宰场疫病

检出率统计、进境口岸历年进口动物种类和数量统计、进境动物被拒情况统计、检验经
验结果统计。通过统计图表来展示统计结果。以澳大利亚进口动物赤羽病预检验检疫结
果数据为例，对进境动物疫病分类型、年份进行统计，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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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

2.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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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功能界面

The interface of statistical and analysis function

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功能对用户信息、权限等基础信息进行管理。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筛选条

件如：身份类别、所属部门、姓名等条件快速检索用户资料。管理员有删除、添加、编

辑的权限。普通用户可以申请系统权限，但需要管理员审批通过才可生效，如图 8 所示。

Fig.8

3

图8

系统管理功能界面

The interface of system management function

结论
本系统的开发部署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进境动物疫病预警信息系统的构建，实现了

进境动物及其产品检疫工作的标准化、可视化和信息化管理，促进了国内动物疫病技术
方法和检疫规范的完善，加强了不同类型疫病的检疫技术储备，有利于提高浙江省外来
动物疫病检测防范和应对突发疫情的能力，加强对境外流行的动物疫病监测和预警控制，
保障国内农牧业生产和进口企业的权益，促进浙江省国家边境动物防疫安全屏障建设，
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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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arly warning information
system for imported animal diseases
Xie Dandan，Hong Wubin，Xu Jintao，You Qihao，Shi Zhou※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Sciences，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9，China）

Abstract：［Purpose］With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th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of animals

in China and abroad，the disease risk brought to China by imported animals has also increased
sharply，making the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work more difficult. The paper applies Internet

technology to the traditional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management，and provides a quick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management，disease early warning and risk

assessment faced by animals entering the country.［Method］In the paper，we used WebGIS，
Vue. js，PHP and database technology to build an early warning information system for imported

animal diseases，and the import and export ports in Zhejiang Province were chosen as the study
area. The system is divided into six functional modules，including data management，quarantine

management，product traceability，risk warning，statistical analysis，and system management.

［Result］The monitoring data of imported animal diseases including the prevalence of disease in
the supply countries，the field monitoring information measured by stationed abroad inspection

personal and the quarantine data of China，was regular released by warning information system.

It provides timely and sufficient information for entry ports and enterprises.［Conclusion］

This study will help improve the work and management level of the entry animal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and also provide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the relevant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Therefore，they could make scientific decisions for import quarantine management
and risk control.

Key words：imported animals；traceability system；risk assessment；WebG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