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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背景 

2013 年 11 月，交通运输部印发了《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

台建设纲要》、《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国家级行业管理系统建设

方案》、《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区域交换节点建设指南》三个文

件，交通运输物流 公共信息平台进入全面推进阶段。综合规划司印

发了《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物流园区互联应用工作推进方案》，

明确了物流园区互联应用工作具体的要求。湖南交通物流信息共享平

台为了指导物流园区互联应用改造，特制定本规范。 

本规范用于指导物流园区信息系统建设咨询单位制定互联项目

实施方 案，指导园区信息系统开发单位完成系统接口改造，以及指

导与物流园区 互联的相关系统进行接口改造。 

1.2 相关概念 

1.2.1 湖南交通物流信息共享平台 

湖南交通物流信息共享平台（简称“湖南平台”）是 2012 年 9 月

为贯彻落实国家交通运输部关于交通运输物流信息化建设部署，2013

年元月经湖南省交通运输厅下达湖南区域节点建设任务，湖南交通运

输行业主管部门主导建设的。 

“湖南平台”，一方面代表湖南省政府部门提供区域性物流公共

信息服务，是承担湖南省物流信息交换功能的唯一平台、湖南省交通

运输厅“十二五”交通信息化建设重点项目、2015 年湖南省“十三

五”重点工程。提供符合湖南周边区域物流行业特色需求的区域性物



湖南省物流园区互联对接应用技术指南 

湖南交通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5 / 53 

 

流信息多想服务，包括公共信息、SaaS 平台、货物跟踪、信用查询、

运输交易、行业监管、统计分析；另一方面也是“公共平台”的组成

部分，“1+32+nX”中的 6 个重点区域平台之一。承担国家物流信息

基础交换网络节点的数据交换和服务交换任务，“湖南平台”可通过

“公共平台”实现与其他物流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共享“公共平台”

提供的物流相关服务资源。 

1.2.2 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以下简称“公共平台”，平台英文

名称 LOGINK）是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推进建设，面向全社会的公共物

流信息服务网络。“公共平台”的主要建设内容为基础交换网络，为

物流园区互联应用提供了信息传递的网络通道，“公共平台”的门户

网站承担了物流园区互联应用信息的发布、查询等信息处理功能。 

1.2.3 物流站场（园区） 

适合开展互联应用的物流站场主要包括物流园区、物流中心、货

运站场等拥有封闭作业环境的场所，能够独立完成物流站场作业并利

用管理信息系统对物流园区进行管理，通过系统改造接入基础交换网

络实现与其他相关业务系统信息共享。 

1.2.5 物流交换代码 

物流交换代码是物流园区信息系统加入到“公共平台”基础交

换网络的唯一身份标识码，由“公共平台”生成，是进行信息交换的

必需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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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互联价值 

物流园区是物流运输活动的重要节点，通过系统互联可以帮助园

区摆脱“点式经营”、“信息孤岛”的弊端，形成跨区域物流园区服务

网络，有利于规范行业行为、提高物流效率、较少物流环节、共建诚

信体系、降低物流成本。 

“湖南平台”将连接湖南省道路运输三级协同管理与服务信息系

统、湖南省道路客运联网售票服务信息系统、湖南省公路水路建设与

运输市场信用信息服务系统工程和湖南省公路水路安全畅通与应急

处置系统。将来平台根据需要再逐步推进与其他物流相关电子政务

（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口岸管理部门、工商税务管理部门、公安部

门等）系统的对接。通过与这些信息系统的互联，可以充分利用政府

所掌握的数据资源为物流园区提供信息服务。 

通过与“湖南平台”实现互联对接，可以带来多方面的价值： 

（1）、“湖南平台”汇集全省大量的运力资源及货源资源等物流

信息，重要枢纽通过与湖南平台实现互联互通，也可以从湖南平台共

享这些物流信息，同时也能把枢纽内的物流信息通过湖南平台发布到

全省范围内，可以帮助枢纽内的物流企业及承运单位积极拓宽信息获

取渠道，拓展业务范围。枢纽内物流企业及承运人足不出户，就能获

取到枢纽内的物流信息，乃至于全省范围内的物流信息，继而提高企

业竞争力，吸引更多的承运人及物流企业入驻 

（2）、“湖南平台”是由政府主导建设的湖南省唯一的物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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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平台，是服务于全省范围内整个物流行业的公益性平台，可以把

政府公共服务信息及服务方式社会化，通过互联互通的模式提供给省

内物流行业。重要枢纽通过同湖南平台的互联互通，可以从湖南平台

获取到物流企业及运力资源的资质信用信息、诚信数据、车辆动态位

置服务数据、省内基础设施信息等内容。 

（3）、“湖南平台”的用户均需要通过资质审核后，才可以在上

面发布信息并使用相关软件功能，因此，平台上的物流信息质量可以

得到一定的保障，足够满足市场的需要，通过与湖南平台的互联互通，

枢纽内的物流企业及运力单元，可以获取到及时、全面、准确的物流

信息，可以尽量减少骗货等失信经营行为，有利于改善物流行业经营

环境。 

（4）、通过对企业大量的运营数据及湖南平台提供的大量行业运

营数据的深度分析与挖掘，可以掌握行业动态，了解行业内的实际业

务需求，有助于重要枢纽及时调整运营服务细节，利于企业的健康发

展。 

（5）、通过与“湖南平台”的互联互通，重要枢纽可以互相参考

管理制度流程，提高各自的管理水平，减少管理漏洞带来不必要的损

耗和浪费。 

2 物流园区互联对象 

物流园区互联应用主要以“湖南平台”为交换通道，以物流园区

为载体，通过改造物流园区信息系统或部署物流基地通用软件，并配

套信息化相关设施建设，实现物流园区与以下几类对象的信息系统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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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1) 与园区入驻对象互联，实现与园区内入驻的货主、货代、司

机、物流企业等主体的互联，主要提供园区的仓储、停车、

车源货源等信息服务。 

2) 与其他园区信息系统互联，实现与其他物流园区、堆场之间

信息共享，主要包括车辆卡信息、信用信息等。 

3) 与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互联，主要实现接入“湖南平台”或

“公共平台”的园区基本信息、车货源信息、货物跟踪信

息、行业动态信息等信息的共享应用，同时实现与物流金融

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等商业增值平台之间物流相关信息的共

享应用。 

4) 与行业主管部门信息系统互联，通过“湖南平台”调用行业

监管数据，同时和交通运输、海关、质检、税务工商等部门的

业务系统互联，实现车辆进出园区、物流站场统计信息、人

车户信用信息等信息的共享和调用，同时园区通过“公共平

台”可以获取行业管理信息、通关检验状态等政府服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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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主管
行政部门

物流园区A

湖南平台

货主

物流园区B

承运人物流企业

公共平台

园区入驻对象

   为了使公共性、公益性和开放性的“湖南平台”在促进物

流产业链的信息资源交换、服务资源整合方面发挥更高效能，

推动湖南物流行业升级和转型。“湖南平台”将对接具有较强数

据交换与服务交换需求的物流信息系统及应用，通过改造其接

口，实现其与平台的连接。“湖南平台”优先选择湖南省大型物

流园区中 9+1 家物流园区。如下表所示： 

序号 互联节点或系统 

1  衡阳雁城物流园 

2  长沙危险品物流中心 

3  湖南一力钢铁物流园 

4  长沙实泰黄兴物流中心 

5  邵东物流中心 

6  常德鼎城桥南物流园 

7  岳阳城陵矶物流园 

8  娄底湘中国际物流园多式联运中心 

9  长沙南物流中心 

10  怀化工业物流园 

其选择依据为：2012年交通运输部制定了物流园区建设扶持政策，

计划“十二五”期间在全国范围投资补助 200 个左右物流园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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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也出台了相关配套政策。湖南省大型物流园区中，有以上 9+1

家物流园区。 

3 信息互联对接服务 

物流园区互联对接有两种办法： 

1、一种是物流园区已经建立自有信息系统，可在自有信息系统

基础上进行改造，本类企业又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已根据国家标准建有信息化系统的企业 

只需要结合“湖南平台”提供的统一的数据交换标准及接口服务

进行相关接口对接互联即可。 

2）已有信息化系统，但未根据国家标准进行建设 

需要按照“湖南平台”所提供的统一数据交换标准及接口服务进

行接口改造，技术实施方式与第一种类型相同。 

2、第二种是未建设信息化系统企业 

可使用“湖南平台”提供的标准化“园区通” ，根据园区的实际

业务需求进行相关信息化定制、研发；或者根据平台提供统一的信息

互联对接标准进行建设。“湖南平台”提供对接技术支持，实现相关

信息的互联互通。 

4 信息互联对接改造内容 

“湖南平台”为物流园区之间、物流园区和“湖南平台”之间提

供电子单证传输交换和信息共享服务。信息互联接入改造包含交换统

一安全认证服务和数据交换服务接口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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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统一安全认证改造为实现各方共享的互联基础准备工作，为

必须完成的工作；数据交换服务接口改造涉及到各方具体应用场景的

实现，可根据物流园区运营情况进行自主选择接口中必要的数据对接，

其中，通用基础信息上传接口为必须完成的工作。 

信息互联接入接口主要采用 Web service 技术，遵循的技术规

范有: Restful HTTP、WS-Security（ Web 服务安全， Web Service 

Security）、JSON 数据格式协议等，并且提供一整套 API（应用程序

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面向不同技术能

力、不同的信息化建设程度的重要枢纽企业，提供统一的数据标准与

接口服务。使物流通用软件及其它信息系统可以方便快捷地接入“湖

南平台”。 

4.1 统一安全认证服务 

统一安全认证服务是企业接入湖南交通物流信息共享平台进行

数据交换时采用的安全保障机制，为交换双方提供身份安全认证和交

换合法性认证。安全认证服务对外是不开放的，在企业在进行数据交

换时，首先会调用身份安全认证服务，验证其身份的合法性，如果未

通过，则将返回相应的错误代码标识，通过后，将允许对接应用相关

接口的互联及数据交换。  

企业进行数据交换时，要求在交换服务请求消息头中加入相关安

全认证的信息。安全认证服务是在互联应用与平台进行服务调用时，

平台为保证服务安全性，提供的认证服务能力。通常，安全认证服务

是通过集成在各业务服务当中，内置进行校验，核对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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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接入规范参见：附件一、信息互联与交换标准 

4.2 数据交换服务接口 

具体数据交换服务接口标准参见：附件二、数据交换服务接口标

准。 

4.2.1 基本要求 

为保证系统的完整性和健壮性，系统接口应满足下列基本要求： 

1)接口应对外部系统的接入提供稳定、可靠、便捷的支持，在系

统的高并发和大容量的基础上提供稳定可靠的接入； 

2)提供完善的信息安全机制，以实现对信息的全面保护，确保数

据的完整性，防止大量访问以及大量占用资源的情况的发生，保证系

统的健壮性； 

3)提供有效的系统可监控机制，使得接口运行的情况可监控，便

于及时发现问题及排除故障； 

4)在进行接口升级、接口扩展的过程中，确保系统的平滑扩展，

保证各个版本接口的稳定。 

4.2.2 安全要求 

接口的接入必须通过统一身份认证，以确保接入端身份的有效性。

同时需对接口访问的频率、接口调用时间进行限制，以避免大量系统

资源的占用。敏感数据请求传输过程中，需要对数据进行加密，以确

保数据的有效性及完整性。 

4.2.3 接口报文要求 

报文以 JSON(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格式定义，数据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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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数据和返回结果数据，在接口服务定义当中，提交数据以字符串

和 JSON 对象进行定义，而返回结构则以 JSON 格式展现。 

 报文示例 

报文以 JSON 格式定义，数据分为提交数据和返回结果数据，在接口服务定

义当中，提交数据以字符串和 JSON对象进行定义，而返回结构则以 JSON格式展

现。 

示例： 

接口：http://xxx/xx/ws/shippingnote/saveorupdate 

参数格式：{ 

 “ShippingNoteNumber”:”12345566” 

 “OriginalDocumentNumber”:”34343434” 

   “ConsignmentDateTime”:”2015-4-15:12:00:00” 

    …… 

} 

报文以 JSON格式定义，返回结果以 JSON格式展现。以下是返回结果的定义

示例： 

{ 

    "code": "200", 

    "msg": "请求成功", 

    "body": { 

        "userid": "JO56201503301150450001", 

        "username": "tomsn", 

        "password": "e10adc3949ba59abbe56e057f20f883e", 

        "realname": "tomsn chuan", 

        "sex": "1", 

        "useridsn": "431011199910213653", 

        "email": "123456@qq.com", 

        "mobile": "15712345672", 



湖南省物流园区互联对接应用技术指南 

湖南交通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14 / 53 

 

        "status": "0", 

        "statusname": "未审核", 

        "createtime": "2015-03-30 11:50:45", 

        "updattime": "2015-03-30 11:50:45", 

        "description": "一个名叫 tomson 的用户" 

    } 

} 

如果是返回多条数据，则以数组形式返回，格式如下： 

{ 

    "code": "200", 

    "msg": "请求成功", 

    "body": { 

        "data": [ 

            { 

                "userid": "JO56201503241521320001", 

                "username": "tomson", 

                "password": "e10adc3949ba59abbe56e057f20f883e", 

                "realname": "tomson lala", 

                "mobile": "15712345671", 

                "status": "0", 

                "statusname": "未审核", 

                "createtime": "2015-03-24 15:21:32", 

                "updattime": "2015-03-24 15:23:19" 

            }, 

            { 

                "userid": "JO56201503301150450001", 

                "username": "tomsn", 

                "password": "e10adc3949ba59abbe56e057f20f883e", 

                "realname": "tomson 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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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x": "1", 

                "useridsn": "431011199910213653", 

                "email": "123456@qq.com", 

                "mobile": "15712345672", 

                "status": "0", 

                "statusname": "未审核", 

                "createtime": "2015-03-30 11:50:45", 

                "updattime": "2015-03-30 13:43:45", 

                "description": "一个名叫 tomson的用户" 

            } 

        ], 

        "totalPage": 43, 

        "currpage": 1, 

        "totalRecords": 86 

    } 

} 

 

 

4.2.4 数据上传接口 

物流园区通过本接口改造将以下章节需要上传的信息上传至

“湖南平台”进行备案管理并实现信息共享。 

互联对象： 

 提供方：物流园区； 

 接收方：“湖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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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1 重要枢纽企业基本信息上传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1  企业名称 an..100 经营园区的主体企业名称 

2  物流企业代码 an..20  

3  物流企业类型代码 n4 经营业务的分类代码 

4  国家行政区划代码 an..12 
园区所在行政区划，精确到

县（区）级 

5  营业执照信息   

6  法定代表人 an..35 营业执照注册时间 

7  注册资金 an..50  

8  登记日期时间 an..19 YYYYMMDD 

9  投资总额 n..18,6 
设计的货物年吞吐量，计量

单位：吨（t） 

10  投入运营时间 n14 园区入驻企业数量 

11  经营范围 an..120 YYYYMMDD 

12  期限开始日期 n8 园区运营企业必填 

13  期限结束日期 n8  

14  营业时间  HHMMSSnnn 

15  组织机构代码 an9 
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户经营

地址 

16  企业经济类型代码 n3  

17  企业注册地址 an..512 单位：万元 

18  
道路运输许可证编

号 
an..50 YYYYMMDD 

19  
道路运输许可证发

放日期 
n8 YYYYMMDD 

20  
道路运输期限开始

日期 
n8 YYYYMMDD 

21  
道路运输期限结束

日期 
n8 YYYYMMDD 

22  地点/位置 an..256  

23  联系人名称 an..256  

24  电话号码 an..18 通讯地址 

25  传真号码 an..18  

26  通信号 an..512  

27  邮政标识代码 an..17  

28  电子邮件地址 an..50  

29  网址 an..256  

30  职工人数 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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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31  业务吞吐量 n..6 

描述园区所提供的服务功

能、设备、道口设备型号、信

息化情况等 

32  企业数 n..5 营业开始与结束时间，n为 2 

33  面积 n..16  

34  占地面积 n..16  

35  运输方式代码 an..3  

36  自有货运车辆数 n.. 6  

37  运力规模 an..16 能实际掌控的运输能力 

38  自由文本 an..512 对功能区进行文字描述 

4.2.4.2 企业基本信息上传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

度 
说明 

1  企业名称 an..64  

2  企业简称 an..64  

3  公司简介 an..64  

4  营业执照信息   

5  法定代表人 an..35 营业执照注册时间 

6  注册资金 an..50  

7  登记日期时间 an..19 YYYYMMDD 

8  经营范围 an..120 YYYYMMDD 

9  组织机构代码 an9 
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户经营地

址 

10  企业经济类型代码 n3  

11  企业注册地址 an..512 单位：万元 

12  经营地址 an..30  

13  职工人数 n  

14  联系人名称 an..30  

15  电话号码 an..30  

16  传真号码 an..30  

17  通讯地址 an..64  

18  邮政标识代码 an..17  

19  电子邮件地址 an..30  

20  公司网址 an..64  

21  备注 an..256  

22  接口版本号 an.. 10  

23  上传时间 a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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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3 车辆基本信息上传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1  车辆识别卡号 an..20 
车辆在物流园区领取的识别

卡卡号 

2  
车辆识别卡类型代

码 
an..2 

车辆识别卡类型的代码表示 

3  防伪认证码 an..20 
依据识别卡号按照特定算法

算出 

4  卡操作方式代码 an..2 
01—发卡（补卡）02—销卡

03—修改 

5  状态变更日期时间 n14 卡操作的时间 

6  物流企业代码 an..20 发卡方的物流企业代码 

7  牌照类型代码 an..20 
车辆牌照号所对应的机动号

牌种类代码 

8  车辆牌照号 an..35  

9  车辆分类代码 an3  

10  车辆载质量 n..9,2 
运输车辆出厂时额定承载的

吨位数，计量单位：吨（t） 

11  发动机号 an..50 车辆发动机的系列号 

12  车辆车架号 an..17  

13  车辆厂牌型号 an..50 

制造厂对具有同类型、品牌、

种类、系列及车身型式的车辆

所给予的名称 

14  车辆座位 n..6 
货运车辆出厂时核定的座位

数 

15  道路运输证省简称 an..6  

16  
道路运输证地市简

称 
an..6 

 

17  道路运输证号 n12  

18  
车辆行驶证签发日

期 
n8 YYYYMMDD 

19  
车辆检验有效截止

日期 
n8 YYYYMMDD 

20  车辆所属单位名称 an..50  

21  车辆使用者名称 an..50 驾驶员姓名 

22  身份证号 an..18 车辆使用者的身份证号 

23  联系人名称 an..256 车辆联系人的名称 

24  电话号码 an..18 车辆联系人的手机号码 

25  电子邮件地址 an..50 车辆联系人的电子邮箱地址 

26  自由文本 an..512 其他联系方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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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4 车辆实时定位信息上传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

度 
说明 

1  车辆牌照号 an..35  

2  车牌类型代码 an…20  

3  定位服务类型代码 an..3  

4  托运单号 An…20  

5  定位时间 n14 YYYYMMDDhhmmss 

6  定位接收时间 n14 YYYYMMDDhhmmss 

7  定位经度 an..32  

8  定位纬度 an..32  

9  速度 an..17  

10  起始地 an..512  

11  目的地 an..512  

12  车辆报警信息 an..100  

13  车辆状态信息 an..20  

14  起程日期时间 n14 YYYYMMDDhhmmss 

15  目的地日期时间 n14 YYYYMMDDhhmmss 

16  联系电话 An…18  

17  自由文本 an..512 描述出场相关信息 

 

4.2.4.5 车辆进出信息上传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

度 
说明 

18  物流园区名称 an..100  

19  牌照类型代码 an..20  

20  车辆牌照号 an..35  

21  挂车牌照号 an..35  

22  车辆识别卡号 an..20  

23  
车辆识别卡类型代

码 
an..2 

 

24  进场日期时间 n14 YYYYMMDDhhmmss 

25  自由文本 an..512 描述进场相关信息 

26  出场日期时间 n14 YYYYMMDDhhmmss 

27  自由文本 an..512 描述出场相关信息 

28  停车场量限定符 an..3  

29  停车场量 an..35 计量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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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6 车位动态信息上传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1  物流园区名称 an..100  

2  停车场量限定符 an..3  

3  总车位 an..35 计量单位：个 

4  当前车位 an..35 计量单位：个 

4.2.4.7 从业人员基本信息上传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1  姓名 an..30  

2  身份证号 an..18  

3  联系电话 an..18  

4  联系地址 an..500  

5  用户名 an..64  

6  用户身份证 an..15  

7  所属公司 an..64  

8  接口版本号 an.. 10  

9  上传时间 an.. 14  

 

4.2.4.8 业户诚信信息上传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

度 
说明 

1  企业名称 an..100 被评价企业名称 

2  评价人 an..30 企业、人名或是 IP地址 

3  评价日期时间 n14 YYYYMMDDhhmmss 

4  诚信评价等级代码 an..3  

5  诚信评价记录 an..2000 有关诚信评价描述信息 

6  信息系统类型 an..35 
企业上传信息所使用的信息系

统类型 

4.2.4.9 车辆诚信信息上传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

度 
说明 

1  牌照类型代码 an..20 
如果车辆，则提供牌照类型和

代码 

2  车辆牌照号 an..35   

3  评价人 an..30 企业、人名或是 IP地址 

4  评价日期时间 n14 YYYYMMDDhhm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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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

度 
说明 

5  诚信评价等级代码 an..3  

6  诚信评价记录 an..2000 有关诚信评价描述信息 

7  信息系统类型 an..35 
企业上传信息所使用的信息系

统类型 

4.2.4.10 人员诚信信息上传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

度 
说明 

1  姓名 an..30   

2  身份证号 an..18   

3  评价人 an..30 企业、人名或是 IP地址 

4  评价日期时间 n14 YYYYMMDDhhmmss 

5  诚信评价等级代码 an..3  

6  诚信评价记录 an..2000 有关诚信评价描述信息 

7  信息系统类型 an..35 
企业上传信息所使用的信息系

统类型 

 

4.2.4.11 专线信息上传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1  报文参考号 an..35 报文的唯一标识符 

2  单证名称  an..35 货运专线信息上传 

3  报文版本号 an..17  

4  发送方代码  an..20 物流交换代码 

5  发送日期时间 an..19 YYYYMMDDhhmmss 

6  报文功能代码 an..3  

7  用户名 an..17 发布者在资源中心登录的账号 

8  发布者名称 an..100  

9  专线名 an..30  

线路起点 

10  启运地 an..256   

11  
国家行政区划名

称 
an..70  

12  
国家行政区划标

识符 
an..12  

线路终点 

13  目的地 an..256   



湖南省物流园区互联对接应用技术指南 

湖南交通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22 / 53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14  
国家行政区划名

称 
an..70  

15  
国家行政区划标

识符 
an..12  

16  发布时间 an..19 YYYYMMDDhhmmss 

17  物流交换代码 an..20 
信息发布者或信息发布平台的物

流交换代码 

18  自由文本 an..512 货运专线信息的描述 

19  网络访问地址 an..100 
点击该链接可在该信息来源的应

用系统中查看详细信息 

20  运输方式 an..17  

21  经营范围 an..120  

22  企业注册地址 an..512  

23  路线描述 an..256 注明途经地 

24  联系人姓名 an..256   

25  电话号码 an..18   

26  期限 an..18 运输时限（小时） 

27  
交货或运输条款

描述 
an..70 运输产品 

28  
合同和运输条件

代码 
an..3 

101 门到站；102 站到站；103 站

到门 

29  备注 an..256 运费说明 

价格信息 

30  价格类型代码 an..3  

31  价格 n..15  

32  价格货币代码 an..35  

4.2.4.12 仓储信息上传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1  仓库名称 an..32  

2  仓库类型 an..32  

3  仓储类型名称 an..32  

4  经营范围 an..64  

5  面积 an..20  

6  可用面积 an..20  

7  参考价格 an..20  

8  企业名称 an..32  

9  所在地 an..20  

10  具体位置 an..512  

11  手机 an..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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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12  联系人 an..20  

13  联系方式 an..20  

14  仓库说明 an..512  

15  有效期开始 an..32  

16  有效期结束 an..32  

 

4.2.4.13 货源信息上传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1  货源编码 an..50  

2  发布者名称 an..100  

3  发布时间 n14 YYYYMMDDhhmmss  

4  
事件有效截止日期

时间 
n14 YYYYMMDDhhmmss  

5  启运地 an..256  

6  目的地 an..256  

7  货物名称 an..512  

8  货物重量 n..14 计量单位：吨（t） 

9  货物类型 an..35 引用代码集 

10  车辆要求 an..200  

11  车辆分类 an..200 引用代码集 

12  车辆长度 n..9,2  

13  车辆数量 n..6,1  

14  计划装货日期时间 n14 装货时间 

15  参考运价 n..18  

16  投保详情 an..256  

17  自由文本 an..512 
货源信息文本或补充描

述  

18  网络访问地址 ul 货源详细信息的 URL  

19  企业名称 an..100  

20  联系人名称 an..256  

21  电话号码 an..18  

 

4.2.4.14 车源信息上传 

序

号 
中文名称 

数 据 类 型

和长度 
说明 

1  报文参考号 an..35 
报文的唯一标识符，由系统按GUID

规则自动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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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文名称 

数 据 类 型

和长度 
说明 

2  单证名称  an..35 车源信息上传 

3  报文版本号 an..17  

4  发送方代码  an..20 物流交换代码 

5  发送日期时间 an..19 YYYYMMDDhhmmss  

6  报文功能代码 an..3  

7  用户名 an..17 发布者在资源中心登录的账号 

8  发布者名称 an..100  

9  启运地 an..256  

10  目的地 an..256  

11  车辆分类 an..12   

12  车辆分类代码 an3  

13  车辆载重量 n..9,2 重量单位缺省为“吨” 

14  车辆长度 n..6 长度单位缺省为“米” 

15  起始时间 an..19 
YYYYMMDDhhmmss 

车辆服务的起始时间 

16  结束时间 an..19 
YYYYMMDDhhmmss 

车辆服务的结束时间 

17  发布时间 an..19 
YYYYMMDDhhmmss 

 

18  事件有效截止日期时间 an..19 
YYYYMMDDhhmmss 

信息发布在网上的有效时间 

19  物流交换代码 an..20 信息提供方的物流交换代码 

20  自由文本 an..512 车源信息的描述 

21  网络访问地址 an..100 车源详细信息的 URL  

22  牌照类型代码 an..20   

23  车辆牌照号 an..35   

24  服务类型 an..35   

25  托运货物运价文本 an..17   

26  企业名称 an..50  

27  联系电话 an..18  

28  联系人姓名 an..35  

29  路线描述 an..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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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15 价格信息上传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1  报文参考号  an..35  报文的唯一标识符  

2  单证名称  an..35  
单证的中文名称 “运价信息

“  

3  报文版本号  an..17   

4  发送方代码  an..20  物流交换代码 

5  发送日期时间  an..19   

6  报文功能代码 an..3  

7  流水号/序列号 an..50 期号 

8  发布时间 an..19 YYYYMMDDhhmmss 

9  发布者名称 an..100  

运价信息 

10  启运地  an..256   

11  目的地  an..256   

12  车辆服务类型代码 an3  整车、零担 

13  车辆长度 n..6  整车则必填 

价格信息 

14  运费和费用标识 an..17 运费：100000 

15  价格类型代码 an..3  如为零担，则必须填写 

16  计量单位代码 an..3  公斤、立方米 

17  货币金额 n..18  

18  价格货币代码 an..3  

19  自由文本 an..512  

4.2.4.16 货运发货量统计上传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

长度 
说明 

1  企业名称 an..30  

2  货物类型 an..30 企业、人名或是 IP地址 

3  运输价格 an..14  

4  当前时间 an..14 YYYYMMDDhhmmss 

5  发货总量 an..14  

6  计量单位代码 an..3 
MTQ：立方米（m³） 

LTR：升（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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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为 MTQ：立方米（m³） 

TNE：吨 

KGM：千克 

默认为 KGM：千克（kg） 

4.2.4.17 分时段货运发货量统计上传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

长度 
说明 

7  企业名称 an..30  

8  货物类型 an..30 企业、人名或是 IP地址 

9  运输价格 an..14  

10  开始时间 an..14 YYYYMMDDhhmmss 

11  结束时间 an..14 YYYYMMDDhhmmss 

12  发货总量 an..14  

13  计量单位代码 an..3 

MTQ：立方米（m³） 

LTR：升（L） 

默认为 MTQ：立方米（m³） 

TNE：吨 

KGM：千克 

默认为 KGM：千克（kg） 

4.2.4.18 分方向货运发货量统计上传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

长度 
说明 

1  企业名称 an..30  

2  起始地 an..30  

3  目的地 an..30  

4  货物类型 an..30 企业、人名或是 IP地址 

5  运输价格 an..14  

6  开始时间 an..14 YYYYMMDDhhm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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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束时间 an..14 YYYYMMDDhhmmss 

8  发货总量 an..14  

9  计量单位代码 an..3 

MTQ：立方米（m³） 

LTR：升（L） 

默认为 MTQ：立方米（m³） 

TNE：吨 

KGM：千克 

默认为 KGM：千克（kg） 

4.2.4.19 普通运输托运单上传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

度 
说明 

1  作业单号 an..50 

承运方根据托运信息进行调度

作业生成的运输单据号码，这

里指派车单号 

2  车辆牌照号 an..35 
由公安车管部门核发的车辆牌

照号码 

3  
牌照类型 

代码 
an..20 

机动车号牌种类代码 

4  车辆分类 an..12 车辆的类型名称 

5  投保详情 an..256 车辆的保险情况 

6  运输方式代码 an..3 一种运输方式的代码 

7  装货地点 an..256 货物装上运输工具的地点名称 

8  要求装货日期时间 n14 YYYYMMDDhhmmss 

9  卸货地点 an..256  

10  要求卸货日期 n8 YYYYMMDD 

11  驾驶员   

12  联系人名称 an..256 驾驶员姓名 

13  身份证号 an..18 驾驶员的身份证号码 

14  电话号码 an..18 驾驶员电话 

15  从业资格证号 an..19 
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照的分类

编号 

16  货物信息   

17  托运单号 an..20 为托运单指定的单证号 

18  原始单号 an..35 

当上下游或上下环节有业务直

接关联时，上游环节发出的单

据号码 

19  商品编码 an..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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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

度 
说明 

20  货物 HS编码 an..10  

21  货物分类名称 an..35 
按照货物本身特性进行分类的

名称 

22  货物名称 an..512 
对一种货物性质（货物名称）

的描述 

23  货物规格 an..35 
对货物尺码和类型等特征的自

然语言描述 

24  产品批次号 an..17 
制造商为相同生产批次指定产

品归类所编配的参考号 

25  总件数 n..8  

26  包装类型代码 an..17 物品包装种类的代码 

27  货主 an..100 货物所有者的名称 

28  货物毛重   

29  货物项毛重 n..14 
货物重量（质量），包括包装，

但不包括承运人的设备 

30  计量单位代码 an..3 

TNE：吨 

KGM：千克 

默认为 KGM：千克（kg） 

31  货物体积   

32  体积 n..9 立方体积 

33  计量单位代码 an..3 

MTQ：立方米（m³） 

LTR：升（L） 

默认为 MTQ：立方米（m³） 

 

4.2.4.20 普通运输跟踪单上传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

度 
说明 

1  托运单号 an..20 为托运单指定的单证号 

2  原始单号 an..35 

当上下游企业或上下游环节有

业务直接关联时，上游企业或

环节发出的单据号码 

3  托运单状态代码 an..3 表示托运单的状态代码 

4  托运单状态描述 an..35 托运单状态的状态变化的描述 

5  状态变更日期时间 n14 YYYYMMDDhhmmss 

6  地点/位置 an..256 事件发生地点 

7  姓名 an..25 事件关系人的姓名 

8  
详细状态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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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作业单号 an..50 指托运状态变化单号 

10  车辆牌照号 an..35 
由公安车管部门核发的车辆牌

照号码 

11  牌照类型代码 an..20 机动车号牌种类代码 

12  作业单状态代码 an..3 表示作业单的状态代码 

13  运输方式代码 an..3 一种运输方式的代码 

14  驾驶员   

15  联系人名称 an..256 驾驶员姓名 

16  电话号码 an..18 驾驶员电话 

17  装货地点 an..256 货物装上运输工具的地点名称 

18  要求装货日期时间 n14 YYYYMMDDhhmmss 

19  要求卸货日期 n8 YYYYMMDD 

20  预计抵达日期时间 n14 YYYYMMDDhhmmss 

21  发运实际日期时间 n14 YYYYMMDDhhmmss 

22  收货日期时间 n14 YYYYMMDDhhmmss 

23  状态变更日期时间 n14 YYYYMMDDhhmmss 

4.2.4.21 普通运输回执单上传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

度 
说明 

1  托运单号 an..20 为托运单指定的单证号 

2  原始单号 an..35 

当上下游企业或上下游环节有

业务直接关联时，上游企业或

环节发出的单据号码 

3  托运单状态代码 an..3 表示托运单的状态代码 

4  自由文本 an..512 文本的自由格式 

5  收货信息   

6  收货日期时间 n14 YYYYMMDDhhmmss 

7  收货地点 an.. 256 
收货人将要或已接收托运物的

地点名称 

8  
街道名称和门牌号

码/邮政信箱 
an..256 邮政交货点的说明 

9  收货人 an..512 收货人名称 

10  收货人代码 an..17 收货人代码表示 

11  联系人名称 an..256 签收人姓名 

12  电话号码 an..18 签收人的电话号码 

13  个人证件类别代码 n3  

14  身份证号 an..18 签收人的个人证件号码 

15  签收类型代码 an..3 
表示收货方对所接收货物采用

的签收方式的代码 

16  货物信息   

17  商品编码 an..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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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

度 
说明 

18  货物 HS编码 an..10  

19  货物分类名称 an..35 
按照货物本身特性进行分类的

名称 

20  货物名称 an..512 
对一种货物性质（货物名称）

的描述 

21  产品批次号 an..35 
对货物尺码和类型等特征的自

然语言描述 

22  包装类型代码 an..17 
制造商为相同生产批次指定产

品归类所编配的参考号 

23  包装数量 an..17 物品包装种类的代码 

24  货物实收数量 n..8 一票发运中单件货物的数量 

25  货物破损数量 n..6 实际收取的货物数量 

26  货物拒收数量 n..6 
货物外包装或者货物本身破损

的数量 

27  货物缺件数量 n..6 拒绝收取的货物数量 

28  运输费用 an..512 文本的自由格式 

29  价格货币代码  
承运人在货物交接给收货人时

收取的运输费用 

30  货币金额 an..35 定价货币单位的代码 

31  代收货款 n..18 说明一笔货币金额 

32  价格货币代码   

33  货币金额 an..35 定价货币单位的代码 

34  备注 n..18 说明一笔货币金额 

35   an..256 附加信息说明 

4.2.4.22 仓储入库通知单上传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1  货主代码 an..20 
货物所有者代码，企业自定

义 

2  货主 an..100  

3  原始单号 an..35 
仓储企业与委托方之间的对

帐单号 

4  参考号 an..70  

5  委托日期时间 n14 YYYYMMDDhhmmss 

6  计划入库日期时间 n14 YYYYMMDDhhmmss 

7  货物供应商 an..50  

8  运输方式 an..17  

9  启运地代码 an..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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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10  启运地 an..256  

11  船名代码 an..10  

12  运输参考号 an..17  

13  运输信息   

14  车辆牌照号 an..35 车牌号 

15  承运人标识符 an..17 

进行最后一段货物运输的企

业代码，用物流企业代码表

示 

16  承运人 an..512 
进行最后一段运输的企业名

称 

17  驾驶员联系人名称 an..256  

18  驾驶员电话号码 an..18  

19  货物总毛重   

20  托运物毛重 n..16  

21  计量单位代码 an..3 

TNE：吨（t） 

KGM：千克（kg） 

默认为  

KGM：千 克 

22  货物总净重   

23  托运物净重 n..16  

24  计量单位代码 an..3 

TNE：吨（t） 

KGM：千克（kg） 

默认为  

KGM：千 克（kg） 

25  货物总体积   

26  体积 n..9  

27  计量单位代码 an..3 

MTQ：立方米（m³）  

LTR：升（L）  

默认为  

MTQ：立 方米（m³） 

28  总件数 n..8  

29  货物总金额   

30  货币总金额 n..18  

31  价格货币代码 an..3 
如：CNY：人民币 USD：美元 

JPY:日元 KRW:韩圆 默认 CNY 

32  业务类型代码 an..7  

33  货物报关单号 an..35  

34  
货物报关单提交日

期 
n8 YYYYMMDDhhm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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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35  监管截止日期 n8 YYYYMMDDhhmmss 

36  发票号 an..35  

37  贸易方式代码 an..4  

38  货物明细信息   

39  货物分项号 n..5  

40  货物名称 an..512  

41  货物类型分类代码 an..3  

42  货物 HS编码 an..10  

43  入库通知数量   

44  包装类型代码 an..17  

45  包装件数描述 an ..256  

46  包装类型代码 an..17  

47  包装数量 n..8  

48  货物序列号 an..30  

49  货物规格信息   

50  货物属性 an..200  

51  货物属性值 an..200  

52  商品编码 an..35  

53  货物度量方法 an..14 
分理计、磅计、抄码、其它

四 种 

54  产品批次号 an..17  

55  生产许可证号 an..30  

56  生产日期 n8 YYYYMMDDhhmmss 

57  保鲜日期 n8 YYYYMMDDhhmmss 

58  货物物理状态 an..10 分液体或固体 

59  仓储要求 an..256  

60  货物毛重   

61  货物项毛重 n..14  

62  计量单位代码 an..3 

TNE：吨（t）KGM：千克

（kg） 默认为 KGM： 千克

（kg） 

63  货物净重   

64  货物项净重 n..16  

65  计量单位代码 an..3 

TNE：吨（t）KGM：千克

（kg）  

默认为 KGM： 千克（kg） 

66  货物体积   

67  体积 n..9  

68  计量单位代码 an..3 
MTQ：立方米（m³） LTR：升 

默认为 MTQ： 立方米（m³） 

69  货物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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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70  货币金额 n..18  

71  价格货币代码 an..3 

CNY：人民币 USD：美元  

JPY:日元  

KRW:韩圆  

默认 CNY 

4.2.4.23 仓储入库明细单上传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1  货主代码 an..20 
货物的所有者代码，采用自

定义 

2  货主 an..100  

3  运输单证号 an..35  

4  联系人名称 an..256 入库验收人员姓名 

5  原始单号 an..35 
是仓储企业与委托方之间的

一个对帐单号 

6  参考号 an..70  

7  入库日期时间 n14 YYYYMMDDhhmmss 

8  货物供应商 an..50  

9  运输方式 an..17  

10  启运地代码 an..35  

11  启运地 an..256  

12  船名代码 an..10  

13  运输参考号 an..17 航次号 

14  运输信息   

15  车辆牌照号 an..35 车牌号 

16  承运人标识符 an..17 

指承 运 人代码，进行最后

一 段 货 运 输的 企 业 代 码

用 物 流 企 业 代 码  

17  承运人 an..512 
进行最后一段运输的企业名

称 

18  驾驶员信息   

19  联系人名称 an..256  

20  电话号码 an..18  

21  货物总毛重   

22  托运物毛重 n..16  

23  计量单位代码 an..3 TNE：吨（t）KGM：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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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kg）默 认 为 KGM：千

克（kg） 

24  货物总净重   

25  托运物净重 n..16  

26  计量单位代码 an..3 

TNE：吨（t）KGM：千克

（kg）默认为 KGM：千克

（kg） 

27  总体积   

28  体积 n..9  

29  计量单位代码 an..3 
MTQ：立方米（m³）LTR：升默

认为 MTQ：立方米（m³） 

30  总件数 n..8  

31  货物总金额   

32  货币总金额 n..18  

33  价格货币代码 an..3 
CNY：人民币 USD：美元 JPY:

日元 KRW:韩圆默认 CNY 

34  业务类型代码 an..7 入库类型退货类型 

35  货物报关单号 an..35  

36  
货物报关单提交日

期 
n8 YYYYMMDD 

37  监管截止日期 n8 YYYYMMDD 

38  发票号 an..35  

39  贸易方式代码 an..4  

40  备注 an..256  

41  货物明细信息   

42  货物分项号 n..5  

43  入库批次号 an..30  

44  货物名称 an..512  

45  货物类型分类代码 an..3  

46  货物 HS编码 an..10  

47  货物序列号 an..30  

48  货物规格信息   

49  货物属性 an..200  

50  货物属性值 an..200  

51  商品编码 an..35  

52  货物度量方法 an..14 
分理计、磅计、抄码、其它四

种 

53  产品批次号 an..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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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54  生产许可证号 an..30 YYYYMMDDhhmmss 

55  生产日期 n8 YYYYMMDDhhmmss 

56  保鲜日期 n8 分液体或固体 

57  货物物理状态 an..10  

58  仓储要求 an..256  

59  货物实收数量 n..6  

60  货物破损数量 n..6  

61  货物拒收数量 n..6  

62  货物破损数量 n..6  

63  包装数量 n..8  

64  货物毛重   

65  货物项毛重 n..14  

66  计量单位代码 an..3 

TNE：吨（t）KGM：千克

（kg）默认为 KGM：千克

（kg） 

67  货物净重   

68  货物项净重 n..16  

69  计量单位代码 an..3 

TNE：吨（t）KGM：千克

（kg）默认为 KGM：千克

（kg） 

70  货物体积   

71  体积 n..9  

72  计量单位代码 an..3 

MTQ：立方米（m³）LTR：升

（L）默认为 MTQ：立方米

（m³） 

73  货物单价   

74  货币金额 n..18  

75  价格货币代码 an..3 
CNY：人民币 USD：美元 JPY:

日元 KRW:韩圆默认 CNY 

76  容器信息   

77  运输设备附件名称 an..20 容器名称 

78  运输设备附件代码 an..20 容器代码 

79  可回收设备指示符 a1  

80  发票号 an..35  

81  备注 an..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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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24 仓储出库通知单上传 

序

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1  货主代码 an..20 货物的所有者代码，采用自定义 

2  货主 an..100  

3  原始单号 an..35 
是仓储企业与委托方之间的一个

对帐单号 

4  参考号 an..70  

5  委托日期时间 n14 YYYYMMDDhhmmss 

6  
计划出库日期时

间 
n14 YYYYMMDDhhmmss 

7  运输方式 an..17  

8  启运地代码 an..35  

9  启运地 an..256  

10  船名代码 an..10  

11  运输参考号 an..17 航次号 

12  运输信息   

13  车辆牌照号 an..35 车牌号 

14  承运人标识符 an..17 
指承运人代码，进行最后一段货

运输的企业代码用物流企业代码 

15  承运人 an..512 进行最后一段运输的企业名称 

16  驾驶员信息   

17  联系人名称 an..256  

18  电话号码 an..18  

19  客户信息   

20  客户名称 an..100 客户名称 

21  通信号 an..512 客户通信地址 

22  
街道名称和门牌

号码/邮政信箱 

an..256  

23  电话号码 an..18  

24  传真号码 an..18  

25  联系人名称 an..256  

26  收货方信息   

27  收货人 an..512  

28  收货地点 an..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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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29  
街道名称和门牌

号码/邮政信箱 

an..256 收货方邮编 

30  电话号码 an..18  

31  传真号码 an..18  

32  联系人名称 an..256  

33  货物总毛重   

34  托运物毛重 n..16  

35  计量单位代码 an..3 
TNE：吨（t）KGM：千克（kg）默

认为 KGM：千克（kg） 

36  货物总净重   

37  托运物净重 n..16  

38  计量单位代码 an..3 
TNE：吨（t）KGM：千克（kg）默

认为 KGM：千克（kg） 

39  总体积   

40  体积 n..9  

41  计量单位代码 an..3 
TNE：吨（t）KGM：千克（kg）默

认为 KGM：千克（kg） 

42  总件数 n..8  

43  货币总金额 n..18  

44  价格货币代码 an..3 
CNY：人民币 USD：美元 JPY:日元

KRW:韩圆默认 CNY 

45  业务类型代码 an..7  

46  货物报关单号 an..35  

47  
货物报关单提交

日期 
n8 YYYYMMDDhhmmss 

48  监管截止日期 n8 YYYYMMDDhhmmss 

49  发票号 an..35  

50  贸易方式代码 an..4  

51  备注 an..256  

52  货物明细信息   

53  货物分项号 n..5  

54  入库批次号 an..30  

55  货物名称 an..512  

56  
货物类型分类代

码 
an..3  

57  货物 HS编码 an..10  

58  货物序列号 an..30  

59  货物规格信息   

60  货物属性 an..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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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61  货物属性值 an..200  

62  商品编码 an..35  

63  货物度量方法 an..14 分理计、磅计、抄码、其它四种 

64  产品批次号 an..17  

65  生产许可证号 an..30  

66  生产日期 n8 YYYYMMDDhhmmss 

67  保鲜日期 n8 YYYYMMDDhhmmss 

68  货物出库数量 n..12  

69  包装数量 n..8  

70  仓储要求 an..256  

71  货物毛重   

72  货物项毛重 n..14  

73  计量单位代码 an..3 
TNE：吨（t）KGM：千克（kg）默

认为 KGM：千克（kg） 

74  货物净重   

75  货物项净重 n..16  

4.2.4.25 仓储出库明细单上传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

度 
说明 

1  货主代码 an..20 货物的所有者代码，采用自定义 

2  货主 an..100  

3  原始单号 an..35 
是仓储企业与委托方之间的对帐

单号 

4  参考号 an..70  

5  委托日期时间 n14 YYYYMMDDhhmmss 

6  出库日期时间 n14 YYYYMMDDhhmmss 

7  运输方式 an..17  

8  启运地代码 an..35  

9  启运地 an..256  

10  船名代码 an..10  

11  运输参考号 an..17 航次号 

12  运输信息   

13  车辆牌照号 an..35 车牌号 

14  承运人标识符 an..17 
指进行最后一段货运输的企业代

码用物流企业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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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

度 
说明 

15  承运人 an..512 进行最后一段运输的企业名称 

16  驾驶员信息   

17  联系人名称 an..256  

18  电话号码 an..18  

19  提货人信息   

20  联系人名称 an..256 提货人姓名 

21  提单号 an..20  

22  出库操作员  负责出库操作的管理员 

23  联系人名称 an..256 出库操作员姓名 

24  客户信息   

25  客户名称 an..100 客户名称 

26  通信号 an..512 客户通信地址 

27  
街道名称和门牌

号码/邮政信箱 

an..256 客户邮编 

28  电话号码 an..18  

29  传真号码 an..18  

30  联系人名称 an..256  

31  收货方信息   

32  收货人 an..512  

33  收货地点 an..256  

34  
街道名称和门牌

号码/邮政信箱 

an..256 收货方邮编 

35  电话号码 an..18  

36  传真号码 an..18  

37  联系人名称 an..256  

38  货物总毛重   

39  托运物毛重 n..16  

40  计量单位代码 an..3 
TNE：吨（t）KGM：千克（kg）

默认为 KGM：千克（kg） 

41  货物总净重   

42  托运物净重 n..16  

43  计量单位代码 an..3 
TNE：吨（t）KGM：千克（kg）

默认为 KGM：千克（kg） 

44  总体积   

45  体积 n..9  

46  计量单位代码 an..3 
MTQ：立方米（m³）LTR：升（L）

默认为 MTQ：立方米（m³） 



湖南省物流园区互联对接应用技术指南 

湖南交通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40 / 53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

度 
说明 

47  总件数 n..8  

48  货物总金额   

49  货币总金额 n..18  

50  价格货币代码 an..3 
CNY：人民币 USD：美元 JPY:日

元 KRW:韩圆默认 CNY 

51  业务类型代码 an..7  

52  货物报关单号 an..35  

53  
货物报关单提交

日期 
n8 YYYYMMDDhhmmss 

54  监管截止日期 n8 YYYYMMDDhhmmss 

55  发票号 an..35  

56  贸易方式代码 an..4  

57  备注 an..256  

58  货物明细信息   

59  货物分项号 n..5  

60  出库批次号 an..30  

61  货物名称 an..512  

62  
货物类型分类代

码 
an..3  

63  货物 HS编码 an..10  

64  货物序列号 an..30  

65  货物规格信息   

66  货物属性 an..200  

67  货物属性值 an..200  

68  商品编码 an..35  

69  货物度量方法 an..14 分理计、磅计、抄码、其它四种 

70  产品批次号 an..17  

71  生产许可证号 an..30  

72  生产日期 n8 YYYYMMDDhhmmss 

73  保鲜日期 n8 YYYYMMDDhhmmss 

74  货物出库数量 n..12  

75  包装数量 n..8  

76  货物毛重   

77  货物项毛重 n..14  

78  计量单位代码 an..3 
TNE：吨（t）KGM：千克（kg）

默认为 KGM：千克（kg） 

79  货物净重   

80  货物项净重 n..16  

81  计量单位代码 an..3 TNE：吨（t）KGM：千克（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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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

度 
说明 

默认为 KGM：千克（kg） 

82  货物体积   

83  体积 n..9  

84  计量单位代码 an..3 
MTQ：立方米（m³）LTR：升（L）

默认为 MTQ：立方米（m³） 

85  货物单价   

86  货币金额 n..18  

87  价格货币代码 an..3 
CNY：人民币 USD：美元 JPY:日

元 KRW:韩圆默认 CNY 

88  容器信息   

89  
运输设备附件名

称 
an..20 容器名称 

90  
运输设备附件代

码 
an..20 容器代码 

91  
可回收设备指示

符 
a1  

92  发票号 an..35  

93  备注 an..256  

 

4.2.4.26 港口信息上传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1  港口 ID an..64  

2  港口名称 an..64  

3  港口类型 an..5  

4  港口类型名称 an..32  

5  泊位数量 an..32  

6  可用泊位数量 an..20  

7  年吞吐量 an..12  

8  所在地 an..12  

9  具体位置 an..64  

10  陆域面积 an..12  

11  水域外岸线 an..64  

12  港口级别 an..64  

13  港口级别名称 an..12  

14  港口说明 an..64  

15  手机 an..32  

16  联系人 an..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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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17  联系方式 an..20  

18  发布者 ID an..20  

19  发布时间 an..20  

20  有效期开始 an..20  

4.2.4.27 船舶信息上传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1  船舶名称 an..200  

2  曾用名 an..200  

3  英文名 an..100  

4  船旗国 an..200  

5  船籍港 an..200  

6  船舶所有人 an..35  

7  船舶管理公司 an..200  

8  类型 an..3  

9  总吨位 n..10  

10  净吨位 n..10  

11  载重吨 n..10  

12  船长 n..10  

13  平均吃水 n..10  

14  航速 an..35  

15  船体入级符号 an..3  

16  船体附加标志  an..3  

17  轮机入级符号 an..3  

18  轮机附加标志 an..3  

19  冷藏附加标志 an..3  

20  上层建筑及甲板室 an..200  

21  甲板层数 n..3  

22  船舶建造厂 an..200  

23  船舶建造地点 an..200  

24  船舶建造时间 n..19  

25  货舱数 n..6  

26  货舱总容积 n..6  

27  冷藏舱数 n..6  

28  冷藏总容积 n..6  

29  集装箱*规格 an..100  

4.2.4.28 水运线路班次信息上传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1  港口代码 a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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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2  船名 an..200  

3  航次 an..10  

4  IMO编号 an..10  

5  船公司代码 an..35  

班次信息 

6  预计到港时间 an..19  

7  计划靠泊时间 an..19  

8  预计离港时间 an..19  

9  上一个停靠地点 an..35  

10  下一个停靠地点 an..35  

线路信息 

11  出发地 an..35  

12  目的地 an..35  

13  航线代码 an..6  

14  途经港口信息  多个 

15  途经港口代码 an..6  

16  途经港口名称 an..35  

 

4.2.4.29 铁路运输线路信息上传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1  出发站 an..30  

2  目的站 an..30  

3  车次 an..30  

4  出发时间 an..14 YYYYMMDDhhmmss 

5  到站时间 an..14 YYYYMMDDhhmmss 

6  车厢节数 an..14  

7  重量单价 an..14  

8  体积单价 an..14  

9  重量计量单位代码 an..3 

TNE：吨 

KGM：千克 

默认为 KGM：千克（kg） 

10  体积计量单位代码 an..3 

MTQ：立方米（m³） 

LTR：升（L） 

默认为 MTQ：立方米（m³） 

4.2.4.30 铁路运输班次信息上传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1  出发站 an..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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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2  目的站 an..30  

3  车次 an..30  

4  出发时间 an..14 YYYYMMDDhhmmss 

5  到站时间 an..14 YYYYMMDDhhmmss 

6  车厢节数 an..14  

7  上一站 an..30  

8  下一站 an..30  

 

4.2.5 数据查询接口 

数据信息查询接口 物流园区通过本接口改造面向园区服务对象

（入驻货主、司机、物流企业）提供信息查询服务，园区服务对象也

可以通过“湖南平台”网站查询园区的基本情况及可提供的信息服务。 

4.2.5.1 车源信息查询 

序

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

度 
说明 

查询请求 

地点信息 
地点/位置或国家行政区划标识符至

少填一个 

1 
地点 /位置限定

符 
an..3 

5 起程地 

8 目的地 

2 地点/位置 an..256  

3 
国家行政区划标

识符 
an..12 见 GB/T 2260 

车辆类型  

4 车辆分类代码 an3 
见 GA 24.4《机动车登记信息代码 第

4部分：车辆类型代码》 

车辆服务类型  

5 
车辆服务类型代

码 
an3  

6 
货物类型分类代

码 
an..3 见 GB/T 16833-2011 

7 
定位服务类型代

码 
an..3  

8 海关监管指示符 n1 0—否，1—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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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

度 
说明 

车辆载重量信息  

9 范围最大值 n..18  

10 范围最小值 n..18  

11 计量单位代码 an..3 GB/T 17295《计量单位代码》 

车辆长度信息  

12 范围最大值 n..18  

13 范围最小值 n..18  

14 计量单位代码 an..3 GB/T 17295《计量单位代码》 

15 发布时间 an..19 可视为信息有效开始时间 

16 
事件有效截止日

期时间 
an..19 

时段：查询时刻至事件有效截止日期

时间 

17 序列号 an..50 查询记录起始序号，默认为 1 

18 查询记录数 n..5 
返回符合条件的记录数量限值，默认

为 50 

查询响应 

地点信息 
地点/位置或国家行政区划标识符至

少填一个 

1  
地点 /位置限定

符 
an..3 

5 起程地 

8 目的地 

2  地点/位置 an..256  

3  
国家行政区划标

识符 
an..12 见 GB/T 2260 

4  牌照类型代码 an..20 
见 GA 24.7《机动车登记信息代码 第

7部分：号牌种类代码》 

5  车辆牌照号 an..35  

6  车辆分类 an..12  

7  车辆分类代码 an3 
见 GA 24.4《机动车登记信息代码 第

4部分：车辆类型代码》 

8  
货物类型分类代

码 
an..3 见 GB/T 16833-2011 

9  
车辆服务类型代

码 
an3  

10  
合同和运输条件

代码 
an..3 

101 门到站；102 站到站；103 站到

门，其余见 GB/T 16833-2011 中的

“4065 合同和运输条件代码” 

11  车辆长度 n..6  

12  体积 n..9  

13  车辆载重量 n..9,2  

14  
托运货物运价文

本 
an..17 参考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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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

度 
说明 

15  
定位服务类型代

码 
an..2  

16  海关监管指示符 n1 0—否，1—是 

17  路线描述 an..256  

18  自由文本 an..512  

19  发布时间 an..19 可视为信息有效开始时间 

20  
事件有效截止日

期时间 
an..19 可视为信息结束有效时间 

联系信息  

21  企业名称 an..50  

22  联系人姓名 an..256  

23  电话号码 an..50  

24  网络访问地址 an..100  

25  信息系统编码 an..20  

 

 

4.2.5.2 企业名称查询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查询请求 

1 关键字 an..50  

2 查询记录数 n..5 返回符合条件的记录数量限值 

3 排序方向代码 an..1 排序方向 

查询响应 

1 企业名称信息   

2 企业名称 an..50 企业完整名称 

4.2.5.3 企业基础信息查询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查询请求 

1 企业名称 an..50  

2 许可证编号 an..50  

3 查询方式代码  

an..2  01、快速查询（仅返回警示信

息） 

02、完整查询；默认为完整查

询； 

查询响应 

1 基本信用信息   

2 企业名称 an..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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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3 国家行政区划标识符 an..12  

4 组织机构代码 an9  

5 运输经营信息   

7 自有货运车辆数 n..8   

8 运力规模 an..16   

10 运输许可证信息 an..50  

11 许可证编号 an..35 运输经营许可证号 

12 发证单位 an..8 发证机关 

13 资格证发放日期 
an..19 核发日期 

YYYYMMDD 

14 期限开始日期 
an..19 有效期起 

YYYYMMDDhhmmss 

15 期限结束日期 
an..120 有效期止 

YYYYMMDDhhmmss 

16 经营范围 an..50  

17 法定代表人 an..512  

18 企业注册地址   

19 诚信考核 n..4  

20 年 an..3 诚信考核年度 

21 信用评价等级代码 an..19 运政机构对物流企业的评价 

22 更新日期时间  YYYYMMDDhhmmss 

23 警示信息 
n1 0：无警示信息 

1：有警示信息 

24 警示标志 an..100  警示内容 

4.2.5.4 企业动态信用信息查询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

度 
说明 

查询请求 

1 企业名称 an..50  

2 许可证编号 an..50  

3 起始时间 an..19 仅提供该日期段的评价信

息 

4 结束时间 an..19  

查询响应 

1 动态信用信息   

2 信用评价描述 an..2000 评语 

3 评价日期时间 an..19  

4 信用分类信息   

5 信用类型代码 an..3   

6 统计总数 n..16 信息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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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

度 
说明 

7 信用评价描述 an..2000 评语 

8 事件信息   

9 日期/时间/期限限定

符 

an..35 事件发生时间 

10 地点/位置 an..256 事件发生地点 

11 自由文本 an..512 事件描述 

12 网络访问地址 an..100  

4.2.5.5 车辆基础信用信息查询 

序

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查询请求 

1 车辆牌照号 an..35  

2 牌照类型代码 an..20  

3 道路运输证号 an..20  

4 查询方式代码  

an..2  01、快速查询（仅返回警示

信息）02、完整查询；默认

为完整查询； 

查询响应 

1 基本信息   

2 车辆牌照号 an..35  

3 牌照类型代码 an..20  

4 车辆类型代码 n..3  

5 车辆载重量 n..6,2  

6 长度 n..15 车长 

7 企业信息 an..50 车辆所属企业的名称 

9 企业注册地址 an..512  

10 经营范围 an..120  

11 企业评级   

12 年 n..4 评价年度 

13 信用评价等级代码 
an..3 运政机构对车辆所属物流

企业的评价 

14 道路运输许可证信息   

15 道路运输证号 an..20  

16 发证单位 an..35  

17 资格证发放日期 
an..8 发证日期 

YYYYMMDD 

18 期限开始日期 
an..19 有效期始 

YYYYMMDDhhmmss 

19 期限结束日期 an..19 有效期止 YYYYMMDDhhm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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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20 更新日期时间 an..19 YYYYMMDDhhmmss 

21 警示信息   

22 警示标志 
n1 0：无警示信息 

1：有警示信息 

23 报警信息 
an..100  

 

警示内容 

4.2.5.6 车辆动态信用信息查询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查询请求 

1 车辆牌照号 an..35  

2 牌照类型代码 an..20  

3 道路运输证号 an..20  

4 起始时间 an..19 仅提供该日期段的评价信息 

5 结束时间 an..19  

查询响应 

1 动态信用信息   

2 信用评价描述 an..2000 评语 

3 评价日期时间 an..19  

4 信用分类信息   

5 信用类型代码 an..3   

6 统计总数 n..16 信息数量 

7 信用评价描述 an..2000 评语 

8 事件信息   

9 
日期/时间/期限限

定符 

an..35 事件发生时间 

10 地点/位置 an..256 事件发生地点 

11 自由文本 an..512 事件描述 

12 网络访问地址 an..100  

4.2.5.7 人员基础信用信息查询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查询请求 

1 人名 an..25  

2 身份证号 an..18 与从业资格证号二选一 

3 从业资格证号 an..19  

4 查询方式代码  

an..2  01、快速查询（仅返回警示

信息） 

02、完整查询；默认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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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查询； 

查询响应 

2 人名 an..25  

3 性别代码 an..3  

4 出生日期 an..8  

5 身份证号 an..18  

6 从业资格信息   

7 从业资格类别 an..35  

8 从业资格证号 an..19  

9 发证单位 an..35 发证机关 

10 资格证发放日期 an..8 YYYYMMDD 

11 
事件有效截止日期

时间 

an..19 YYYYMMDDhhmmss 

12 诚信考核   

13 年 n..4 诚信考核年度 

14 信用评价等级代码 
an..3 运政机构对物流企业的人

员评价 

15 更新日期时间 an..19 YYYYMMDDhhmmss 

16 警示信息   

17 警示标志 
n1 0：无警示信息 

1：有警示信息 

18 报警信息 an..100  警示内容 

4.2.5.8 人员动态信息查询 

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查询请求 

1 人名 an..25  

2 身份证号 an..18 
身份证号和从业资格证号

二选一 

3 从业资格证号 an..19  

4 起始时间 an..19 
仅提供该日期段的评价信

息 

5 结束时间 an..19  

查询响应 

1 动态信用信息   

2 信用评价描述 an..2000 评语 

3 评价日期时间 an..19  

4 信用分类信息   

5 信用类型代码 an..3   

6 统计总数 n..16 信息数量 

7 信用评价描述 an..2000 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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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8 事件信息   

9 日期/时间/期限限定符 an..35 事件发生时间 

10 地点/位置 an..256 事件发生地点 

11 自由文本 an..512 事件描述 

12 网络访问地址 an..100  

4.2.5.9 仓储信息查询 

序

号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和长度 说明 

查询请求 

1  仓库类型 an..35 标准仓库 

2  经营范围 an..120 出租等 

3  面积 n..16   

4  
地点中文名

称 
an..70   

查询响应 

5  仓库 an..256   

6  
地点中文名

称 
an..70   

7  面积 n..16   

8  发布时间 an..19 YYYYMMDDhhmmss 

9  自由文本 an..512 该条仓储信息的描述 

10  
网络访问地

址 
an..100 

点击该链接可在该信息来源的应用系统

中查看详细信息 

11  经营范围 an..120 出租等 

12  仓库类型 an..35 标准仓库 

13  企业名称 an..50  

14  联系人姓名 an..256  

15  电话号码 an..18  

 

5 园区互联工作管理 

明确物流园区互联应用工作具体流程，建立物流园区互联接入

与退出机制，实现对物流园区联网运行的规范管理。 

5.1 测试联调 

物流园区在完成业务接口开发后，需完成两方面测试内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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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湖南平台的交换服务器开展联调测试，二是与其他互联对象的

业务信息系统进行业务接口测试。完成联调测试后管理中心出具测

试通过证明，进入试运行阶段。 

5.2 并网运行 

联调测试通过后，物流园区需要依据规范上传信息，稳定运行

1 个月以上，并网至正式环境运行，完成互联工作。 

5.3 信息公布 

“湖南平台”公布物流园区完成接口改造情况、车辆卡及道口

改造等硬件情况，以及园区其他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情况。 

5.4 异常管理 

“湖南平台”负责进行参与方交换网络、数据上传信息的应用

监测， 对上传数据解析失败、交换中断、非法攻击等异常行为进

行自动警示，如异常情况属于企业原因造成，将告知相关企业主管

部门，并协助企业进行排查。 

5.5 退出互联 

“湖南平台”在应用监测中如发现已互联物流园区中断交 1个月

以上且未告知具体原因，将联系物流园区核实具体原因，如物流园

区因客观原因需要退出互联，“湖南平台”将关闭其物流交换代码，并

将园区退出信息发送至所在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备案。 

6 其他要求 

对接实施资金要根据实际内容进行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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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考标准： 

附件一：信息互联与交换标准 

 

附件二：数据交换应用服务接口标准 

 

附件三：平台互联对接接口文档-v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