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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本操作手册主要用于指导生产经营者进行主体信息、地块信

息、人员信息、产品信息、客户信息、作业类别、投入品信息等的

设置，并指导生产管理、打印二维码及其他功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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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统简介  

1.1 系统简介  

追溯业务是江苏省农产品质量追溯平台的主要组成部分，以责

任主体和产品流向管理为核心，以扫码交易记录产品流通信息，以

提供入市追溯凭证为市场准入条件，构建从产地到市场到餐桌的全

程可追溯体系。 

1.2 系统追溯业务流程  

 

1.用户主体将自产或收购的农产品信息采集录入到系统中； 

2.主体已备案农产品可进行流通销售与入市销售，A:选择入市环

节，用户主体的农产品将直接销售进入市场，并由系统生成入市追

溯凭证，B:选择流通环节，用户主体通过扫描下游交易主体的身份

码确定下游交易主体的身份信息； 

3.用户主体扫描下游交易主体身份码后填写相关交易信息完成

农产品流通销售； 

4.下游交易主体确认完成交易，并由系统生成产品追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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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下游主体确认收购的农产品信息并完成备案后可选择进行流

通销售与入市销售，A: 选择入市环节，下游主体将农产品直接销售

进入市场，并由系统生成入市追溯凭证，B:选择流通环节，重复 2B-

4 环节流程（此处环节可重复循环） 

2、系统登录  

2.1 客户端配置要求 

处理器：P4（奔腾 4）以上，2.0G； 

显卡：2G 显存； 

内存：4GB； 

硬盘：500GB 以上； 

操作系统：建议使用 windows xp 或 windows 7 及以上系统； 

浏览器：建议使用 IE9.0 及以上版本； 

2.2 门户登录 

操作介绍：打开浏览器，输入江苏省农产品质量追溯平台门户

官方域名：http://www.jsncpaq.com，如下图 2-2-1 所示门户界面，

点击“追溯系统“进入登录界面。 

http://www.jsncpaq.com，如下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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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门户界面  

2.3 普通登录 

操作介绍：打开浏览器，输入江苏省农产品质量追溯平台官方

域名：zs.jsncpaq.com，出现如图 2-3-1 所示系统登录界面，输入账

号、密码，点击【登录】按钮。 

 
图 2-3-1 系统登录界面 

 

登录成功，出现如图 2-3-2 所示系统首页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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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系统首页界面  

追溯系统功能区如图 2-3-3 所示系统功能菜单界面。 

 
图 2-3-3 系统功能菜单界面  

如图 2-3-4 所示数据统计界面，自动统计生产经营主体进入系

统的产品档案数据、农事管理数据、追溯台账数据、标识打印数

据，点击右下角按钮【详情】，可以查看详细记录，如图 2-3-5 所示

产品档案详情界面，可以进行查询、新增、修改、删除操作。 

 

图 2-3-4 数据统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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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5 产品档案详情界面  

如图 2-3-6 所示生产档案界面，对每一批次农产品进行农事管

理，点击行按钮【农事管理】，出现图 2-3-7 所示农事管理界面，记

录具体的农事操作，具体操作步骤详见第一部分第四章节生产管

理。 

 

图 2-3-6 生产档案界面  

 

 

图 2-3-7 农事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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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3-8 所示追溯统计界面，系统生成截止当前 6 个月的农

事管理、追溯批次、标识打印的趋势曲线图。 

 
图 2-3-8 追溯统计界面  

 

2.4 找回密码和账号  

     操作介绍：在登录页面点击登录输入框的 ，页面调转到找

回密码和账号页面，按页面提示输入信息找回密码和账号。如下图 2-

4-1 所示找回账号/密码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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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找回账号/密码界面  

3、系统注册  

  操作介绍：点击图 1 所示右下角【主体注册】按钮，出现如图

3-1 所示：按照页面提示输入相关信息，提交审核，审核通过后，

系统会发布“用户账号和密码”，登录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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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主体注册界面   

4、追溯系统 

4.1 基本信息  

4.1.1 主体管理  

操作介绍：点击左菜单“基本信息”→“主体管理”，出现如图 4-1-

1-1 所示：点击【修改】按钮，可对主体的基本情况进行修改。修改

后点击【确认】按钮，若要放弃此次修改，点击【取消】。 

主体管理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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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1 主体管理界面  

4.1.2 地块管理  

操作介绍：点击左菜单“基本信息”→“地块管理”，出现如图 4-1-

2-1 所示： 

 
图 4-1-2-1 地块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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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在左上角输入地块名称，点击【查询】按钮，可以查询

出对应的地块面积、地块状态。 

新增：点击右上角【新建地块】按钮，出现图 4-1-2-2 所示新建

地块信息界面，输入地块名称、地块面积，确认地块的经纬度，点击

【提交】按钮。如需要重新填写，点击【重置】按钮。 

 
图 4-1-2-2 新建地块信息界面 

修改：点击行【修改】按钮，出现图 4-1-2-3 所示修改地块信

息界面，对地块信息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点击【修改】按钮提

交。 

 
图 4-1-2-3 修改地块信息界面 

删除：点击行【删除】按钮，删除行地块信息。 

4.1.3 人员管理 

操作介绍：点击左菜单“基本信息”→“人员管理”，出现如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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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所示： 

 
图 4-1-3-1 人员管理界面 

查询：在左上角输入人员名称，点击【查询】按钮，可以查询

出对应的人员性别、手机号码、邮箱地址。 

新增：点击右上角【新建人员】按钮，出现图 4-1-3-2 所示新

建人员信息界面，输入人员姓名、性别、职务、联系手机、邮箱地

址，点击【提交】按钮。如需要重新填写，点击【重置】按钮。 

 
 图 4-1-3-2 新建人员信息界面   

修改：点击行【修改】按钮，出现图 4-1-3-3 所示修改人员信

息界面，对人员信息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点击【修改】按钮提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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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3 修改人员信息界面  

删除：点击行【删除】按钮，删除行人员信息。 

4.1.4 客户管理   

操作介绍：点击左菜单“基本信息”→“客户管理”，出现如图 4-1-

4-1 所示： 

 

图 4-1-4-1 客户管理界面  

查询：在左上角输入客户名称，点击【查询】按钮，可以查询

出对应的客户联系人、手机号码、地址等。 

新增：点击右上角【新建客户】按钮，出现图 4-1-4-2 所示新

建客户信息界面，输入客户名称、联系人姓名、联系人手机、详细

地址，点击【提交】按钮。如需要重新填写，点击【重置】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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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2 新建客户信息界面  

删除：点击行【删除】按钮，删除行客户信息。 

4.1.5 产品管理  

操作介绍：点击左菜单“基本信息”→“产品管理”，出现如图 4-1-

5-1 所示： 

 
图 4-1-5-1 产品管理界面  

查询：在左上角输入产品名称，点击【查询】按钮，可以查询

出对应的产品备案号、商品名称、品牌名称、产品名称、产品状

态。 

新增：点击右上角【新建产品】按钮，出现图 4-1-5-2 所示新

建产品信息界面，选择行业类别、产品名称，根据主体需要输入品

牌名称、商品名称，点击【提交】按钮。如需要重新填写，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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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按钮。 

修改：点击行【修改】按钮，出现图 4-1-5-3 所示修改产品信

息界面，对产品信息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点击【修改】按钮提

交。 

删除：点击行【删除】按钮，删除行产品信息。 

 
图 4-1-5-2 新建产品信息界面  

 

图 4-1-5-3 修改产品信息界面  

产品状态：默认为 ，如产品状态 ，表示

此产品在生产业务中不可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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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作业类别管理  

操作介绍：点击左菜单“基本信息”→“作业类别管理”，出现如图

4-1-6-1 所示： 

 
图 4-1-6-1 作业类别管理界面  

查询：在左上角输入作业名称，点击【查询】按钮，可以查询

出对应的作业类别、作业名称、作业状态。 

新增：点击右上角【新建作业】按钮，出现图 4-1-6-2 所示新

建作业信息界面，选择作业类别、输入作业名称，点击【提交】按

钮。如需要重新填写，点击【重置】按钮。 

 
图 4-1-6-2 新建作业信息界面  

修改：点击行【修改】按钮，出现图 4-1-6-3 所示修改作业信

息界面，对作业信息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点击【修改】按钮提

交。 



江苏省农产品质量追溯平台操作手册 

21 

 

 
图 4-1-6-3 修改作业信息界面  

删除：点击行【删除】按钮，删除行产品信息。 

作业状态：默认为 ，如作业状态 ，表示

此作业状态在生产业务中不可再使用。 

4.1.7 投入品管理  

操作介绍：点击左菜单“基本信息”→“投入品管理”，出现如图 4-

1-7-1 所示： 

 
图 4-1-7-1 投入品管理界面  

查询：在左上角输入投入品名称，点击【查询】按钮，可以查

询出对应的投入品类别、投入品状态。 

新增：点击右上角【新建投入品】按钮，出现图 4-1-7-2 所示

新建投入品信息界面，带“*“为必填项，根据系统提示选择投入品类

别、输入投入品名称、选择计量单位等相关信息，点击【提交】按

钮。如需要重新填写，点击【重置】按钮。 



江苏省农产品质量追溯平台操作手册 

22 

 

 

 
图 4-1-7-2 新建投入品信息界面  

修改：点击行【修改】按钮，出现图 4-1-7-3 所示修改投入品

信息界面，对投入品信息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点击【修改】按

钮提交。 

 
图 4-1-7-3 修改投入品信息界面  

删除：点击行【删除】按钮，删除行投入品信息。 

投入品状态：默认为 ，如投入品状态 ，

表示此投入品在生产业务中不可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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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信息维护  

操作介绍：点击左菜单“基本信息”→“信息维护”，出现如图 4-1-

8-1 所示：  

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填写相应信息，如官方网址、商城网址、监

控视频地址、企业介绍、企业 logo 等，带“*“为必填项。 

 
图 4-1-8-1 信息维护界面  

4.2 生产管理  

操作介绍：点击左菜单“生产管理”，出现如图 4-2-1 所示，可对

生产档案进行查询、增加、修改、删除操作。 

 
图 4-2-1 生产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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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在左上角输入生产批次，可查询此生产批次的生产档案号、

产品名称、种植日期、状态、生产负责人。 

新增：点击右上角【新建生产档案】按钮，出现图 4-2-2 所示

新建生产档案界面，选择负责人、生产日期、农产品名称，自动生

成产品备案号、生产批次号、生产档案号，点击【提交】按钮。如

需要重新填写，点击【重置】按钮。 

 
图 4-2-2 新建生产档案界面  

  农事操作：点击行【农事管理】按钮，出现如图 4-2-3 所示农

事管理界面，对生产的地块信息、农事管理、检测信息、采收信息

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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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3 农事管理界面  

4.2.1 地块信息  

操作介绍：点击图 4-2-3 所示农事管理界面页签【地块信息】，

出现图 4-2-1-1 所示地块信息维护界面，点击右上角按钮【添加生

产地块】维护此生产批次的种植地块、种植地块面积。 

 

图 4-2-1-1 地块信息维护界面  

4.2.2 农事管理 

操作介绍：点击图 4-2-3 所示农事管理界面页签【农事管理】，

出现图 4-2-2-1 所示农事管理界面，点击右上角按钮【新建生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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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增加此生产批次的农事操作，如图 4-2-2-2 所示新建生产作业

界面，选择作业名称、任务时间、是否展示（选择“是”表示在二维

码扫描会显示，选择“否”表示二维码扫描不显示）。 

点击行【修改】、【删除】按钮，可对行记录进行修改和删除操

作。 

 

图 4-2-2-1 农事管理界面  

 

图 4-2-2-2 新建生产作业界面 

点击图 4-2-2-2 所示新建生产作业界面【添加投入品】，出现图

4-2-2-3 所示投入品信息界面，根据实际生产情况，选择投入品名

称、输入投入品用量、是否展示（选择“是”表示在二维码扫描会显

示，选择“否”表示二维码扫描不显示）、对投入品进行描述、上传图

片。 

点击图 4-2-2-3 所示投入品界面右上角【删除投入品】，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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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品信息。 

 

图 4-2-2-3 投入品界面  

4.2.3 检测信息  

操作介绍：点击图 4-2-3 所示农事管理界面页签【检测信息】，

出现图 4-2-3-1 所示检测信息界面。 

 

图 4-2-3-1 检测信息界面  

在图 4-2-3-1 所示点击右上角【新建检测信息】，出现图 4-2-3-

2 所示新建检测信息界面，检测类型、检测结果、农产品名称是系统

默认带出，不可修改，选择检测时间，拍照上传检测报告，点击按钮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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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3-2 新建检测信息界面  

点击图 4-2-3-1 所示行【查看】，可查看该生产批次检测信息详

情，如图 4-2-3-3 所示查看检测信息。 

 
图 4-2-3-3 查看检测信息界面 

4.2.4 采收信息   

操作介绍：点击图 4-2-3 所示农事管理界面页签【采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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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图 4-2-4-1 所示采收信息界面，查看该生产批次的采收批次、采

收时间、采收数量、产品追溯码。 

 

图 4-2-4-1 采收信息界面  

点击图 4-2-4-1 所示右上角【新建采收信息】，出现图 4-2-4-2

所示新建采收信息界面，输入采收数量、选择计量单位、选择采收时

间，其他栏目系统自动带出，不可修改，点击按钮【提交】。 

 

 
图 4-2-4-2 新建采收信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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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打印二维码  

4.3.1 采收批次产品追溯码打印  

操作介绍：点击左菜单“打印二维码”，出现如图 4-3-1-1 所示打

印二维码界面，点击页签【库存打印】，显示所有批次采收的产品，

点击行【打印预览】，出现如图 4-3-1-2 所示打印选择界面。 

 

图 4-3-1-1 打印二维码界面  

选择“打印类型”、“打印尺寸”、“是否套打”、“打印数量”，点击【确

认】按钮，根据选择的类型、尺寸，会出现如图 4-3-1-3 所示产品追

溯标识、图 4-3-1-4 所示追溯凭证、图 4-3-1-5 所示追溯合格证，根

据实际需要点击【打印】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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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1-2 打印选择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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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1-3 追溯标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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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1-4 追溯凭证界面 

 

图 4-3-1-5 产品合格证界面 

4.3.2 销售批次产品追溯码打印  

操作介绍：点击左菜单“打印二维码”，出现如图 4-3-2-1 所示打

印二维码界面，点击页签【销售打印】，显示所有批次销售的产品，

点击行【打印预览】，出现如图 4-3-2-2 所示打印选择界面，选择“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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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类型”、“打印尺寸”、“是否套打”、“打印数量”，点击【确认】按钮，

根据选择的类型、尺寸，会出现如图 4-3-2-3 所示产品追溯标识、图

4-3-2-4 所示追溯凭证、图 4-3-2-5 所示追溯合格证，根据实际需要

点击【打印】按钮。 

 

 

 

图 4-3-2-1 打印二维码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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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2 打印选择界面 

 

 

图 4-3-2-3 追溯标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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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4 追溯凭证界面 

 
图 4-3-2-5 产品合格证界面 

4.4 其他管理 

4.4.1 库存管理  

操作介绍：点击左菜单“其他管理”-“库存管理”，出现如图 4-4-1-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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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1-1 库存管理界面  

点击行按钮【查看】出现图 4-4-1-2 所示查看库存信息界面。 

 
图 4-4-1-2 查看库存信息界面 

点击行按钮【报损】出现图 4-4-1-3 所示报损界面，输入报损

数量、选择报损类型 ，输入损耗原因，点击按钮【提

交】，如需要重新填写，点击按钮【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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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1-3 报损界面  

点击行按钮【删除】出现 ，确定需

要删除，点击按钮【是】，不需要删除，点击按钮【取消】。没有出现

行按钮【删除】，说明此批次农产品已经销售或者进行了报损操作，

不允许删除。 

4.4.2 检测管理   

操作介绍：点击左菜单“其他管理”-“检测管理”，出现如图 4-4-2-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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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2-1 检测管理界面 

点击右上角【新建检测信息】按钮，出现图 4-4-2-2 所示新建

检测信息界面，选择检测类型，检测结果、农产品名称，检测时

间，上传检测报告，点击【提交】按钮。如需要重新填写，点击

【重置】按钮。 

 
图 4-4-2-2 新建检测信息界面  

检测信息与生产批次进行匹配，点击下图 4-4-2-3 所示检测管

理【匹配】按钮，出现图 4-4-2-4 所示选择产品界面，点击【匹

配】完成生产批次与企业检测信息的匹配。 

 

 
图 4-4-2-3 检测管理界面 

 

 
图 4-4-2-4 选择产品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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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采购管理  

操作介绍：点击左菜单“其他管理”-“采购管理”，出现如图 4-4-

3-1 所示采购管理界面。 

对向上游购买的农产品，进行收货确认，点击【确认收货】，如

果需要退换货，点击行按钮【退换货】功能，出现图 4-4-3-2 所示

退换货界面。 

 

 

图 4-4-3-1 采购管理界面   

 
图 4-4-3-2 退换货界面  

4.4.4 销售管理  

操作介绍：点击左菜单“其他管理”-“销售管理”，出现如图 4-4-

4-1 所示销售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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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4-1 销售管理界面  

4.4.4.1 流通销售 

操作介绍：点击图 4-4-4-1 所示右上角【新建销售记录】按

钮，出现图 4-4-4-1-1 所示新建销售记录界面，选择销售类型，一

是流通销售，一是入市销售，如果销售类型选择“流通销售”，输入

销售对象的主体身份码，点击【确认】按钮，出现图 4-4-4-1-2 所

示，点击【选择销售产品】，出现图 4-4-4-1-3 所示，选择要销售的

产品，点击【确认】，出现图 4-4-4-1-4 所示，输入销售数量，点击

【提交】按钮。如需要重新填写，点击【重置】按钮。 

 
图 4-4-4-1-1 新建销售记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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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4-1-2 新建销售记录界面  

 
图 4-4-4-1-3 选择产品界面  

 
图 4-4-4-1-4 新增销售记录界面  

4.4.4.2 入市销售 

操作介绍：图 4-4-4-1 所示新建销售记录界面，销售类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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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市销售”，出现图 4-4-4-2-1 所示新建销售记录界面，输入客户

名称、客户地址、客户姓名、客户电话，点击【提交】按钮。如需

要重新填写，点击【重置】按钮。 

 
图 4-4-4-2-1 新建销售记录界面   

提交成功后，会出现图 4-4-4-2-2 所示销售管理界面，生成一

条有入市销售凭证码的销售记录，可点击行按钮【详情】查看详细

销售信息，如图 4-4-4-2-3 所示查看销售信息界面。 

 

图 4-4-4-2-2 销售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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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4-2-3 查看销售信息界面  

4.4.5 监管记录 

操作介绍：点击左菜单“其他管理”-“监管记录”，如图 4-4-5-1

所示监管记录界面，点击行按钮【查看】，可以查看本生产经营主体

监管记录详情，如图 4-4-5-2 所示监管记录详情界面。 

 
图 4-4-5-1 监管记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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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5-2 监管记录详情界面 

4.4.6 产品抽检 

操作介绍：点击左菜单“其他管理”-“产品抽检”，如图 4-4-6-1

所示产品抽检界面，点击行按钮【查看】，可以查看产品抽检详情，

如图 4-4-6-2 所示产品抽检详情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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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6-1 产品抽检界面 

 

 

图 4-4-6-2 产品抽检详情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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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追溯系统 APP 功能操作 

5.1 系统注册 

操作介绍：点击 APP 追溯系统，出现如图 5-1-1 所示用户登录

界面，点击【新用户注册】，出现图 5-1-2 所示用户注册界面，输入

相关信息，带“*”为必填项，点击【提交】，审核。 

   
图 5-1-1 用户登录界面                           图 5-1-2 用户注册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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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系统登录  

操作介绍：点击 APP 追溯系统，在图 5-1-1 所示用户登录界面

输入审核通过的用户名、密码，点击【立即登录】，出现图 5-2-1 所

示首页界面。 

  
 

图 5-1-1 用户登录界面                  图 5-2-1 追溯系统首页界面 
 

5.3 企业基础信息维护  

操作介绍：点击图 5-2-1 所示右下角【管理】，出现图 5-3-1 所

示管理中心，点击功能菜单【地块管理】、【产品管理】、【作业类别

管理】、【投入品管理】、【人员管理】、【信息维护管理】等信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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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图 5-3-2 所示界面，点击右上角【新增】，增加相应的基本信

息，删除点击每一行删除图标【 】。 

   
图 5-3-1 管理中心界面                       图 5-3-2 地块管理界面 

 

5.4 生产管理  

操作介绍：点击图 5-2-1 所示【生产管理】，出现图 5-4-1 所示

生产管理界面，点击右上角【新增】，出现图 5-4-2 所示添加生产记

录界面，选择“负责人“、”时间“、”农产品“，自动生成“生产档案

号”，点击【提交】，需要重新填写，点击【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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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1 生产管理界面                     图 5-4-2 添加生产记录界面  

点击图 5-4-1 所示【生产管理】列表中每一行记录，出现图 5-

4-3 所示生产记录界面，点击【生产地块】页签，出现图 5-4-4 生

产地块界面，点击按钮【添加】，填写农产品生产地块信息，删除点

击每一行删除图标【 】。 

点击图 5-4-3 所示【农事管理】页签，出现图 5-4-5 农事管理

界面，点击按钮【添加】，填写日常农事操作，删除点击每一行删除

图标【 】。 

点击图 5-4-3 所示【检测信息】页签，出现图 5-4-6 检测信息

界面，点击【添加】，填写检测信息，删除点击每一行删除图标

【 】。 

点击图 5-4-3 所示【采收信息】页签，出现图 5-4-7 采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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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点击【添加】，填写采收信息，删除点击每一行删除图标

【 】。 

  

图 5-4-3 生产记录界面                   图 5-4-4 生产地块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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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5 农事管理界面                      图 5-4-6 检测信息界面  

 
图 5-4-7 采收信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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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检测管理  

操作介绍：点击图 5-2-1 所示【检测管理】，出现图 5-5-1 所示

检测管理界面，点击右上角【新增】，出现图 5-5-2 所示添加检测记

录，选择“农产品“、”检测类型“、”检测结果“，”检测时间“，拍照上

传”检测报告“，点击【提交】，需要重新填写，点击【重置】。 

  
图 5-5-1 检测管理界面                          图 5-5-2 添加检测记录界面   

 

检测记录与产品生产批次进行匹配，点击图 5-5-1 所示检测管

理未匹配行的【匹配】按钮，与对应产品生产批次进行匹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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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追溯批次 

操作介绍：点击图 5-2-1 所示【追溯批次】，出现图 5-6-1 所示

追溯批次列表界面，点击右上角【新增】，出现图 5-6-2 所示新建批

次界面，选择“批次来源“，来源一”自产“，来源二”收购“，如选择”自

产“，选择生产档案号、输入数量、选择计量单位、选择采收时间，

点击【提交】按钮。如需要重新填写，点击【重置】按钮。 

  
         图 5-6-1 追溯批次界面                          图 5-6-2 新建批次界面  

如果批次来源选择“自产”，出现图 5-6-3 所示新建批次界面，

选择生产档案号、输入数量、选择计量单位、选择采收时间，点击

【提交】按钮。如需要重新填写，点击【重置】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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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3 新建批次界面  

如果批次来源选择“收购”，出现图 5-6-4 所示新建批次界面，

选择农产品类型、农产品名称、输入数量、选择计量单位、选择检

测结果、检测类别，点击【提交】按钮。如需要重新填写，点击

【重置】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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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4 新建批次界面  

5.7 销售管理  

操作介绍：点击图 5-2-1 所示【管理管理】，出现图 5-7-1 所示

销售记录界面，点击每一行记录，可以查看销售详情，如图 5-7-2

所示详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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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1 销售记录界面                      图 5-7-2 详情界面 

点击图 5-7-1 所示销售记录右上角【新增】，出现图 5-7-3 所示

新增销售界面，选择销售类型，一是流通销售，一是入市销售，如

果销售类型选择“流通销售”，输入销售对象的主体身份码，点击

【获取信息】按钮，出现图 5-7-4 所示新增销售界面，选择客户，

确认后，出现图 5-7-5 所示新增销售界面，点击【下一步】，出现图

5-7-6 所示选择产品界面，选择要销售的产品，输入销售数量，点

击【确定】按钮，出现图 5-7-7 所示销售记录列表，系统生成一条

没有追溯码的“待确认”销售记录；待采购方在系统中确认收货后，

系统会自动生成产品追溯码如图 5-7-8 所示，供产品追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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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3 新增销售界面                          图 5-7-4 新增销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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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5 新增销售界面                         图 5-7-6 选择产品界面  

  

 图 5-7-7 销售记录界面                       图 5-7-8 销售记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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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类型选择“入市销售”，出现图 5-7-9 所示新建销售记录界

面，输入客户名称、客户地址、客户姓名、客户电话，点击【下一

步】，出现图 5-7-10 所示选择产品界面，输入产品销售数量，点击

【确定】按钮。 

  
图 5-7-9 销售记录界面                      图 5-7-10 销售记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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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采购管理  

操作介绍：点击图 5-2-1 所示【采购管理】，出现图 5-8-1 所示

采购管理界面 

对向上游购买的农产品，进行收货确认，点击按钮【确认收

货】，确认后，上游销售主体才能形成流通环节的产品追溯码。 

 
图 5-8-1 采购管理界面   

5.9 追溯台账  

操作介绍：点击图 5-2-1 所示【追溯台账】，出现图 5-9-1 所示

追溯台账界面 

对于采购和销售的农产品，可以通过追溯台账进行追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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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5-9-2 所示详情界面。 

 

  

图 5-9-1 追溯台账界面                          图 5-9-2 详情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