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农商银行批量业务加密工具使用指南

一、 客户须知

尊敬的客户，欢迎使用我行批量业务加密工具。为进一步保障您的资金安全，

提高服务质量，我行推出了客户端加密工具，此工具用于批量开户或代收代付业

务的电子数据加密。该工具通过友好的人机界面以及有效的监督流程来实现客户

对批量业务数据的加密，有效避免了数据源被篡改而导致的资金划转风险，为广

大客户提供更加安全高效的金融服务。

二、 批量业务文件制作要求

(一) 批量文件模板存放位置

批量文件模板存放：CDRCB-TOOL\example\01-标准模板、02-批量签约（解

约）模板等。

批量代发、批量开户和批量代扣业务均需选择标准模板；其他业务根据实际

情况选择文件模板。

(二) 批量文件格式要求：

我行系统将对电子加密数据源文件的规范性进行合法校验。

(三) 批量文件标准模板的填写要求：

1、若为批量开户业务，则账号列内容不填写，其余列内容需填写完整；若为批

量代发代扣业务，则账号、户名、代发金额列内容必填，其余列内容可不填

写。

2、请按照模板内容顺序填写，请勿自行变更表格的字段顺序、格式和添加空格。

3、各字段填写要求具体如下：

表 1. 填写要求

字段 录入规则 格式要求

账号

1.账户性质第一位为 0、5，则中间两位只能为 0D，

最后一位只能为 0，交易金额不能小于 0；

2.账户性质第一位为 8，则中间两位只能为 0D，

最后一位只能为 0，交易金额必须大于等于 50；

文本



3.账户性质第一位为 1、3，则中间两位不能为 0D，

最后一位可以为 0 或者 2，交易金额必须大于等于

50。

户名 必输，不超过 60 个字符 文本

代发金额

1.账户性质第一位为 0、5，则中间两位只能为 0D，

最后一位只能为 0，交易金额不能小于 0；

2.账户性质第一位为 8，则中间两位只能为 0D，

最后一位只能为 0，交易金额必须大于等于 50；

3.账户性质第一位为 1、3，则中间两位不能为 0D，

最后一位可以为 0 或者 2，交易金额必须大于等于

50。

文本

证件类型 开户时为必输，详见附表 3 文本

证件编号
1.开户时为必输，且长度必须为 18 位；

2.若末位为字母时，必须为大写“X”。
文本

证件有效期
开户时为必输，且长度为 8位且符合 yyyymmdd 格

式
文本

发证机关 开户时为必输，不超过 60 个字符 文本

出生日期
开户时为必输，且长度为 8位且符合 yyyymmdd 格

式
文本

性别 开户时为必输，输入代码值：2-男，3-女 文本

国籍 开户时为必输，必须为“156” 文本

地址 开户时为必输，不超过 60 个字符 文本

职业一级分类开户时为必输，根据下拉框进行选择，详见附表 1 文本

职业二级分类
开户时为必输，在一级分类基础上选择二级分类，

详见附表 1
文本

电话 开户时为必输，必须输入 7-12 位数字 文本

民族
开户时为必输，必须为 00-57 的 2 位字符，详见

附表 2
文本

现住址 开户时为必输，不超过 60 个字符 文本

账户性质

开户时为必输，必须输入 4位数字：

1.第一位为账户介质（0-活期一本通，1-定期一

本通，3- 定期存单，5-批量开卡，8-定活两便）；

2.中间两位为账户存期（1M-一个月，1Y-一年，

2Y-二年，3M-三个月，3Y-三年，5Y-五年，6M-六

个月，0D-活期）；

3.最后一位为是否转存（0-不转存，2-本息转

存 ）。

文本

三、 加密工具登陆

(一) 加密工具安装



1、请使用最新版加密工具进行文件加密。批量业务加密工具安装时只需要将整

个“CDRCB 代发加密工具”压缩包拷贝到硬盘并解压到任意位置即可。解压

后，双击运行“CDRCB-TOOL\CDRCB 批量加密工具.exe”（图标如下）。

2、双击该图标之后，会进入登录界面（如下图）。首次使用时需设置登录密码。

密码长度必须为 6位，且不能全是数字。

3、设置登录密码完成之后，再次登录时会要求输入登录密码（见下图）。若登

录密码遗忘，请联系我行工作人员。

(二) 加密工具操作界面

正确输入密码之后，会进入到加密工具的操作界面（见下图）。



(三) 加密工具登录密码修改

点击左上角"文件>>密码修改"，密码长度必须为 6位且不能全部为数字，新

旧密码不能相同。

(四) 加密工具帮助信息

点击左上角"帮助>>帮助"，可以查看《成都农商银行批量工具帮助信息》。



四、 企业账户维护

(一) 新增账号

首次使用账户进行批量业务操作时需先新增账号信息。选择"企业账户维护"，

输入企业账号（账号长度必须为 16 位、21 位的客户账号或者 22 位、24 位的代

发签约内部账号）和账号名称，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新增"按钮，添加账号成

功。需注意，若为内部账户的批量业务，企业账号则需输入内部账的账号。

新增账号成功界面：



(二) 删除账号信息

选择"企业账户维护"，选中已添加的企业账号，点击"删除"按钮，删除账号

成功。

(三) 修改账号信息



选择"企业账户维护"，选中已添加的企业账号，点击"修改"按钮，修改账号

成功。

(四) 重置。恢复界面按钮默认属性与值。

(五) 导入 Excel

导入 Excel 可用于批量导入企业账号和账户名称。导入模板存放位置：

CDRCB-TOOL\example\CDRCB-ACCOUNT。



导入结果：

(六) 导出 Excel。

导出 Excel 可用于批量导出企业账号和账户名称。选择导出文件位置：例如

CDRCB-TOOL\example\CDRCB-ACCOUNT-YYYYMMDD。



导出结果：

五、 批量文件加密

(一) 批量文件导入

点击"批量文件加密>>批量文件导入"，选择已制作的批量文件，例如："

CDRCB-TOOL\example\标准模板"



(二) 批量文件导入成功

(三) 批量文件导入失败



(四) 查看导入失败信息

查看批量文件导入失败日志文件：

“CDRCB-TOOL\log\CDRCB_20201114_error.txt”

查看失败信息：

注意：

1、若使用加密工具时，错误信息提示的错误行无数据的，请将错误行删除；

2、若使用加密工具时耗时过长，请将源文件放在本地硬盘进行加密操作；

3、加密时，系统可能弹出错误提示并在源文件所在目录下生成报错文件（文件

名为以“错”开头的文件）：“非法文件内容，(AB) 非法用户名”表示源

文件中 Excel 表格的第 A行，第 B列处内容出错，请用户根据错误信息提示

修改后再次加密。

(五) 生成加密文件



选择“企业账号”，输入“支付密码”（16 位或者 6位）和“日期”。点

击“生成加密文件”，系统提示选择保存文件目录。

注意：

1、加密文件时，支付密码字段左右空格均需输入，系统会校验左右输入的密码

是否一致；内部账代发时需输入客户代发签约时设置的六位数密码；客户账

代发时需输入支付密码器计算的密码；

2、代发代扣业务在计算支付密码时，凭证种类选择其他，凭证号码输入笔数，

金额输入交易总金额（不含手续费）；

3、加密文件名可以修改，但不能包含中文等特殊字符。加密文件名称不能重复；

4、加密文件大小需控制在 3M 以内，超过 3M 需分批制作加密文件。

生成加密文件成功：



六、 移交加密文件

在文件夹中找到新生成的加密文件，将文件交我行工作人员进行后续处理。

生成的加密文件复制到移动存储设备时，请保存在移动存储设备的根目录下。

七、 温馨提示

请妥善保管您的加密证书、加密工具、支付密码器及密码，避免因保管不善

可能造成的资金风险。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有任何疑问，请拨打我行 24 小时客

户服务热线：4006028666，028-95392。

八、 附表

附表 1. 职业一、二级分类对应关系表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10000 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群众团体

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10100 中国共产党机关负责人

10200 国家机关负责人

10300 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负责人

10400 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社会组织及

其他成员组织负责人

10500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负责人

10600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20000 专业技术人员

20100 科学研究人员

20200 工程技术人员

20300 农业技术人员



20400 飞机和船舶技术人员

20500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20600 经济和金融专业人员

20700 法律、社会和宗教专业人员

20800 教学人员

20900 文学艺术、体育专业人员

21000 新闻出版、文化专业人员

30000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30100 办事人员

30200 安全和消防人员

40000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40100 批发与零售服务人员

4020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服务人员

40300 住宿和餐饮服务人员

40400 信息运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人

员

40500 金融服务人员

40600 房地产服务人员

407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人员

40800 技术辅助服务人员

4090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服务人

员

41000 居民服务人员

41100 电力、燃气及水供应服务人员

41200 修理及制作服务人员

41300 文化、体育及娱乐服务人员

41400 健康服务人员

50000 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

员

50100 农业生产人员

50200 林业生产人员

50300 畜牧业生产人员

50400 渔业生产人员

50500 农林牧渔生产辅助人员

60000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60100 农副产品加工人员

60200 食品、饮料生产加工人员

60300 烟草及其制品加工人员

60400 纺织、针织、印染人员

60500 纺织品、服装和皮革、毛皮制品加

工制作人员

60600 木材加工、家具与木制品制作人员

60700 纸及纸制品生产加工人员

60800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人员

60900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作

人员

61000 石油加工和炼焦、煤化工制作人员



611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人员

61200 医药制造人员

61300 化学纤维制造人员

61400 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人员

61500 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人员

61600 采矿人员

61700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人员

61800 机械制造基础加工人员

61900 金属制品制造人员

62000 通用设备制造人员

62100 专用设备制造人员

62200 汽车制造人员

62300 铁路、船舶、航空设备制造人员

62400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人员

62500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人员

62600 仪器仪表制造人员

62700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人员

62800 电力、热力、气体、水生产和输配

人员

62900 建筑施工人员

63000 运输设备和通用工程机械操作人员

及有关人员

63100 生产辅助人员

70000 军人 700001 军人

99999 处于失业无业或离退休人员

999991 失业或无业

999992 离退休

999993 学生

附表 2. 民族对应关系表

00 未知 01 汉族 02
蒙古

族
03 回族 04 藏族 05

维吾

尔族

06 苗族 07 彝族 08 壮族 09
布依

族
10

朝鲜

族
11 满族

12 侗族 13 瑶族 14 白族 15
土家

族
16

哈尼

族
17

哈萨

克族

18 傣族 19 黎族 20
傈僳

族
21 佤族 22 畲族 23

高山

族

24
拉祜

族
25 水族 26

东乡

族
27

纳西

族
28

景颇

族
29

柯尔

克孜

族



30 土族 31
达斡

尔族
32

仫佬

族
33 羌族 34

布朗

族
35

撒拉

族

36
毛南

族
37

仡佬

族
38

锡伯

族
39

阿昌

族
40

普米

族
41

塔吉

克族

42 怒族 43

乌孜

别克

族

44
俄罗

斯族
45

鄂温

克族
46

德昂

族
47

保安

族

48
裕固

族
49 京族 50

塔塔

尔族
51

独龙

族
52

鄂伦

春族
53

门巴

族

54
门巴

族
55

珞巴

族
56

基诺

族
57 其它

附表 3. 证件类型代码表（目前仅支持以下类型）

证件类型 类型名称

110001 居民身份证

110003 临时居民身份证

110005 户口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