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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以下简称“民政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民政部信息中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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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证照 婚姻登记证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婚姻登记证电子证照的证照类型要求、证照信息项要求、编目要求、样式要求及管理

与应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婚姻登记证电子证照的生成、处理、共享交换和归档等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260-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7408-2005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GB 11643-1999 公民身份号码

GB/T 27766-2011 二维条码 网格矩阵码

GB 32100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GB/T 33190-2016 电子文件存储与交换格式 版式文档

GB/T 33481-2018 党政机关电子印章应用规范

GB/T 35275-2017 信息安全技术 SM2密码算法加密签名消息语法规范

GB/T 36901-2018 电子证照 总体技术架构

GB/T 36902-2018 电子证照 目录信息规范

GB/T 36903-2018 电子证照 元数据规范

GB/T 36904-2018 电子证照 标识规范

GB/T 36905-2018 电子证照 文件技术要求

GB/T 36906-2018 电子证照 共享服务接口规范

GB/T 38540-2020 信息安全技术 安全电子签章密码技术规范

MZ/T 082-2017 婚姻登记术语

ZWFW C 0123-2018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 证照类型代码及目录信息

ISO 3166 国家和所属地区名称代码

3 术语和定义

GB/T 36901-2018、MZ/T 082-20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证照加注件 certificate copy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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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办理相关事项，在电子证照原件基础上附加用途、有效期限等声明信息并由制作人签署而产生的

电子证照文件。

注：引用GB/T 36901-2018电子证照 总体技术架构

3.2

脱敏件 certificate hiding file

将证照信息的全部或部分做脱敏处理后，按照电子证照文件原件要求重新制作形成的文件。

3.3

脱敏加注件 certificate hiding copy file

在脱敏件基础上加注形成的文件。

4 证照类型要求

婚姻登记证分为结婚证和离婚证二类。根据GB/T 36902-2018中第7章及ZWFW C 0123-2018的相关要

求，上述二类登记证的证照定义机构是民政部，证照类型信息由民政部统一固定赋值及管理，见表1、

表2。

表 1 结婚证证照类型信息取值

序号 名称 短名 取值

1 证照类型名称 ZZLXMC 固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结婚证”

2 证照类型代码 ZZLXDM 固定为“111000000000131433001”

3 证照定义机构 ZZDYJG 固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4 证照定义机构代码 ZZDYJGDM 固定为“111000000000131433”

5 证照定义机构级别 ZZDYJGJB 固定为“国家级”

6 关联事项名称 GLSXMC 固定为“内地居民婚姻登记”或“涉外、涉港澳台、涉华侨婚姻登记”

7 关联事项代码 GLSXDM 固定为“000711003000”或“000711001000”

8 持证主体类别 CZZTLB 固定为“自然人”

9 有效期限范围 YXQXFW 固定为“长期”

10 证照颁发机构级别 ZZBFJGJB 固定为“省级^市级^县级^乡镇”

表 2 离婚证证照类型信息取值

序号 名称 短名 取值

1 证照类型名称 ZZLXMC 固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离婚证”

2 证照类型代码 ZZLXDM 固定为“111000000000131433002”

3 证照定义机构 ZZDYJG 固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4 证照定义机构代码 ZZDYJGDM 固定为“111000000000131433”

5 证照定义机构级别 ZZDYJGJB 固定为“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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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联事项名称 GLSXMC 固定为“内地居民婚姻登记”或“涉外、涉港澳台、涉华侨婚姻登记”

7 关联事项代码 GLSXDM 固定为“000711003000”或“000711001000”

8 持证主体类别 CZZTLB 固定为“自然人”

9 有效期限范围 YXQXFW 固定为“长期”

10 证照颁发机构级别 ZZBFJGJB 固定为“省级^市级^县级^乡镇”

5 证照信息项要求

5.1 信息模型

婚姻登记证的信息包括基础信息、业务信息、其他信息、关联信息和加注信息等，其信息模型见图

1。

图 1 婚姻登记证信息模型

5.2 基础信息

5.2.1 证照名称

中文名称：证照名称；

定 义：依据国家或行业相关规定而确定的证照名称，通常与所属证照的类型名称相同；

英文名称：certificateName；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按照不同类别，可取值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结婚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离婚证”；

短 名：ZZMC；

约 束：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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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结婚证。

5.2.2 证照类型代码

中文名称：证照类型代码；

定 义：证照类型的代码，便于被引用或精确统计；

英文名称：certificateTypeCode；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按照不同类别，可取值为“111000000000131433001”或“111000000000131433002”，

与证照名称一一对应；

短 名：ZZLXDM；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111000000000131433001。

5.2.3 证照编号

中文名称：证照编号；

定 义：证照颁发机构按照一定规则为该证照赋予的编号；

英文名称：certificateNumber；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编码规则见附录A.1；

短 名：ZZBH；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J330302-2019-000001-1。

5.2.4 电子证照标识

中文名称：电子证照标识；

定 义：由电子证照系统自动生成的唯一标识；

英文名称：electronicalCertificateId；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按照GB/T 36904-2018定义的规则生成，见附录A.2；

短 名：DZZZBZ；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1.2.156.3005.2******。

5.2.5 登记机关

中文名称：登记机关；

定 义：依法履行婚姻登记管理职能的组织的名称，包括婚姻登记机构、婚姻登记处、依法履行

婚姻登记管理职能的组织；

英文名称：registrationOffice；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自由文本；

短 名：DJJG；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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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登记日期

中文名称：登记日期；

定 义：婚姻登记日期；

英文名称：registrationDate；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见GB/T 7408-2005，格式化显示时，用阿拉伯数字将年、月、日标全，月、日不标虚位；

短 名：DJRQ；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2019年4月15日。

5.2.7 登记时间

中文名称：登记时间；

定 义：婚姻登记时间；

英文名称：registrationTime；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见GB/T 7408-2005，格式化显示时，用阿拉伯数字将时、分、秒标全，分、秒不标虚位；

短 名：DJSJ；

约 束：可选；

取值示例：8时30分30秒。

5.2.8 登记机关代码

中文名称：登记机关代码；

定 义：登记机关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英文名称：registrationOfficeCode；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C18；

短 名：DJJGDM；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110**********3458M。

5.3 业务信息

5.3.1 证字号

中文名称：证字号；

定 义：办理婚姻登记（结婚、离婚）时由婚姻登记机关赋予的字号，与实体版本一致；

英文名称：marriageCertificateNo；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结婚证字号编码规则见附录A.3，离婚证字号编码规则见附录A.4；

短 名：ZZH；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J330302-2019-000001、L330302-2022-000001。

5.3.2 男方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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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男方姓名；

定 义：婚姻登记男方当事人姓名；

英文名称：manName；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自由文本；

短 名：NFXM；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张三。

5.3.3 男方国籍

中文名称：男方国籍；

定 义：婚姻登记男方当事人国籍；

英文名称：manNationality；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见ISO 3166；

短 名：NFGJ；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中国。

5.3.4 男方国籍代码

中文名称：男方国籍代码；

定 义：婚姻登记男方当事人国籍代码；

英文名称：manNationalityCode；

数据类型：数值型；

值 域：见GB/T 2659；

短 名：NFGJDM；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156。

5.3.5 男方出生日期

中文名称：男方出生日期；

定 义：婚姻登记男方当事人出生日期；

英文名称：manDateOfBirth；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见GB/T 7408-2005，格式化显示时，用阿拉伯数字将年、月、日标全，月、日不标虚位；

短 名：NFCSRQ；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1987年1月1日。

5.3.6 男方身份证件类型

中文名称：男方身份证件类型；

定 义：婚姻登记男方当事人身份证件类型的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manId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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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见GB/T 36903-2018的附录A；

短 名：NFSFZJLX；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公民身份号码、普通护照护照号。

5.3.7 男方身份证件号

中文名称：男方身份证件号；

定 义：婚姻登记男方当事人身份证件号；

英文名称：manIdNo；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自由文本；

短 名：NFSFZJH；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440524********0014、43*****11。

5.3.8 女方姓名

中文名称：女方姓名；

定 义：婚姻登记女方当事人姓名；

英文名称：womanName；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自由文本；

短 名：NVFXM；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李四。

5.3.9 女方国籍

中文名称：女方国籍；

定 义：婚姻登记女方当事人国籍；

英文名称：womanNationality；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见ISO 3166；

短 名：NVFGJ；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中国。

5.3.10 女方国籍代码

中文名称：女方国籍代码；

定 义：婚姻登记女方当事人国籍代码；

英文名称：womanNationalityCode；

数据类型：数值型；

值 域：见GB/T 2659；

短 名：NVFGJ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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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156。

5.3.11 女方出生日期

中文名称：女方出生日期；

定 义：婚姻登记女方当事人出生日期；

英文名称：womanDateOfBirth；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见GB/T 7408-2005，格式化显示时，用阿拉伯数字将年、月、日标全，月、日不标虚位；

短 名：NVFCSRQ；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1989年12月31日。

5.3.12 女方身份证件类型

中文名称：女方身份证件类型；

定 义：婚姻登记女方当事人身份证件类型的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womanIdType；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见GB/T 36903-2018的附录A；

短 名：NVFSFZJLX；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公民身份号码、普通护照护照号。

5.3.13 女方身份证件号

中文名称：女方身份证件号；

定 义：婚姻登记女方当事人身份证件号；

英文名称：womanIdNo；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自由文本；

短 名：NVFSFZJH；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110105********002X、43*****10。

5.3.14 证件照片

中文名称：证件照片；

定 义：结婚证时为夫妻双方免冠合照，尺寸53mm×35mm，离婚证时为持证人免冠照片，尺寸为

35mm×53mm，分辨率应满足200dpi要求；

英文名称：certificatePhoto；

数据类型：二进制；

值 域：BY-JPEG；

短 名：ZJZP；

约 束：可选。

5.3.15 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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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持证人；

定 义：持证人姓名；

英文名称：holderName；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自由文本；

短 名：CZR；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张三。

5.3.16 备注

中文名称：备注；

定 义：该证照的备注信息（应与实体版本相对应）；

英文名称：remarks；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自由文本；

短 名：BZ；

约 束：可选；

取值示例：“婚姻证遗失，补发此证。YYYY年MM月DD日”。

注 1：结婚证主要是备注离婚登记、补领婚姻登记证、撤销婚姻、无效婚姻、作废婚姻登记证等信息标注内容，并

应统一在结婚证上加以说明，电子证照库内结婚证电子证照做状态变更。

注 2：离婚证主要是备注补领婚姻登记证等信息标注内容，并应统一在离婚证上加以说明。

5.3.17 婚姻登记员

中文名称：婚姻登记员；

定 义：依法为当事人办理婚姻登记手续的婚姻登记机关工作人员的姓名；

英文名称：maritalRegistrationClerk；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自由文本；

短 名：HYDJY；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王五。

5.3.18 婚姻登记员代码

中文名称：婚姻登记员代码；

定 义：婚姻登记机关婚姻登记员代码，取值为婚姻登记员公民身份号码；

英文名称：maritalRegistrationClerkId；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见GB 11643-1999；

短 名：HYDJYDM；

约 束：可选；

取值示例：110101********2151。

5.4 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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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二维条码

中文名称：二维条码；

定 义：该证照的二维条码为查询二维条码，编码的内容应包含“证照类型代码”“证照编号”

“证照标识”“持证人”和“结婚证字号”或“离婚证字号”等基础元数据内容；

英文名称：twoDimensinalBarcode；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BY-JPEG，图片转换后的字节数组；

短 名：EWTM；

约 束：可选。

5.4.2 印制号

中文名称：印制号；

定 义：各类婚姻登记证对应的实体版本上的印制号，如实现婚姻登记证电子证照与纸质婚姻登

记证的对应关联；

英文名称：printingNo；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自由文本；

短 名：YZH；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01*****994。

5.5 关联信息

5.5.1 证照编号

中文名称：证照编号；

定 义：关联的婚姻登记证的证照编号；

英文名称：marriageCertificateNumber；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编码规则见附录A.1；

短 名：JHZZZBH；

约 束：可选；

取值示例：J330302-2019-000001-1、L330302-2019-000002-1。

5.5.2 证照标识

中文名称：证照标识；

定 义：关联的婚姻登记证电子证照标识；

英文名称：marriageElectronicalCertificateId；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编码规则见附录A.2；

短 名：JHZDZZZBZ；

约 束：可选；

取值示例：1.2.156.3005.2******。

5.5.3 证字号



MZ/T 002—2022

11

中文名称：证字号；

定 义：关联的婚姻登记证的证字号；

英文名称：marriageCertificateNo；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编码规则见附录A.3；

短 名：JHZZH；

约 束：可选；

取值示例：J330302-2019-000001。

5.6 加注信息

5.6.1 加注件制作者

中文名称：加注件制作者；

定 义：制作婚姻登记证电子证照加注件的自然人或机构的名称；

英文名称：certificateCopyCreator；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加注件制作单位的全称或规范性简称；

短 名：JZJZZZ；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5.6.2 加注件制作事由

中文名称：加注件制作事由；

定 义：制作婚姻登记证电子证照加注件的原因，如办理的事项名称等，一般同步显示在水印内

容中；

英文名称：certificateCopyCause；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自由文本，如行政服务事项申请或其他内容；

短 名：JZJZZSY；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办理离婚登记。

5.6.3 加注件制作日期

中文名称：加注件制作日期；

定 义：制作婚姻登记证电子证照加注件的日期，一般同步显示在水印内容中；

英文名称：certificateCopyCreationDate；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见GB/T 7408-2005，格式化显示时，用阿拉伯数字将年、月、日标全，月、日不标虚位；

短 名：JZJZZSJ；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2022年12月1日。

5.6.4 加注件有效截止日期

中文名称：加注件有效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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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义：制作婚姻登记证电子证照加注件的有效期截止时间，一般同步显示在水印内容中；

英文名称：certificateCopyExpiringDate；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见GB/T 7408-2005，格式化显示时，用阿拉伯数字将年、月、日标全，月、日不标虚位；

短 名：JZJYXJZRQ；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2022年12月31日。

5.6.5 使用方名称

中文名称：使用方名称；

定 义：使用婚姻登记证电子证照加注件的单位；

英文名称：userName；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自由文本；

短 名：SYFMC；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5.6.6 使用方代码

中文名称：使用方代码；

定 义：使用婚姻登记证电子证照加注件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英文名称：userCode；
数据类型：C18；

值 域：自由文本；

短 名：SYFDM；

约 束：可选；

取值示例：110**********3458M。

6 编目要求

按照GB/T 36902-2018，民政部向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提交婚姻登记证的证照目录时，应按照电子证

照国家标准编制证照目录。

证照目录中的数据项应包括证照名称、证照类型代码、证照编号、证照标识、证照颁发机构、证照

颁发日期、持证主体、持证主体代码、持证主体代码类型等。其中，有关婚姻登记证证照类型信息已在

第4章中规定。其他与具体证照相关的各信息项的短名、固定值或对应信息项，见表3。

表 3 婚姻登记证的编目规则

GB/T 36903—2018规定的指标项 本文件规定的指标项

元数据名称 元数据短名 固定值或对应信息项 约束

证照名称 ZZMC 取值于5.2.1 “证照名称”项 必选

证照类型代码 ZZLXDM 取值于5.2.2 “证照类型代码”项 必选

证照编号 ZZBH 取值于5.2.3 “证照编号”项 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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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照标识 ZZBZ 取值于5.2.4 “电子证照标识”项 必选

证照颁发机构 ZZBFJG 取值于5.2.5 “登记机关”项 必选

证照颁发日期 ZZBFRQ 取值于5.2.6 “登记日期”项 必选

持证主体 CZZT 取值于5.3.15 “持证人”项 必选

持证主体代码 CZZTDM
取值于5.3.7 “男方身份证件号”或5.3.13 “女方身份证件号”项，根

据持证主体确定。
必选

持证主体代码类型 CZZTDMLX
取值于5.3.6 “男方身份证件类型”或5.3.12 “女方身份证件类型”项，

根据持证主体确定。
必选

其他元数据按照本文件第5章所规定信息项缩写名之前增加“KZ_”前缀确定

7 样式要求

7.1 结婚证样式要求

7.1.1 样式示意图

结婚证尺寸为标准A4（210mm×297mm），结婚证空白式样示例见图2。结婚证中各要素的定位关系

示例和各填充区域范围示例见图3。



MZ/T 002—2022

14

图 2 结婚证空白样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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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结婚证中各要素定位关系示例和各填充区域范围示例

7.1.2 记载事项要求

7.1.2.1 结婚证标题

结婚证标题固定为“结婚证”，名称宽度应为60mm，在页面中水平居中显示，上侧边缘距离页面上

边缘45mm，左侧距离页面左边缘75mm；字型为宋体，字号为34pt，颜色为玫红色（颜色值#ba8e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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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2 事项名称

结婚证记载的事项应包括：

a) 持证人；

b) 登记日期；

c) 结婚证字号；

d) 备注；

e) 男方姓名；

f) 男方国籍；

g) 男方出生日期；

h) 男方身份证件号；

i) 女方姓名；

j) 女方国籍；

k) 女方出生日期；

l) 女方身份证件号；

m) 登记机关；

n) 婚姻登记员。

7.1.2.3 记载事项样式

事项名称分为二列，每个事项名称宽度应为30mm，不折行、左对齐。

“持证人”“登记日期”“结婚证字号”“备注”“男方姓名”“男方国籍”“男方出生日期”“男

方身份证件号”在左侧；“女方姓名”“女方国籍”“女方出生日期”“女方身份证件号”在右侧，分

别与“男方姓名”“男方国籍”“男方出生日期”“男方身份证件号”水平方向上左对齐。

左侧事项名称左侧边缘距离结婚证页面左边缘16mm，右侧事项名称左侧边缘距离结婚证页面左边缘

110mm。

“持证人”上侧边缘距离结婚证页面上边缘76mm，“男方姓名”上侧边缘距离结婚证页面上边缘

167mm。

“持证人”“登记日期”“结婚证字号”“备注” 行间距为11mm，字型为宋体，字号为14pt，颜

色为玫红色（色值#ba8ea2）。其余各行（分隔线第二部分）行间隔为8mm；字型为宋体，字号为12pt，

颜色为玫红色（色值#ba8ea2）。

“登记机关”“婚姻登记员”居于第2列，行间距为12mm，字型为宋体，字号为14pt，颜色为玫红

色（色值#ba8ea2）。

各事项内容左侧边缘距离同区域事项名称最右侧边缘4mm，与事项名称垂直方向上水平居中对齐，

左侧对齐，宽度不得超过50mm，字型为宋体，事项内容颜色为黑色（色值#000000）。

“备注”的内容见5.3.16，可折行显示，最多不超过2行，事项内容宽度不超过28个字符或不超过

144mm。

可根据实际情况在页面中水平居中显示“本婚姻登记信息不完全表示当事人目前的婚姻状况，仅供

参考”。该说明左边缘距结婚证左边缘37mm，上侧边缘距离页面上边缘278mm，下侧边缘距离页面下边

缘14mm，字号为14pt，颜色为玫红色（色值#ba8ea2）。

7.1.2.4 证件照片

结婚双方的近期半身免冠照片，尺寸为53mm×35mm，上侧边缘距离结婚证页面上边缘76mm，左侧边

缘距离结婚证页面左边缘125mm。

7.1.2.5 分隔线

分隔线为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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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备注内容下面和男方姓名上面，分隔线尺寸178mm×0.1mm，左侧边缘距离结婚证页面

左边缘16mm，上边缘距离结婚证页面上边缘156mm，分隔线为虚线，颜色为玫红色（色值

#ba8ea2）透明度60%；

——第二条：男方身份证件号下面，分隔线尺寸178mm×0.1mm，左侧边缘距离结婚证页面左边缘

16mm，上边缘距离结婚证页面上边缘218mm，分隔线为虚线，颜色为玫红色（色值#ba8ea2）

透明度60%。

7.1.2.6 二维条码

二维条码的码制应符合GB/T 27766—2011。编码前的内容取值于5.4.1，编码后的图形内容中不包

含说明文字。编码后的图像应使用黑白二值图表示，并使用支持数据压缩的图像格式。

二维条码尺寸为25mm×25mm，二维码下侧边缘距离结婚证页面下边缘26mm，二维码左侧边缘距离结

婚证页面左边缘26mm。

7.1.2.7 结婚证说明

“结婚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予以登记，发给此证。”左边缘距离结婚证左

边缘26mm，上边缘距第二条分隔线11mm，字号为14pt，颜色为玫红色（色值#ba8ea2）。

7.1.2.8 登记机关

“登记机关”4个字，左对齐，宽度为17mm，左侧边缘距离结婚证页面左边缘110mm，上侧边缘距离

距第二条分隔线30mm。

7.1.2.9 婚姻登记员

“婚姻登记员”5个字，两端对齐，宽度为21mm，左侧边缘距离结婚证页面左边缘110mm，上侧边缘

距“登记机关”下侧边缘8mm；“婚姻登记员”为宋体，字号为12pt。

“婚姻登记员”的内容应为婚姻登记员姓名或加盖个人签名章。

7.1.2.10 登记机关电子印章

a)印章为圆形，直径为35mm，其中心点距离结婚证页面右边缘48.5mm，距离结婚证页面下边缘40mm；

b)电子印章的印模应与印章治安管理部门备案的保持一致；

c）电子印章应在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备案；

d）形成电子签章的过程应符合GB/T 33481-2018、GB/T 38540-2020的要求。

7.1.3 双文种样式

结婚证标题和各事项名称可根据登记机关所在省、市、县、乡民族自治的要求进行双文种标注，事

项内容不可进行双文种标注。标注上侧边缘位于结婚证标题和各事项名称下侧边缘下方1mm，与被标注

项字体大小相同，左对齐。

7.2 离婚证样式要求

7.2.1 样式示意图

离婚证尺寸为标准A4（210mm×297mm），离婚证空白式样示例见图4。离婚证中各要素的定位关系

示例和各填充区域范围示例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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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离婚证空白样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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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离婚证中各要素定位关系示例和各填充区域范围示例

7.2.2 记载事项要求

7.2.2.1 离婚证标题

离婚证标题固定为“离婚证”，名称宽度应为60mm，在页面中水平居中显示，上侧边缘距离页面上

边缘45mm，左侧距离页面左边缘75mm；字型为宋体，字号为34pt，颜色为玫红色（颜色值#ba8e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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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2 事项名称

离婚证记载的事项应包括：

a) 持证人；

b) 登记日期；

c) 离婚证字号；

d) 备注；

e) 男方姓名；

f) 男方国籍；

g) 男方出生日期；

h) 男方身份证件号；

i) 女方姓名；

j) 女方国籍；

k) 女方出生日期；

l) 女方身份证件号；

m) 登记机关；

n) 婚姻登记员。

7.2.2.3 记载事项样式

事项名称分为二列，每个事项名称宽度应为30mm，不折行、左对齐。

“持证人”“登记日期”“离婚证字号”“备注”“男方姓名”“男方国籍”“男方出生日期”“男

方身份证件号”在左侧；“女方姓名”“女方国籍”“女方出生日期”“女方身份证件号”在右侧，分

别与“男方姓名”“男方国籍”“男方出生日期”“男方身份证件号”水平方向上左对齐。

左侧事项名称左侧边缘距离离婚证页面左边缘16mm，右侧事项名称左侧边缘距离离婚证页面左边缘

110mm。

“持证人”上侧边缘距离离婚证页面上边缘76mm，“男方姓名”上侧边缘距离离婚证页面上边缘

167mm。

“持证人”“登记日期”“离婚证字号”“备注” 行间距为11mm，字型为宋体，字号为14pt，颜

色为玫红色（色值#ba8ea2）。其余各行（分隔线第二部分）行间隔为8mm；字型为宋体，字号为12pt，

颜色为玫红色（色值#ba8ea2）。

事项内容左侧边缘距离事项名称右侧边缘4mm，与事项名称垂直方向上水平顶端对齐，左侧对齐，

宽度不得超过50mm，字型为宋体，事项内容颜色为黑色（色值#000000）。

“备注”的内容见5.3.16，可折2行显示，事项内容宽度不得超过16个字符或宽度不得超过83mm。

可根据实际情况在页面中水平居中显示，左边缘距离婚证左边缘37mm，上侧边缘距离页面上边缘

278mm，下侧边缘距离页面下边缘14mm，字号为14pt，颜色为玫红色（色值#ba8ea2）添加“本婚姻登记

信息不完全表示当事人目前的婚姻状况，仅供参考”。

7.2.2.4 证件照片

持证人近期半身免冠照片，尺寸为35mm×53mm，上侧边缘距离离婚证页面上边缘76mm，左侧边缘距

离离婚证页面左边缘137mm。

7.2.2.5 分隔线

分隔线为二条：

——第一条：备注内容下面和男方姓名上面，分隔线尺寸178mm×0.1mm，左侧边缘距离离婚证页面

左边缘16mm，上边缘距离离婚证页面上边缘156mm，分隔线为虚线，颜色为玫红色（色值

#ba8ea2）透明度60%；



MZ/T 002—2022

21

——第二条：男方身份证件号下面，分隔线尺寸178mm×0.1mm，左侧边缘距离离婚证页面左边缘

16mm，上边缘距离离婚证页面上边缘218mm，分隔线为虚线，颜色为玫红色（色值#ba8ea2）

透明度60%。

7.2.2.6 二维条码

二维条码的码制应符合GB/T 27766—2011。编码前的内容取值于5.4.1，编码后的图形内容中不包

含说明文字。编码后的图像应使用黑白二值图表示，并使用支持数据压缩的图像格式。

二维条码尺寸为25mm×25mm，二维码下侧边缘距离离婚证页面下边缘26mm，二维码左侧边缘距离离

婚证页面左边缘26mm。

7.2.2.7 离婚证说明

“离婚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予以登记，发给此证。”左边缘距离离婚证左

边缘26mm，上边缘距第二条分隔线11mm，字号为14pt，颜色为玫红色（色值#ba8ea2）。

7.2.2.8 登记机关

“登记机关”4个字，左对齐，宽度为17mm，左侧边缘距离离婚证页面左边缘110mm，上侧边缘距离

距第二条分隔线30mm。

7.2.2.9 婚姻登记员

“婚姻登记员”5个字，两端对齐，宽度为21mm，左侧边缘距离离婚证页面左边缘110mm，上侧边缘

距“登记机关”下侧边缘8mm；“婚姻登记员”为宋体，字号为12pt。

“婚姻登记员”的内容应为婚姻登记员姓名或加盖个人签名章。

7.2.2.10 登记机关电子印章

a)印章为圆形，直径为35mm，其中心点距离离婚证页面右边缘48.5mm，距离离婚证页面下边缘40mm；

b)电子印章的印模应与印章治安管理部门备案的保持一致；

c）电子印章应在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备案；

d）形成电子签章的过程应符合GB/T 33481-2018、GB/T 38540-2020的要求。

7.2.3 双文种样式

离婚证标题和各事项名称可根据登记机关所在省、市、县、乡民族自治的要求进行双文种标注，事

项内容不可进行双文种标注。标注上侧边缘位于离婚证标题和各事项名称下侧边缘下方1mm，与被标注

项字体大小相同，左对齐。

8 管理与应用要求

8.1 编目交换流程

根据GB/T 36902-2018中的总体框架，民政电子证照系统与其他证照系统间共享目录信息的主要流

程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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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的“用户”可以是最终用户，也可以是业务系统。

图 6 电子证照目录共享流程

共享目录信息中各主要步骤的说明如下：

a) 准备：民政电子证照系统已建立电子证照库和共享服务，提供婚姻登记证检索、获取和下载服

务；

b) 编目：民政电子证照系统从所属证照库中按本规范提取证照特征，通过编目系统或过程形成临

时目录库；

c) 注册：民政电子证照系统将目录库中的数据通过传输交换系统交换到接收方（例如国家政务服

务平台）的临时目录库；

d) 发布：接收方（例如国家政务服务平台）通过自己内部的电子证照管理系统对接收的目录内容

进行审核并发布到己方目录库。

双方完成目录信息共享后，接收方证照系统即可仅依托接收方本地的目录库向用户（婚姻登记证应

用方）提供检索和定位婚姻登记信息资源的服务，并通过双方服务的连接获取民政电子证照系统中的信

息或文件。

8.2 验证和应用要求

婚姻登记证的使用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持证人可通过“民政部政务服务平台”、“省级政务服务平台”和“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查看本

人的本证件信息；

b) 持证人可通过“民政部政务服务平台”、“省级政务服务平台”和“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出示本

人的证件；

c) 持证人可通过“民政部政务服务平台”、“省级政务服务平台”和“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填写加

注内容，包括使用方名称、用途、有效期限等，申请生成加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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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持证人可通过动态二维码方式授权他人下载存留本证件的加注件；

e) 持证人可委托他人在一定范围内代表本人使用婚姻登记证电子证照，被委托人根据委托事项代

理持证人授权证照使用部门引用加注件；

f) 持证人可通过“民政部政务服务平台”、“省级政务服务平台”和“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查询本

人婚姻登记证电子证照授权使用记录

g) 查验时，可通过扫描证照上的查询二维码访问访问民政部、省民政厅（局）、国家政务服务平台

或省级政务服务平台查询证照的底账；

h) 应用软件或软件可通过扫描持证人出示授权的动态二维码下载其证照加注件；

i) 婚姻登记主管部门可作出决定，对特定场景的下载留存需求只提供脱敏加注件。

8.3 文件和接口要求

除证照检索、信息项比对、目录归集等需求外，婚姻登记证电子证照相关信息应以电子证照文件为

单元进行交换、使用和归档，具体要求如下：

a）电子证照文件应使用GB/T 33190-2016规定的格式承载，其样式符合第7章的规定；

b）电子证照文件应符合GB/T 36905-2018要求，并包含第4章规定的机读信息；

c）电子证照文件中的电子签章数据符合GB/T 38540-2020，数字签名数据符合GB/T 35275-2017；

d）照面样式中的二维码应是“查询二维码”，扫描可查询对应电子证照的有关数据信息；

e）通过电子证照共享服务提供电子证照文件下载时，应使用加注件形式，不应提供原件下载；

f）电子证照共享服务的接口应符合GB/T 36906-2018的要求。

8.4 证照样式注册

婚姻登记证的样式及布局信息应在民政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和国家电子文件类型注册管理中心同

时注册，由其向外提供统一的版式文档模板和更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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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编码规则

A.1 证照编号的编码规则

婚姻登记证证照编号规则为“‘证字号’-d”，其中结婚证“证字号”规则见A.3，离婚证“证字

号”规则见A.4，“d”为性别代码，男性性别代码为“1”，女性性别代码为“2”。

A.2 证照标识的编码规则

按照GB/T 36904-2018规定的编码规则，婚姻登记证证照标识由电子证照根代码、证照类型代码、

颁发机构代码、证照编号、版本号和校验位组成，其结构见图A.1。

图 A.1 婚姻登记证电子证照标识编码结构

图A.1中，各部分取值规则说明如下：

电子证照根代码，固定为“1.2.156.3005.2”；

证照类型代码，取值为“111000000000131433001”或“111000000000131433002”；

颁发机构代码，采用登记机关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证照编号，取值为A.3或A.4中的“业务代码”+“当年年号”+“办理序号”+“性别代码”；

版本号，初次办理结婚登记、离婚登记、补领结婚证、补领离婚证的版本号固定为“001”，当电

子证照照面信息需要“变更”等情况时顺序加1；

校验位，按照GB/T 36904-2018确定的规则计算。

注：“业务代码”取值为1位字符，“0”代表结婚登记，“1”代表离婚登记，“2”代表补领结婚

证，“3”代表补领离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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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结婚证字号的编码规则

县级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办理婚姻登记的，结婚证“证字号”填写式样为

“Jaaaaaa-bbbb-cccccc”（其中“aaaaaa”为6位行政区划代码，“bbbb”为当年年号，“cccccc”为

本行政区划内的当年的办理序号）。结婚证“证字号”开头字符为“J”， 补发结婚证“证字号”开头

字符为“BJ”。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设立多个婚姻登记巡回点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明确字号使用规则，

规定各登记点使用号段。

乡（镇）人民政府办理婚姻登记的，行政区划代码由6位改为9位（在县级区划代码后增加三位乡镇

代码），其他填写方法与上述规定一致。

结婚证上的结婚证字号由婚姻登记管理信息系统根据上述规则自动生成，不可手动编写。

A.4 离婚证字号的编码规则

县级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办理婚姻登记的，离婚证“证字号”填写式样为

“Laaaaaa-bbbb-cccccc”（其中“aaaaaa”为6位行政区划代码，“bbbb”为当年年号，“cccccc”为

本行政区划内的当年的办理序号）。离婚证“证字号”开头字符为“L”， 补发离婚证“证字号”开头

字符为“BL”。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设立多个婚姻登记巡回点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明确字号使用规则，

规定各登记点使用号段。

乡（镇）人民政府办理婚姻登记的，行政区划代码由6位改为9位（在县级区划代码后增加三位乡镇

代码），其他填写方法与上述规定一致。

离婚证上的离婚证字号由婚姻登记管理信息系统根据上述规则自动生成，不可手动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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