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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有巡检记录绝大部分还依靠人工纸质录入方式，随着社会发展，各巡检行

业也迫切需要一套更简捷、更高效、更精细的巡检记录解决方案。 

1 背景概述 

1.1 巡检记录发展和不足 

巡检记录经历了纯人工纸质录入→PC 辅助录入→PDA 辅助录入三个阶段，三

种录入方式都存在不足。 

纯人工纸质录入：携带纸质不方便,模板更换不灵活,后期统计工作量大； 

PC 辅助录入：携带纸质或者 PC不方便，可能需要重复输入； 

PDA 辅助录入：PDA和软件定制费用高，后期维护成本大。 

1.2 二维码发展趋势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设备的发展普及，二维码应用出现爆发式增长。各类

广告、印刷品、商品外包装、火车票、机票、各消费场所以及电视、网站上都可

以寻找到二维码的身影,二维码在各行业领域的应用服务中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二维码应用的爆发与其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密切相关：入口多、可追溯、成本

低、精准、信息容量大、使用方便等。依靠二维码的这些特点，结合云平台及应

用技术，能创造出各种新兴业务服务模式。巡检行业记录模式也可以依托二维码

发生质变。 

  



                                                       宁波邻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 
 

2 需求分析 

2.1 水利巡检行业需求 

水利行业为民生行业，包含防洪防涝、抗旱、灌溉以及水资源调整利用等，

水利设施安全关乎民生工程，所涉及的泵站、水闸、河闸等水利设备的巡检也尤

为重要，巡检记录是体现巡检工作的直接手段，而目前水利设备巡检记录工作基

本依靠现场人工填表方式，难免出现漏检。 

迫切需要解决： 

 规范管理，巡检人员良莠不齐，工作责任心相差巨大，无法保障巡检工

作质量，甚至有部分巡检人员仅填单都不前往现场； 

 巡检工作监督，上级领导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检查巡检情况； 

 压缩成本，现有三种记录方式都存在耗材累积成本或者设备成本较高的

问题； 

 部分设备操作复杂，操作手册不可能随身携带，需要现场查阅； 

 录入工作重复，纸质缺乏默认选择项，很多记录工作都是重复操作，容

易造成巡检人员对记录工作的厌恶感和不耐烦； 

 记录模板变更不灵活，纸质模板或者 PC模板都需要编辑排版重新打印； 

 后期统计和问题溯源工作量大，尤其是纸质记录的，进行考核统计或者

出现问题的查找需要耗费大量人工。 

2.2 行业需求应对 

针对行业需求，草料二维码有相应的解决方案： 

 成本方面：草料方案一次性投资，系统运维由草料负责，用户只需要使

用即可，后续仅产生少量的服务费； 

 管理方面：草料方案具备巡检人员现场签到判断，最大程度监督巡检人

员到场巡检记录； 

 操作手册方面：草料可以上传操作手册，需要直接打开查阅即可； 

 巡检监督方面：任何人通过扫二维码可以查阅每一次巡检检录信息，也

可以通过举报、留言等功能进行监督； 

 巡检记录方面：草料方案通过预先定制的模板辅助巡检人员进行巡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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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模板具备默认选项，巡检人员只须选择或者填写异常即可； 

 模板变更方面：草料维护记录模板高度模块化，后台通过勾选模块，简

单编写即可满足，变更非常灵活； 

 后期统计和问题溯源方面：草料方案具备后台数据统计和导出功能，管

理人员可以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协助对巡检人员进行考核以及问题快

速溯源。 

2.3 案例展示 

引江河管理局采用二维码系统协助巡检人员进行巡视路线引导和巡视要点

引导，保障巡检工作完整无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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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草料方案概述 

结合企业自身生产、业务特点及实际需要，草料二维码提供整套二维码巡检

记录系统的解决方案。 

方案采用草料二维码创新研发的模板+模块的结构设计、二维码内容与码图

的有机分离管理技术及 CDN智能加速技术，为每台设备提供更易被扫描的专属二

维码；同时开放南/北向接口，以便于其他系统进行结合和交互；此外，方案还

提供强大的后端大数据统计与分析功能，协助管理者对记录进行管理维护。 

2.5 价值优势 

 海量实践经验 

我们用心服务百万级付费用户 

为国内外众多知名品牌定制二维码系统 

 领先行业技术 

国内最大二维码服务平台 

国家商品编码中心首批合作企业 

 衔接上下游产业 

与上下游领先企业深度合作为客户提供高性价比、一站式的集设计、制作、

存储、印刷等综合解决方案 

 兼容主流扫码软件 

提供高级美化、批量管理等服务 

更容易被扫码识别 

 灵活安全部署 

根据客户需要，提供公、私有云部署及服务 

保证客户使用更为简单、便捷、安全 

3 草料方案 

3.1 整体方案 

草料拥有国内最大的二维码云服务平台，得到了数百万用户的信任，生码量

达数亿，坚持做前沿性学术研究和探索，在二维码云服务的设计、研发、存储和

印刷等方面都积累了非常多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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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底层复杂逻辑计算、非关系型数据存储及大部分重用功

能不断升级、打磨、封装成现在成熟的草料 C3 引擎，不仅支持工业级海量数据

处理及上万次并发响应能力，而且还预留了丰富、可扩展的 API 接口，可快速、

高效、低成本的实现二次开发，大幅缩减项目交付周期。 

 

图 3-1草料二维码平台架构图 

3.2 软件方案 

3.2.1 巡检记录基本流程 

 

图 3-2 巡检记录基本流程图 

 用户管理 

根据用户职责分为管理者、巡检者、其他用户，不同用户扫码展示不同内容，

草料也支持扫码发起临时巡检申请，一键完成短信申请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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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板管理 

草料提供高度模块化模板，自动组合排版，让巡检内容变更更加灵活。 

 扫码维护 

巡检人员微信扫码，根据既定模板快速完成巡检记录，一键实现记录提交，

使记录更简捷。 

 统计分析 

根据产品、物品、人员导出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可以作为人员巡检考核依据。 

3.2.2 场景流程展示 

 

图 3-3 场景流程示意图 

3.2.3 技术亮点 

 核心技术 C3 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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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C3引擎架构图 

 

图 3-5 C3可支持功能 

 码与内容分离技术 

实现二维码内容与二维码图案有机分离，在不影响生成的前提下粘贴/扫码。 

 一码多识技术 

二维码扫码时支持身份识别，不同身份的用户扫描同一个二维码，展现不一

样的内容。 

 一物一码技术 

每个产品的二维码都不相同，好比产品的身份证，没有重复二维码出现，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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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支持批量生成。 

 标准编码规则 

国家商品编码中心首批合作企业和国家标准化协会理事单位，根本保证二维

码长久有效性。 

 专属二维码 

草料提供麻花美化工具对二维码实现批量美化，制作个性化的专属二维码。 

3.3 软件功能 

3.3.1 基本模块 

 

基本模块包含了图文信息、文件和多媒体上传模块等基本信息模块，可以对

企业或者产品基本信息进行描述。 

3.3.2 功能模块 

 

内容维护：为巡检记录核心模块，将运行纸质记录模板信息化的载体，可以

自由编辑，包含文本、单选、多选等功能； 

信息栏目：由于物品存在识别 ID 以及特有信息，通过信息栏目功能可以批

量导入个性化信息； 

3.3.3 增值服务 



                                                       宁波邻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9 
 

 手机端申请和授权 

原先的巡检记录添加权限需要后台进行绑定，操作较为复杂，目前新开放了

手机端申请和授权功能，只要由手机端扫描巡检二维码直接发起短信申请，管理

人员收到短信后可以打开链接直接授权或者拒绝授权。 

 批量图片上传 

在原先的维护记录只能添加单张图片的基础上扩展至一次性上传 9 张图片，

使记录描述更加详尽。 

 录音上传功能 

在原先的维护记录中添加 60S录音功能，记录设备异响或者语音描述。 

 地图定位功能 

在原先的维护记录中添加地图定位功能，可以监控巡检人员是否到现场维护。 

 图片水印功能 

在上传图片时允许添加水印,水印包含二维码、文字以及图片上传方式，其

中二维码可长按识别，内容为当次扫描记录内容；文字包含巡检产品名称、

图片上传时间、记录人；图片上传方式分为拍照上传和相册上传。 

3.4 硬件方案 

草料整套解决方案采用云平台部署方式，从根本上杜绝由于硬件宕机问题引

起的系统故障。 

草料与阿里云达成了深度战略合作，依托阿里云技术，保障巡检记录系统高

效、可靠运行。 

3.5 系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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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系统拓扑图 

 Web应用安全 

Web 应用服务有多台服务器组成一个应用池，通过前置调度器实现负载均衡，

保障用户访问成功率。 

 数据库安全 

数据库采用 MySQL 数据库，使用读写分离技术，读数据库和写数据库也组成

数据库池，保障数据库读写操作顺利完成。 

 数据安全 

根据用户不同数据，草料方案记录的数据可以保存在草料云或者用户自建数

据库系统中，如果使用草料云，草料提供不同数据库访问权限来保证用户数据的

访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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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部署方式 

4.1 草料云部署 

使用草料云部署系统，草料二维码将提供云空间，以及免费的 C3 引擎基础

服务调用。费用低，性价比高。 

推荐对数据访问权限要求不是很高的用户使用，适合大部分用户。 

4.2 私有云部署 

使用高级功能的客户,草料二维码将推荐使用私有云部署，独立向阿里云购

买网络空间或者自己购买设备来存储系统数据，同时提供 C3引擎基础服务调用。 

数据相对独立，安全性更高。 

推荐对数据访问权限要求较高的用户使用。 

4.3 独立部署 

需要整套系统完全独立部署的客户，草料也将提供协助客户搭建私有云的服

务，通过独立的虚拟主机或者机房来部署整套系统。无法调用草料二维码部署在

阿里云的 C3引擎基础服务，需要单独购买整套 C3引擎。数据安全性高，码不限

数量，可以使用私有域名。费用相对较高。 

推荐对数据访问权限要求较高的用户使用，对用户信息化要求很高。 

草料建议采用 5 台服务器，其中： 

1台服务器为前置调度服务器，实现负载均衡和故障转移； 

建议配置：E5430*2/8G/300G 

2台服务器为应用服务器，部署草料 C3平台，负责二维码核心支撑； 

建议配置：E5620*2/24G/300G 

2台服务器为数据库服务器（Mysql），实现读写分离和主从同步，保存二维

码系统数据。 

建议配置：X5650*2/32G/500G 

建议用户自行采购，大致成本：前期一次性投入约 6W，后期需要专人维护，

额外增加人力成本，设备维修也需要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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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部署方式对比 

 草料云 私有云 独立部署 

部署说明 
草料云系统，单独的草

料云账号 

私有云系统，使用草料云

核心组件，但客户的数据

和定制功能在单独的阿

里云上存储和部署 

独立部署系统，需提

供单独的服务器、网

络等资源，用于系统

的部署和运行 

数据存储 
草料云存储，但用户数

据独立存储 

客户数据单独阿里云存

储，数据与草料云分离 

在客户的服务器上存

储 

后期升级 系统无缝升级更新 系统无缝升级更新 阶段性升级 

后期维护 快捷、简单 快捷、简单 比较麻烦 

服务器相关费

用 
无服务器费用 单独阿里云费用 

需提供服务器，以及

机房（可能） 

稳定性 稳定、可靠 稳定、可靠 
看客户机房及服务器

情况 

部署周期 1-2个工作日 10-15个工作日 15-30个工作日 

费用 低 中 高 

4.5 私有/独立云部署流程 

不管是私有云还是独立云部署,必须采用阿里云杭州节点。 

域名可以利旧也可以重新申请，需要提供企业基本信息、法人基本信息和域

名管理人基本信息，申请周期约为两个工作日； 

需要购买云服务器需要完成实名认证，实名认证为支付宝认证，除域名提供

的信息外需要对公账号信息； 

完成域名、服务器准备工作后，需要进行备案，除提供的资料外，需要进行

拍照上传工作，预计需要 20个左右的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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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我们 

5.1 草料品牌 

宁波邻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8 月，公司运营的草料二维码平

台，是国内领先的二维码云服务提供商，占二维码云服务领域国内市场 80%份额，

并与阿里云、阿里码上淘、微信、用友等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公司提供活码、名片码免费版、企业码免费版、二维码美化、卡片生成、APP

转码等二维码免费基础服务；为满足企业用户更多需求，提供产品码、名片码收

费版、企业码、定制开发等商务应用二维码系统；独创 C3 引擎，成熟、可靠、

易扩展的平台架构及功能组件，能快速实现不同行业的二次开发。 

公司资质 

 国家标准化协会理事单位 

 国家商品编码中心首批合作企业 

 与阿里云、阿里码上淘、微信、百度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与用友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在用友相关产品集成草料二维码系统  

 2014年 10月国家科技部组织的第三届全国创新创业大赛第三名  

战略伙伴 

 

高级客户 

 

5.2 草料服务 

用户只需要提交一个需求，草料会安排专职人员主导完成项目后续所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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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AQ 

Q:草料品牌以前没听过，凭什么选择你们？ 

A：草料品牌是邻家 2013年建立的品牌，专注做二维码，目前市

场占有率达到 80%，用户超百万，其中包含海信、哈药、华润等大型

企业。 

Q:草料云可靠么？ 

A:草料云依托阿里云，阿里云为目前中国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云服

务提供商,在全国各地都有云服务节点,保证访问高效可靠，数据永不

丢失。 

Q:草料方案带来最大的便利是什么？ 

A：实现无纸化、移动化办公，巡检人员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系统自动弹出记录表单，勾勾选选即可完成记录工作，一键提交。 

Q：草料方案服务模式是什么？ 

A：初期以系统建设+服务方式，后续以服务方式为主。 

Q:草料提供三种部署方式,我该怎么选择? 

A: 云服务趋势无须质疑，草料建议使用“草料云部署”方式，

此种方式下，草料提供二维码一站式服务，用户只须使用即可，其他

方式下，用户都需要有人专门负责对平台进行维护。 

Q：现在二维码没有国家标准，草料提供的能一直有效么？ 

A：草料为国家商品编码中心首批合作企业，为国家标准化协会

理事单位，草料标准与国家标准实现完美兼容。 

Q：使用微信扫码，怎么保证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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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首先,微信第一次扫码申请维护用户组，后台通过授权才允许

操作，只要用户保护好微信账号，数据就不会泄漏;其次,微信扫码本

质是调用腾讯 X5浏览器浏览表单,本身并不对数据进行任何操作。 


	前言
	1 背景概述
	1.1 巡检记录发展和不足
	1.2 二维码发展趋势

	2 需求分析
	2.1 水利巡检行业需求
	2.2 行业需求应对
	2.3 案例展示
	2.4 草料方案概述
	2.5 价值优势

	3 草料方案
	3.1 整体方案
	3.2 软件方案
	3.2.1 巡检记录基本流程
	3.2.2 场景流程展示
	3.2.3 技术亮点

	3.3 软件功能
	3.3
	3.3.1 基本模块
	3.3.2 功能模块
	3.3.3 增值服务

	3.4 硬件方案
	3.5 系统安全

	4 部署方式
	4.1 草料云部署
	4.2 私有云部署
	4.3 独立部署
	4.4 部署方式对比
	4.5 私有/独立云部署流程

	5 关于我们
	5.1 草料品牌
	5.2 草料服务

	6 FA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