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生产信息化管理系统
巡检更规范 操作更简便



◆ 发现问题后通知维修，维

修后再反馈给巡检员

◆ 以人为方式通知效率低，

更会导致信息断层

◆ 存在很多假巡检

◆ 监管人员需现场抽查工作

◆ 被琐事占据大量精力和时

间，管理效率低

◆ 巡检点多且分散

◆ 纸质单数据分散在各个部门

◆ 无法统一汇总、管理、分析

◆ 纸质巡检耗费大量巡检

◆ 需现场记录后再录入电脑

◆ 费事费力、容易记错

工作成本高 监管难 数据难统计 反馈效率慢

安全生产管理中遇到的问题



方案概述

电子表单代替纸质记录，形成电子档案

信息化 规范操作

巡检、维修、报修、设备相关资

质都汇总一起

巡检人员按检查标准，进行

现场记录，后台信息汇总。

高效监管

安全总监或公司管理人员，进入后台

时时查看现场进展，无需亲临现场

安全巡检到位、及时发现整改隐患，提高员工意识



一物对一码，设备“身份牌”

一个设备，对应一个专属二维码

设备专属的“二维码电子档案”，扫码即可查看该设备的信

息、操作说明，以及历史检查数据。

微信扫码即可查看和记录，无需下载APP

对于一线人员来说，不需要使用硬件设备，也不用培训。到

达检查点，打开微信扫码填表，即可把检查情况记录下来。



无纸化巡检

扫码填写巡检内容，真实记录

电子表单中可规定信息填写格式，填写方便，按巡检规范逐

项记录巡检项、不遗漏，还能记录图片、录音和视频

防假检功能，保障到岗到位检查

通过限制位置，记录巡查时间、只允许相册上传照片等方

式，约束和规范检查人员的工作流程，提高假检成本



实时通知异常情况

异常情况自动提醒到相应责任人

发现异常后，扫码提交维修单，自动通过微信提醒维修人

员、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

照片+视频等方式，直观描述异常情况

扫码可以添加现场照片、视频、语音、文字等方式，描述异

常情况，直观说明问题



运行状态、检查计划

实时查看设备状态

实时统计各个状态的设备设施数量，掌握正常、带病运行、

停机检修的设备数量，及时定位故障

提前制定巡检计划，按时检查

可提前制定巡查计划，按期完成、即将超期、未完成情况一

目了然

漏检及时提醒

未完成的计划，将通过微信及时提醒到相关检查人



数据自动汇总成表格

数据支持查看和导出成excel表

有权限的管理人员可以在后台查看和导出成excel表和pdf文

档。

支持API对接自有系统或第三方BI工具

提供只读数据库，可将数据连接到自己的系统，或是第三方

工具作进一步展示和分析。



支持批量生码

只需创建批量模板，导入Excel数据

就能一次生成大量格式相同、内容

不同的二维码

本地已有Excel表格，可直接上传，

1分钟就能生成上千个二维码



设备全生命周期
管理，保障设备
安全运行

生产设备巡检 安全隐患排查 安全生产教育消防设施检查

全面应用到各个安全生产管理环节

厂区出入登记

扫码提交隐患，
提醒责任人及时
处理

高效、低成本地
实现消防检查，
及时发现和维修
故障。

员工可以随时查
看，反复学习，
加强安全意识

对出入人员和车
辆进行登记，保
障厂区安全



效果体验

生产制造管理系统
扫码体验效果



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保障设备安全运行

设备动态履历信息
将设备基础信息、操作手册、技术资料，还有所有巡检
维修记录。

生产设备巡检

设备故障记录及时提醒
发现故障时，自动提醒到指定人员，及时进行维修处理。

规范化记录点巡、维修、保养等信息
巡检及维保人员扫码后对照检查条目逐条确认并记录
工作内容，逐渐形成设备动态档案

实时查看数据
导出完整数据后可用于分析重点设备运行绩效指标，如故障率



扫码提交隐患，提醒责任人及时处理，跟进处理情况。

信息更全面
除普通文本说明外，还有图片、录音、视频等形式描述隐患情

况，方便定位问题。

安全隐患排查

隐患情况汇总分析
统计各处隐患点的类型、常见隐患来改进日常巡检工作

消防隐患早发现早处理
从隐患上报后，提醒到指定人员，整改后追回整改记录



扫码登记借用信息，清楚了解工器具去向

一物一码，扫码登记领用信息

每个工器具上粘贴专属二维码，扫码填写登记领

用用途，获取领用人姓名、手机号等信息

工器具管理

统计工具借用和损坏情况

可在手机端小程序查看工器具的借用状态，电脑

端导出借还、故障上报等数据

及时反馈损坏、丢失等异常情况

扫码即可上报异常情况，微信提醒到相关负责

人，工器具状态将自动更新为异常



高效、低成本地实现消防检查，及时发现和维修故障。

批量建立消防器械二维码
导入设备台账，快速生成一批二维码，并配有多种标签样式

确保检查人员按要求巡检，真实记录现场情况
通过现场定位+拍照水印功能，保证时间、内容、检查人员的信息真
实可信。

消防隐患早发现早处理
出现隐患时现场扫码上报，以图文、录音、视频等形式，真实准确反
馈。

管理者随时监管
手机端或电脑后台，实时查看检查数据，导出完整数据，即可形
成消防检查台账

消防设施检查

高效、低成本地实现消防检查，及时发现和维修故障。



员工可以随时查看，反复学习，加强安全意识

教育资料随身走
扫码二维码后，可以收藏起来，随时翻阅学习

安全生产教育

已阅记录
浏览后提交已阅信息，管理者了解资料浏览率情况，听取他

们的反馈。

内容随时更新，汇总查看
后台随时更新内容，无需重新建码，还可以将多个二维码

汇总查看



对出入人员和车辆进行登记，方便回查统计，保障厂区安全

简单方便，低成本
扫码二维码后，可以收藏起来，随时翻阅学习

厂区出入登记

已阅记录
浏览后提交已阅信息，管理者了解资料浏览率情况，听取他

们的反馈。

内容随时更新，汇总查看
后台随时更新内容，无需重新建码，还可以将多个二维码

汇总查看



现场使用照片



后台管理



后台目录管理

按安全管理类目进行分目录管理



后台管理 - 表单汇总

表单数据后台汇总查看，支持导出数据进行数据分析



管理员可以在微信中

• 快速查看、下载二维码；

• 查看二维码扫描量；

• 同步管理最新表单数据；

• 实时查看设备状态和计划执行情况

手机端管理 - 草料二维码小程序



低成本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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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收集 
收集设备信息参数台账、日常维护内
容、维护人信息

后台建码 
将信息录入到后台生成二维码，同时
设置记录模版和用户权限设置

2 3

标牌制作
后台下载二维码，连同二维码内容
制作标牌和标签贴在设备上

4

扫码添加记录
设备维护人员使用微信扫码
添加维护记录，现场拍照

5

后台查看信息
管理员后台查看所有设备维护情况和
详细信息，可导出备份

手机查看
巡检人员现场手机扫码查看设备的历
史巡查记录

现场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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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优势

会用微信就能使用 实时接收异常提醒 1天之内完成落地应用

操作简单，一线员工不用培训，打

开微信,扫码一看就会

无需安装软件，微信实时接收异常

记录提醒，实现快速报修

制作二维码，标签排版打印或做成标牌，

现场张贴投入使用



技术
维护

数据保

障

记录数据储存在云服务器，草料二维码基于阿里云架构服务，通过容

灾备份、数据脱敏、加密传输等手段，搭建了严格的安全框架。

多年技术积累，技术架构持续优化，云系统不定期灰度升级，为海信、哈药、中

铁、中建等央企、政府部门、大型互联网公司、上市公司提供二维码核心业务支持

采用国内最专业的阿里云，网络安全小组保障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本地自建机房，用于数据存储，确保在极端情况下客户数据安全

草料二维码已通过等级保护第二级测评，具备等级保护定义的第二级信息系统所应具

备的安全保护能力，包括安全对抗能力和恢复能力。

数据
保障

安全
保障

信用
认证

数据安全

查看数据安全白皮书：https://cli.im/help/48400



价格与服务
按照容量和巡检记录人数，选择合适的版本；设备数量不限

版本 免费版 基础版 高级版 旗舰版(推荐) 行业专属版

价格 0 780/年 1280/年 2680/年 16800/年

使用容量 50M 1G 3G 30G 1000G

记录添加权限 公开 公开 公开 公开或高级成员 公开或高级成员

高级成员 0 0 2 20 170

适用性 小范围体验 小规模使用 大规模使用

高级成员扩容 - 96/人 96/人

专属功能 - -
专属小程序

独立域名和后台

服务 工单

售后优先响应

提供发票 

技术支持

售后优先响应

提供发票 

技术支持

售后优先响应

提供发票 

技术支持

专属行业顾问

行业应用资料包 

落地应用支持

企业人员培训

提供发票、合同

技术支持



莱特充分利用二维码扫码添加记录的特性，构建了公司 TMP平台、质量督查平台、隐患排查平
台还的金点子申报平台。

莱特航空制造



柳州东风李尔方盛汽车座椅

客户评价：

通过⼆维码，将总结出来的规范化，制度化的规定落

地。更精细化的管理现场5S，工艺记录检查，设备点

检、人员考勤等，提高了管理效率，简化了5S现场管理

实施的流程，有效提高人员的责任意识，规范化生产管

理流程。



华润九新药业

客户评价：

二维码系统相当自由，可以上传各类文件、视频，随时

更新，还可以扫码记录生产设备、消防设施记录，助力

我们落实EHS管理。是一个很趁手的信息化工具。

——九新药业EHS高级经理 周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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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10年，专注于提供专业化的二维码管理SAAS服务，平台现有800
多万的用户，生码量占全国80%以上，是《商品二维码》和《名片二
维码》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省级信用管理示范企业。

800多万企业用户，服务于国内外知名企业 

关于草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