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源电力行业二维码解决方案
使用更简单  巡检更规范



◆ 纸质巡检记录，存在很
多假巡检

◆ 监管人员需到现场抽查

工作

◆ 被琐事占据大量精力和
时间，管理效率低

监管难

◆ 巡检点多且分散，数据
量大，手机端无法实时
查看

◆ 纸质记录需要转换成电
子数据

◆ 无法统一汇总、管理、
分析

数据难统计

◆ 发现问题无法快速反馈
给管理人员和维修人员

◆ 以人为方式通知效率
低，更会导致信息断层

◆ 维修结果无法实时及时

更新，了解最新状态

反馈效率慢

安全管理中遇到的问题

实施成本高

◆ 巡查硬件采购和维护成
本高

◆ 软件采购费用高昂

◆ 落地部署、使用培训时

间周期长



方案概述

电子表单代替纸质记录，登记更规范

低成本

根据不同环境选择二维码材质，

手机扫码即可巡检，简单易用

高效监管

设备状态、人员工作文档一目了

然，电脑端和手机端随时查看

规范操作

巡检人员按检查标准，进行现场

记录，后台信息汇总

巡查点位灵活布设，不受硬件制约，不需要复杂维护



二维码建立设备
电子档案，微信
扫码记录巡检情
况

设备巡检 管线巡检 工器具管理隐患上报

应用到能源电力各个管理环节

安全管理资料

一个巡检点一个
二维码，提升巡
检质量，保障巡
检工作落实到位

微信扫码即可提
交隐患情况，支
持拍摄照片、视
频、语音等说明
隐患

批量制作工器具
二维码标识牌，
扫码记录校准、
借还情况

二维码存储资
料，微信扫码随
时查阅安全规程
和操作指导



效果体验

能源电力管理系统
扫码体验效果



建立设备电子档案，扫码记录巡检情况

设备巡检

建立设备电子档案
为设备设施建立唯一的“二维码身份证”，二维码中包含设
备参数、操作手册和历史巡检维修记录，扫码可查看

检查更规范，防作假
现场定位+拍照水印等功能配合使用，保证时间、内容、检查
人员的信息真实可信

通过微信及时发送故障信息
发现故障时扫码记录，系统将自动向预设好的责任人发送通
知，以图文、录音、视频等形式，真实准确反馈

实时查看数据
手机端或电脑后台，实时查看检查数据，导出完整数据，形
成消防检查台账



建立设备电子档案

一个设备一个二维码
设备所有履历信息扫码即得

设备参数、操作手册、检查维

修记录，扫码即可查看，信息

有修改自动同步更新。

一码可包含巡检、维修、保养

等表单，对应多项工作任务。



纸制记录单 电子表单 记录汇总

电子表单代替传统纸质单

电子化记录单能将数据实时汇总可筛选/查询/导出数据



现场扫码添加巡检记录，查看设备全面信息和历史记录

基础信息 基础信息 添加记录

扫码添加巡检记录

基本信息

巡检表单

设备状态

扫码体验

历史巡检记录



提交的新记录或巡检到异常情况时，自动将消息发给管理员或其它成员

消息及时提醒 



防作假功能

拍摄的照片自动带上水印

（包含记录人、上传时

间、定位、二维码等）无

法被手动修改，让他人代

检、不在规定时间检查、

伪造现场照片等假检行为

都可以被发现



实时定位功能，杜绝数据作假；不用去到现场，也能随时随地掌握人员工作

现场扫码抽查 后台汇总查看

现场拍照

现场定位

绑定人员

实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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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巡检质量，保障巡检工作落实到位

管线巡查

异常情况及时上报
管线常年运行，外部环境也相对复杂，发现问题可在现场扫
码反馈，系统将按照预设，向相关人员发送通知，以便维修
人员尽早消除隐患

防作假
现场定位+拍照水印等功能配合使用，提高作假成本，保证时
间、内容、检查人员的信息真实可信

维护成本很低
不需要购买硬件设备，选择PVC等耐用材质印刷二维码并粘贴
在现场即可，节省维护成本



记录和上报隐患情况

隐患上报

信息更直观
可通过文字、照片、录音、视频、现场定位等方式描述隐
患，例如管网附近有近距离施工工地、标识牌损坏或欠缺等
情况，方便定位问题

上报隐患，微信实时发送通知
发现隐患，微信扫码即可上报，上报后系统将自动提醒指定
人员，便于及时整改

隐患汇总分析
导出隐患数据进一步分析，后续可据此标记出易发生隐患、
常出现缺陷的点位，作为重点关注环节，加强巡检



工器具标识牌，扫码记录校准、借还情况

工器具管理

批量管理
一物一码，导入工器具台账可快速生成一批二维码，扫码可
以查看工器具的规格、参数、使用说明等

检定（校准）记录
计量器具需要定期校准，以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每次校
准后登记，形成电子档案

借用归还记录
需要借用时，通过手机扫码登记借用人、借出时间、用途等
信息，归还时也可扫码登记归还时间、是否有损坏等情况



随时查阅安全规程和操作指导

安全管理资料

安全资料随身走
扫描二维码就能查看各项安全操作规程，还能收藏二维码或
下载文件资料

内容随时更新
后台随时更新内容，二维码图案不变，不用重新制作二维
码，长期有效

多渠道分发
将二维码粘贴在公告栏或发送至微信群，完成资料分发，还
可将多个二维码汇总起来一起查看



现场使用照片



后台管理



后台目录管理

按使用场景进行分目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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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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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案例



成功客户-中石油天然气

应用于管线日常巡检，在每条管线的巡查点上粘贴上

二维码，借助微信平台，巡线人员只需对设置点二维

码进行扫描，即可实现巡线时间、地点、管线名称、

现场照片、语音、文字等信息自动记录。

异常情况及时推送至管理人员手机，减轻了巡检人员

上报数据的工作量，使抢修人员快速定位和处置。

提高了管道巡护与处理效率，同时，有效的避免了巡

护人员不到位、巡护责任不清等现象的发生。



民用户按所处位置划分为6大区域，分别批量建立
二维码，批量印刷粘贴到相应的区域位置，做到一
户一码，通过扫码可以快速查看燃气调压装置的基
本信息，历史巡检维护记录，如遇突发紧急情况，
可直接从二维码中找到所负责的巡检维护人员的电
子名片，一键拨打电话。

巡检记录表电子化，巡视人员只要扫码就可以填写
检查记录，拍摄现场照片，自动获取人员的位置定
位，确保记录真实可靠，有效监控人员到岗情况。

成功客户-青岛新奥胶南燃气



针对传统的巡检设备难题，草料二维码以二维码为
入口，将手机微信做为工作平台。只要扫一扫就实
现设备的巡检记录，无需APP，发条朋友圈一样就
完成一次设备巡检任务。

管理者通过现场扫码，或手机端汇总信息快速查看
关心的设备运行情况、巡检记录情况，并能在出现
总是的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大大提高的设备运行安
全，也能从大量的巡检记录中总结经验

成功客户-忻州广宇煤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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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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