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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建筑施工领域，尤其是一种高层

建筑施工用智能跟踪配送料系统及其方法，针对

现有的配送料系统不便于对配送料进行识别，不

能够对整个配送料过程进行监控，不能够对配送

料的信息进行更新问题，现提出如下方案，其中

的高层建筑施工用智能跟踪配送料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S1：通过称重模块利用称重机对高层建

筑施工用智能跟踪配送料的重量信息进行记录，

称重完成后通过上料模块对配送料进行上料；

S2：通过识别模块在上料模块运输之前对配送料

进行识别，识别成功后通过运输模块对配送料进

行运输。本发明便于对配送料进行识别，能够对

整个配送料过程进行监控，能够对配送料的信息

进行更新，实现对配送料进行全程跟踪。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3页

CN 110969544 A

2020.04.07

CN
 1
10
96
95
44
 A



1.一种高层建筑施工用智能跟踪配送料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通过称重模块利用称重机对高层建筑施工用智能跟踪配送料的重量信息进行记

录，称重完成后通过上料模块对配送料进行上料；

S2：通过识别模块在上料模块运输之前对配送料进行识别，识别成功后通过运输模块

对配送料进行运输，运输到指定的地点通过下料模块进行下料；

S3：通过监控模块对称重模块、上料模块、识别模块、运输模块和下料模块进行全程监

控；

S4：通过主控模块对称重模块、上料模块、识别模块、运输模块和下料模块进行控制；

S5：通过显示模块显示配送料的配送信息，在识别模块未成功识别配送料时报警模块

进行报警处理；

S6：通过信息输入模块进行更新的信息输入到数据库内，并通过与数据库内信息进行

对比，对比后通过信息处理模块对更新的信息进行处理，并将更新的信息输入到主控模块

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层建筑施工用智能跟踪配送料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S2中，下料模块分布在高层建筑的各个楼层，根据各个楼层发布的指令需要进行下料，运输

模块会根据指定发布指令楼层的信息将配送料运输到指定的楼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层建筑施工用智能跟踪配送料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S2中，识别模块首先对配送料的颜色进行识别，查看配送料与其颜色的对应情况，然后对配

送料的重量与称重模块称重的重量进行核对，再通过尺寸识别单元对配送料的尺寸进行识

别，最后通过材质识别单元对配送料的材质进行识别。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层建筑施工用智能跟踪配送料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S5中，当配送料未识别成功时，此时报警启动单元启动，通过信号传输单元将报警信息进行

传输，信号接收单元对报警信息进行接收，上级部门通过电脑端或手机APP端能够接收到报

警信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层建筑施工用智能跟踪配送料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S5中，显示模块实时统计出具体建筑施工物料分配位置和品种数量。

6.一种高层建筑施工用智能跟踪配送料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监控模块、称重模块、

上料模块、识别模块、运输模块、下料模块、主控模块、显示模块、报警模块、信息输入模块、

数据库、对比模块和信息处理模块，所述主控模块与显示模块、报警模块、称重模块、上料模

块、识别模块、运输模块和下料模块相连接，所述监控模块与称重模块、上料模块、识别模

块、运输模块和下料模块相连接，所述信息输入模块与数据库相连接，所述数据库与对比模

块相连接，所述对比模块与信息处理模块相连接，所述信息处理模块与主控模块相连接，所

述称重模块与上料模块相连接，所述上料模块与识别模块相连接，所述识别模块与运输模

块相连接，所述运输模块与下料模块相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高层建筑施工用智能跟踪配送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识别模块包括颜色识别单元、重量识别单元、尺寸识别单元和材质识别单元，所述颜色识别

单元与重量识别单元相连接，所述重量识别单元与尺寸识别单元相连接，所述尺寸识别单

元与材质识别单元相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高层建筑施工用智能跟踪配送料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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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模块包括报警启动单元、信号传输单元、信号接收单元和远程报警单元，所述报警启动

单元与信号传输单元相连接，所述信号传输单元与信号接收单元相连接，所述信号接收单

元与远程报警单元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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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层建筑施工用智能跟踪配送料系统及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施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高层建筑施工用智能跟踪配送料系

统及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施工是人们利用各种建筑材料、机械设备按照特定的设计蓝图在一定的空

间、时间内进行的为建造各式各样的建筑产品而进行的生产话动。它包括从施工准备、破土

动工到工程竣工验收的全部生产过程。这个过程中将要进行施工准备、施工组织设计与管

理、土方工程、爆破工程、基础工程、钢筋工程、模板工程、脚手架工程、混凝土工程、预应力

混凝土工程、砌体工程、钢结构工程、木结构工程、结构安装工程等工作。

[0003] 经检索，申请公布号为CN110428347A所公开的一种高层建筑施工用智能跟踪配送

料系统及其方法，利用摄像器监控高层建筑施工用智能跟踪配送料过程视频数据；选择高

层建筑施工材料；利用分析程序对建筑饰面材料色差进行分析；利用计算程序对建筑施工

用料量、成分进行计算；利用混合机根据计算数据配置建筑施工用料；利用运输工具对配置

的工料进行运输。本发明通过材料选择模块避免了建筑师凭借经验选择建筑材料时容易发

生的错误，避免另设样板墙带来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通过材料分析模块减少人眼辨别颜

色带来的测量误差，又通过亮度调整，减少人眼辨别明暗带来的测量误差，使目视比色法分

析色差变得更为可靠，检测数据更具可比性。

[0004] 但是其不便于对配送料进行识别，不能够对整个配送料过程进行监控，不能够对

配送料的信息进行更新。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配送料系统不便于对配送料进行识别，

不能够对整个配送料过程进行监控，不能够对配送料的信息进行更新缺点，而提出的一种

高层建筑施工用智能跟踪配送料系统及其方法。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高层建筑施工用智能跟踪配送料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S1：通过称重模块利用称重机对高层建筑施工用智能跟踪配送料的重量信息进行

记录，称重完成后通过上料模块对配送料进行上料；

[0009] S2：通过识别模块在上料模块运输之前对配送料进行识别，识别成功后通过运输

模块对配送料进行运输，运输到指定的地点通过下料模块进行下料；

[0010] S3：通过监控模块对称重模块、上料模块、识别模块、运输模块和下料模块进行全

程监控；

[0011] S4：通过主控模块对称重模块、上料模块、识别模块、运输模块和下料模块进行控

制；

[0012] S5：通过显示模块显示配送料的配送信息，在识别模块未成功识别配送料时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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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进行报警处理；

[0013] S6：通过信息输入模块进行更新的信息输入到数据库内，并通过与数据库内信息

进行对比，对比后通过信息处理模块对更新的信息进行处理，并将更新的信息输入到主控

模块内。

[0014] 优选的，所述S2中，下料模块分布在高层建筑的各个楼层，根据各个楼层发布的指

令需要进行下料，运输模块会根据指定发布指令楼层的信息将配送料运输到指定的楼层。

[0015] 优选的，所述S2中，识别模块首先对配送料的颜色进行识别，查看配送料与其颜色

的对应情况，然后对配送料的重量与称重模块称重的重量进行核对，再通过尺寸识别单元

对配送料的尺寸进行识别，最后通过材质识别单元对配送料的材质进行识别。

[0016] 优选的，所述S5中，当配送料未识别成功时，此时报警启动单元启动，通过信号传

输单元将报警信息进行传输，信号接收单元对报警信息进行接收，上级部门通过电脑端或

手机APP端能够接收到报警信息。

[0017] 优选的，所述S5中，显示模块实时统计出具体建筑施工物料分配位置和品种数量。

[0018] 一种高层建筑施工用智能跟踪配送料系统，包括监控模块、称重模块、上料模块、

识别模块、运输模块、下料模块、主控模块、显示模块、报警模块、信息输入模块、数据库、对

比模块和信息处理模块，所述主控模块与显示模块、报警模块、称重模块、上料模块、识别模

块、运输模块和下料模块通过无线信号相连接，所述监控模块与称重模块、上料模块、识别

模块、运输模块和下料模块通过无线信号相连接，所述信息输入模块与数据库通过无线信

号相连接，所述数据库与对比模块通过无线信号相连接，所述对比模块与信息处理模块通

过无线信号相连接，所述信息处理模块与主控模块通过无线信号相连接，所述称重模块与

上料模块通过无线信号相连接，所述上料模块与识别模块通过无线信号相连接，所述识别

模块与运输模块通过无线信号相连接，所述运输模块与下料模块通过无线信号相连接。

[0019] 优选的，所述识别模块包括颜色识别单元、重量识别单元、尺寸识别单元和材质识

别单元，所述颜色识别单元与重量识别单元通过无线信号相连接，所述重量识别单元与尺

寸识别单元通过无线信号相连接，所述尺寸识别单元与材质识别单元通过无线信号相连

接。

[0020] 优选的，所述报警模块包括报警启动单元、信号传输单元、信号接收单元和远程报

警单元，所述报警启动单元与信号传输单元通过无线信号相连接，所述信号传输单元与信

号接收单元通过无线信号相连接，所述信号接收单元与远程报警单元通过无线信号相连

接。

[0021] 本发明中，所述一种高层建筑施工用智能跟踪配送料系统及其方法，通过称重模

块利用称重机对高层建筑施工用智能跟踪配送料的重量信息进行记录，称重完成后通过上

料模块对配送料进行上料，通过识别模块在上料模块运输之前对配送料进行识别，识别模

块首先对配送料的颜色进行识别，查看配送料与其颜色的对应情况，然后对配送料的重量

与称重模块称重的重量进行核对，再通过尺寸识别单元对配送料的尺寸进行识别，最后通

过材质识别单元对配送料的材质进行识别，识别成功后通过运输模块对配送料进行运输，

运输到指定的地点通过下料模块进行下料，通过监控模块对称重模块、上料模块、识别模

块、运输模块和下料模块进行全程监控，通过主控模块对称重模块、上料模块、识别模块、运

输模块和下料模块进行控制，通过显示模块显示配送料的配送信息，显示模块实时统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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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建筑施工物料分配位置和品种数量，在识别模块未成功识别配送料时报警模块进行报

警处理，当配送料未识别成功时，此时报警启动单元启动，通过信号传输单元将报警信息进

行传输，信号接收单元对报警信息进行接收，上级部门通过电脑端或手机APP端能够接收到

报警信息，通过信息输入模块进行更新的信息输入到数据库内，并通过与数据库内信息进

行对比，对比后通过信息处理模块对更新的信息进行处理，并将更新的信息输入到主控模

块内。

[0022] 本发明便于对配送料进行识别，能够对整个配送料过程进行监控，能够对配送料

的信息进行更新，实现对配送料进行全程跟踪。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高层建筑施工用智能跟踪配送料系统的框图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高层建筑施工用智能跟踪配送料系统的识别模块部分的

框图示意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高层建筑施工用智能跟踪配送料系统的报警模块的框图

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27] 参照图1-3，一种高层建筑施工用智能跟踪配送料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8] S1：通过称重模块利用称重机对高层建筑施工用智能跟踪配送料的重量信息进行

记录，称重完成后通过上料模块对配送料进行上料，上料模块对配送料进行上料，上料模块

为目前使用的上料机，通过主控模块进行控制；

[0029] S2：通过识别模块在上料模块运输之前对配送料进行识别，识别成功后通过运输

模块对配送料进行运输，运输到指定的地点通过下料模块进行下料，下料模块对配送料进

行下料，下料模块为目前使用的下料机，通过主控模块进行控制；

[0030] S3：通过监控模块对称重模块、上料模块、识别模块、运输模块和下料模块进行全

程监控，监控模块为现有技术中的监控机，运输模块为现有技术中的运输机；

[0031] S4：通过主控模块对称重模块、上料模块、识别模块、运输模块和下料模块进行控

制；

[0032] S5：通过显示模块显示配送料的配送信息，在识别模块未成功识别配送料时报警

模块进行报警处理，显示模块为现有技术中的显示屏，报警模块为现有技术中的报警器；

[0033] S6：通过信息输入模块进行更新的信息输入到数据库内，数据库为现有技术中的

数据云盘，并通过与数据库内信息进行对比，对比后通过信息处理模块对更新的信息进行

处理，并将更新的信息输入到主控模块内。

[0034] 本实施例中，S2中，下料模块分布在高层建筑的各个楼层，根据各个楼层发布的指

令需要进行下料，运输模块会根据指定发布指令楼层的信息将配送料运输到指定的楼层。

[0035] 本实施例中，S2中，识别模块首先对配送料的颜色进行识别，查看配送料与其颜色

的对应情况，然后对配送料的重量与称重模块称重的重量进行核对，再通过尺寸识别单元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10969544 A

6



对配送料的尺寸进行识别，最后通过材质识别单元对配送料的材质进行识别。

[0036] 本实施例中，S5中，当配送料未识别成功时，此时报警启动单元启动，通过信号传

输单元将报警信息进行传输，信号接收单元对报警信息进行接收，上级部门通过电脑端或

手机APP端能够接收到报警信息。

[0037] 本实施例中，S5中，显示模块实时统计出具体建筑施工物料分配位置和品种数量。

[0038] 一种高层建筑施工用智能跟踪配送料系统，包括监控模块、称重模块、上料模块、

识别模块、运输模块、下料模块、主控模块、显示模块、报警模块、信息输入模块、数据库、对

比模块和信息处理模块，主控模块与显示模块、报警模块、称重模块、上料模块、识别模块、

运输模块和下料模块通过无线信号相连接，监控模块与称重模块、上料模块、识别模块、运

输模块和下料模块通过无线信号相连接，信息输入模块与数据库通过无线信号相连接，数

据库与对比模块通过无线信号相连接，对比模块与信息处理模块通过无线信号相连接，信

息处理模块与主控模块通过无线信号相连接，称重模块与上料模块通过无线信号相连接，

上料模块与识别模块通过无线信号相连接，识别模块与运输模块通过无线信号相连接，运

输模块与下料模块通过无线信号相连接。

[0039] 本实施例中，识别模块包括颜色识别单元、重量识别单元、尺寸识别单元和材质识

别单元，颜色识别单元与重量识别单元通过无线信号相连接，重量识别单元与尺寸识别单

元通过无线信号相连接，尺寸识别单元与材质识别单元通过无线信号相连接。

[0040] 本实施例中，报警模块包括报警启动单元、信号传输单元、信号接收单元和远程报

警单元，报警启动单元与信号传输单元通过无线信号相连接，信号传输单元与信号接收单

元通过无线信号相连接，信号接收单元与远程报警单元通过无线信号相连接。

[0041] 本发明中，使用时，通过称重模块利用称重机对高层建筑施工用智能跟踪配送料

的重量信息进行记录，称重完成后通过上料模块对配送料进行上料，通过识别模块在上料

模块运输之前对配送料进行识别，识别模块首先对配送料的颜色进行识别，查看配送料与

其颜色的对应情况，然后对配送料的重量与称重模块称重的重量进行核对，再通过尺寸识

别单元对配送料的尺寸进行识别，最后通过材质识别单元对配送料的材质进行识别，识别

成功后通过运输模块对配送料进行运输，运输到指定的地点通过下料模块进行下料，通过

监控模块对称重模块、上料模块、识别模块、运输模块和下料模块进行全程监控，通过主控

模块对称重模块、上料模块、识别模块、运输模块和下料模块进行控制，通过显示模块显示

配送料的配送信息，显示模块实时统计出具体建筑施工物料分配位置和品种数量，在识别

模块未成功识别配送料时报警模块进行报警处理，当配送料未识别成功时，此时报警启动

单元启动，通过信号传输单元将报警信息进行传输，信号接收单元对报警信息进行接收，上

级部门通过电脑端或手机APP端能够接收到报警信息，通过信息输入模块进行更新的信息

输入到数据库内，并通过与数据库内信息进行对比，对比后通过信息处理模块对更新的信

息进行处理，并将更新的信息输入到主控模块内。

[0042]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对于本领域技

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

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

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

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囊括在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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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43]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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