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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电网物资质检系统，包括

移动终端APP，以及与所述的移动终端APP信号连

接的二维码生成器、二维码喷涂装置、图像采集

摄像头、扫码摄像头和物资检测设备，其中移动

终端APP：用于接收外界发来的检测计划，并用于

依据接收到的检测计划控制生成所述检测计划

对应的二维码，并用于控制二维码喷涂装置在各

待检测物资样品上喷涂二维码；还用于验证待检

测物资样品上喷涂的二维码，并用于在验证通过

后，控制物资检测设备检测各待检测物资样品；

还用于依据图像采集摄像头采集的图像信息，提

取并存储物资检测设备的检测结果，还用于依据

存储的检测结果生成检测结论，并对应生成相应

的检测报告。本发明用于提高质检效率以及提高

质检结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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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网物资质检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移动终端APP，以及与所述的移动终端APP

信号连接的二维码生成器、二维码喷涂装置、图像采集摄像头、扫码摄像头和带有用于显示

检测结果的显示界面的物资检测设备，其中：

二维码生成器，用于生成二维码；

二维码喷涂装置，用于向待检测物资样品上喷涂二维码生成器生成的二维码；

物资检测设备，用于检测各待检测物资样品；

图像采集摄像头，用于采集物资检测设备的显示界面中显示的检测结果的图像信息；

扫码摄像头，用于扫描待检测物资样品上喷涂的二维码；

移动终端APP，用于接收外界发来的检测计划，并用于依据接收到的检测计划，调用二

维码生成器生成所述检测计划对应的二维码，并用于控制二维码喷涂装置将二维码生成器

生成的二维码对应喷涂在各待检测物资样品上；还用于验证扫码摄像头扫描待检测物资样

品上喷涂的二维码获取的二维码信息，并用于在验证通过后，控制物资检测设备检测各待

检测物资样品；还用于依据图像采集摄像头采集的图像信息，提取并存储物资检测设备的

检测结果，还用于依据存储的检测结果生成检测结论，并用于依据存储的检测结果以及对

应生成的检测结论生成检测报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网物资质检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移动终端APP还用于

提供检测报告的下载接口，用于导出所生成的检测报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网物资质检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电网物资质检系统

还包括存储器，用于本系统中的数据存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网物资质检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移动终端APP还用于

依据各物资供应商以往供应物资的检测报告对应生成相应的告警信息，所述的告警信息包

括以往的检测中是否存在不合格的现象。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网物资质检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存储器内存有配合使用

的加密算法和解密算法，其中移动终端APP将各检测结果调用所述的加密算法加密后对应

存储在所述的存储器内。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电网物资质检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网物资质检系

统还包括视频监控单元，用于监控移动终端APP、二维码生成器、二维码喷涂装置、图像采集

摄像头、扫码摄像头和物资检测设备的工作过程。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电网物资质检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网物资质检系

统还包括移动终端，所述的移动终端中内置所述的移动终端APP、存储器以及所述的图像采

集摄像头和扫码摄像头。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电网物资质检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图像采集摄像头和扫

码摄像头采用同一个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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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网物资质检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网物资质量检测领域，具体是一种电网物资质检系统，用于提高质

检效率以及提高质检结果的可靠性。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电网建设的快速发展，电网物资采购数量逐渐增多，对应在电网物资方

面投入的金额也逐渐增多。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下，某些供应商生产并供应劣质物资，由

此导致的质量问题事件频发，给电网的安全运行带来极大的隐患。可见对电网物资的质量

检测已成为一种必需。

[0003] 鉴于电网物资采购数量庞大，对所采购的物资无法逐一进行质量检测，目前采用

质量抽检的方式进行物资质量检测。

[0004] 而目前对于质量抽检工作来说，从现场取样、检测数据填写、直至报告生成，基本

依靠人工手动完成，智能化操作水平低，质量抽检工作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低，而且缺少

有效的监控手段，致使人工过多干涉物资的质检，极易发生篡改原始数据的问题，极大降低

了检测报告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最终导致质量抽检工作不能有效的提高电网设备的质量。

此为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电网物资质检系

统，用于提高质检效率，并用于提高质检结果的可靠性。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电网物资质检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移

动终端APP，以及与所述的移动终端APP信号连接的二维码生成器、二维码喷涂装置、图像采

集摄像头、扫码摄像头和带有用于显示检测结果的显示界面的物资检测设备，其中：

二维码生成器，用于生成二维码；

二维码喷涂装置，用于向待检测物资样品上喷涂二维码生成器生成的二维码；

物资检测设备，用于检测各待检测物资样品；

图像采集摄像头，用于采集物资检测设备的显示界面中显示的检测结果的图像信息；

扫码摄像头，用于扫描待检测物资样品上喷涂的二维码；

移动终端APP，用于接收外界发来的检测计划，并用于依据接收到的检测计划，调用二

维码生成器生成所述检测计划对应的二维码，并用于控制二维码喷涂装置将二维码生成器

生成的二维码对应喷涂在各待检测物资样品上；还用于验证扫码摄像头扫描待检测物资样

品上喷涂的二维码获取的二维码信息，并用于在验证通过后，控制物资检测设备检测各待

检测物资样品；还用于依据图像采集摄像头采集的图像信息，提取并存储物资检测设备的

检测结果，还用于依据存储的检测结果生成检测结论，并用于依据存储的检测结果以及对

应生成的检测结论生成检测报告。

[0007] 其中，所述的移动终端APP还用于提供检测报告的下载接口，用于导出所生成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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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报告。

[0008] 其中，所述的电网物资质检系统还包括存储器，用于本系统中的数据存储。

[0009] 其中，所述的移动终端APP还用于依据各物资供应商以往供应物资的检测报告对

应生成相应的告警信息，所述的告警信息包括以往的检测中是否存在不合格的现象。

[0010] 其中，所述存储器内存有配合使用的加密算法和解密算法，其中移动终端APP将各

检测结果调用所述的加密算法加密后对应存储在所述的存储器内。

[0011] 其中，所述的电网物资质检系统还包括视频监控单元，用于监控移动终端APP、二

维码生成器、二维码喷涂装置、图像采集摄像头、扫码摄像头和物资检测设备的工作过程。

[0012] 其中，所述的电网物资质检系统还包括移动终端，所述的移动终端中内置所述的

移动终端APP、存储器以及所述的图像采集摄像头和扫码摄像头。

[0013] 其中，所述的图像采集摄像头和扫码摄像头采用同一个摄像头。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1）本发明所述的电网物资质检系统，其通过二维码对每个待质检的物资样品进行标

识，并在待检测物资样品上的二维码通过验证后才能使用物资检测设备检测待检测物资样

品的质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检测报告的可靠性。

[0015] （2）本发明所述的电网物资质检系统，其通过图像采集摄像头采集物资检测设备

显示界面上显示的检测结果数据，避免了质检人员的手工输入，一方面降低了质检人员的

劳动强度、提高了质检人员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进一步确保了检测报告的可靠性。

[0016] （3）本发明所述的电网物资质检系统，其还包括视频监控单元，使得整个质检过程

均处于视频监控之中，进一步确保了检测结果的可靠性。

[0017] （4）本发明通过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等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前端试验数据预

警、计划信息深度应用和检测过程全景在线，全部检测流程的线上管控，实现了物资质量检

测的“全景质控”。

[0018] 由此可见，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其实施

的有益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所述电网物资质检系统的具体实施方式1的功能结构框图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所述电网物资质检系统的具体实施方式2的功能结构框图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使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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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

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2] 图1为本发明所述电网物资质检系统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

的电网物资质检系统包括移动终端APP，以及与所述的移动终端APP信号连接的二维码生成

器、二维码喷涂装置、图像采集摄像头、扫码摄像头和带有用于显示检测结果的显示界面的

物资检测设备，其中：二维码生成器，用于生成二维码；二维码喷涂装置，用于向待检测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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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上喷涂二维码生成器生成的二维码；物资检测设备，用于检测各待检测物资样品；图像

采集摄像头，用于采集物资检测设备的显示界面中显示的检测结果的图像信息；扫码摄像

头，用于扫描待检测物资样品上喷涂的二维码；移动终端APP，用于接收外界发来的检测计

划，并用于依据接收到的检测计划，调用二维码生成器生成所述检测计划对应的二维码，并

用于控制二维码喷涂装置将二维码生成器生成的二维码对应喷涂在各待检测物资样品上；

还用于验证扫码摄像头扫描待检测物资样品上喷涂的二维码获取的二维码信息，并用于在

验证通过后，控制物资检测设备检测各待检测物资样品；还用于依据图像采集摄像头采集

的图像信息，提取并存储物资检测设备的检测结果，还用于依据存储的检测结果生成检测

结论，并用于依据存储的检测结果以及对应生成的检测结论生成检测报告。

[0023] 在本实施方式中，移动终端APP还用于提供检测报告的下载接口，用于导出所生成

的检测报告。

[0024] 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的电网物资质检系统还包括存储器，用于本系统中的数据

存储。

[0025] 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的移动终端APP还用于依据各物资供应商以往供应物资的

检测报告对应生成相应的告警信息，所述的告警信息包括以往的检测中是否存在不合格的

现象。

[0026] 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存储器内存有配合使用的加密算法和解密算法，其中移动

终端APP将各检测结果调用所述的加密算法加密后对应存储在所述的存储器内。

[0027] 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的电网物资质检系统还包括移动终端，所述的移动终端中

内置所述的移动终端APP、存储器以及所述的图像采集摄像头和扫码摄像头。

[0028] 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的图像采集摄像头和扫码摄像头采用同一个摄像头，均采

用所述移动终端中内置的摄像头。

[0029] 使用时，首先将检测计划传送至移动终端APP，移动终端APP根据预先存储的相应

供应商以往物资产品的检测结果数据，移动终端APP中对应形成并显示检测前的告警信息，

比如所生成的告警信息为该相应供应商以往供应物资产品的检测结论为不合格，则为即将

开展的检测提供预警，方便质检人员留意检查；之后移动终端APP根据接收到的检测计划

（在移动终端中）对应生成该接收到的检测计划对应的二维码，之后将该生成的二维码发送

给二维码喷涂装置，由该二维码喷涂装置将此二维码喷涂在待检测物资样品上，完成取样

工作。之后将喷涂有二维码的待检测物资样品运送至检测现场，移动终端APP通过扫码摄像

头扫描待检测物资样品上喷涂的二维码获取的二维码信息，之后验证扫描获取的二维码信

息，并在验证通过后，控制物资检测设备检测各待检测物资样品；之后移动终端APP通过图

像采集摄像头采集物资检测设备的检测结果显示界面的图像信息，并基于该图像信息提取

物资检测设备的检测结果、以及将该检测结果通过所述的加密算法加密后存储在存储器

中。当通过移动终端APP生成检测报告时，移动终端APP调用所述的解密算法对存储器中存

储的检测结果对应的密文进行解密，并将解密出的检测结果数据与预先存储的标准参照阈

值范围进行比较，并依据比较结果生成检测结论，随后基于解密出的检测结果数据以及对

应生成的检测结论对应生成相应的检测报告，供质检人员下载与导出。可见整个过程避免

了质检人员手工填写检测数据生成检测报告，一方面降低了质检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了

质检人员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检测结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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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具体使用时，质检人员通过所述的下载接口，即可下载与导出所述的检测报告，之

后打印出该检索报告，进行人工审核与签字盖章，形成最终生效的检测报告。

[0031] 图2为本发明所述电网物资质检系统的另一种实施方式，其与上一实施方式相比，

该实施方式中所述的电网物资质检系统还包括视频监控单元，用于监控移动终端APP、二维

码生成器、二维码喷涂装置、图像采集摄像头、扫码摄像头和物资检测设备的工作过程。其

中，视频监控单元的使用，使得整个质检过程均处于视频监控之中，进一步确保了检测结果

的可靠性，从而确保了检测报告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0032] 其中，所述的视频监控单元可以采用现有技术中的任意实现方式进行实现，比如

可以采用现有技术中“摄像头+  PC机”的常用监控方式进行实现。

[0033] 以上实施方式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施

方式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

实施方式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

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方式技术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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