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庆前夕，甘肃省灵台县供电公司针对配网薄弱环节，组织各供电所对配电线路设备进行全面巡视、检
查、维护和消缺，砍伐侵占线路通道树木 6 300 多棵，确保配网“零缺陷”运行。 （马再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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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大多县供电企业仍以供电所的农电工为主

来负责农村低压业扩报装、 抄表收费、 抢修服务等工

作，不仅缺少有效、快捷的技术管控手段，无法满足业

务数据的准确性、实时性、完整性、有效性要求，而且不

便于汇总、分析和量化考核，易使优质服务考核流于形

式。基于手机二维码的农村低压供电业务管理系统（以

下简称系统）， 能够通过手机实时进行各类业务信息、
客户信息的采集， 并通过移动通信网络及时传送到供

电公司服务器中，由服务器软件进行分析、处理、统计、
汇总， 不仅能及时生成所需要的各类数据信息汇总或

报表， 也方便了管理人员有针对性的信息化管理和对

人员的监督考核。
1 系统设计及主要功能

本系统主要应用的软件有手机版系统软件、 服务

器版系统软件、手机二维码编制软件等。 系统采用 B/S
体系架构，手机通过 3G 移动网络或 GPRS 网络与服务

器交换数据。
1.1 手机版系统

手机版系统采用流行的安卓智能手机为操作终

端，手机版系统主要包括邮件、工单、查询、费用、系统

等模块，实现数据采集、查询、核算、更新等功能。
（1）邮件模块。主要实现电子邮件收发、转发，支持

照片、文档、表格等常见格式附件，并有邮件、工单时限

提醒功能，方便用户移动办公和及时处理。
（2）工单模块。主要实现低压业务中常用的抢修服

务工单、业扩安装工单、装拆表计工单、竣工验收送电

工单、电费催收工单、安全检查工单、履约违约检查工

单等派工单或临时工单数据信息的录入、编辑、保存、
上传以及业务实效或客户满意证据（照片、语音、录像）
的采集、上传等功能。

（3） 查询模块。 主要实现条码扫描和综合查询功

能。 通过手机摄像头扫描客户凭证或表计上的手机二

维码， 然后调用手机二维码识别程序识读客户或表计

信息，自动查询相关业务工单；也可通过录入工单号、
户名、户号、表编号、杆号、时间等字段信息组合实现对

各模块相关邮件、工单、费用等的综合查询。
（4）费用模块。 主要实现标准作业提醒、材料费用

核算、编辑、保持、上报。根据业务工单类型和工作人员

提供的关键信息自动查询相应的标准化作业指导书

（卡），明确相关业务流程、危险点，所需工器具、材料，
并根据实际对相关工器具、材料、有偿费用的名称、编

号、数量等修改、增补，自动核算出相关业务所需费用

进行保存、上传。

（5）系统模块。 主要实现手机版系统手动更新、个

人信息与密码修改、数据同步、数据上传等功能，确保

手机版系统版本、数据信息、个人信息与服务器一致。
1.2 服务器版系统

服务器版系统主要用来管理手机终端、 编发业务

工单和接收处理上传的各种业务工单数据， 实现对采

集处理后的各类数据信息存储、管理与汇总、分析。
（1）手机终端管理功能。主要是对每个手机终端信

息、系统版本号、使用人员信息、终端使用状态、终端位

置等进行统计、管理，及时掌握每个终端使用情况、供

电服务人员情况，确保有效、成功派发业务工单。
（2）业务工单管理功能。 主要是实现工单生成、派

发、接收、审核与归档。 工单生成时通过数据接口和中

间 数 据 库 从 内 网 营 销 MIS 中 获 取 相 应 的 低 压 业 务、
95598 工单、客户情况、电费欠费等信息，提取关键字

匹配工单模板后自动生成，经人工修改、保存和判定，
就近或按辖区派发到低压供电服务人员的手机终端

上；业务完成后上传时由系统自动接收，当出现异常时

给出提醒和故障代码信息，以便及时解决；然后相应管

理人员按服务时限审核业务工单完成情况， 若有问题

及时驳回处理，否则进行归档。
（3）数据综合应用功能。主要是实现相关指标自动

统计汇总。如工单完成率、工单超期率、客户满意率、服

务人员在线率、服务人员访问次数等；提供单项查询和

自定义综合查询，如查询业扩次数、抢修次数、有偿服

务次数、季度低压新装表计数、一定月份抢修平均完成

时间等；提供生成相应的统计报表、图表，如工单分类

统计表、工器具领用统计表、材料分类统计表等。
2 客户手机二维码编制发行

首先收集需编入二维码的客户基本信息，如姓名、
手机号、身份证号、户号、表计编号等，按照统一规则进

行整合， 然后通过手机二维码生成软件生成所需的手

机二维码，建立与所有低压客户对应的二维码档案。最

后将客户对应的手机二维码通过彩信、 微信发到客户

手机上， 同时直接印制或打印粘贴在客户电能表和服

务卡、电费卡、电费存折等凭证上。 当客户提出供电服

务需求时就不用烦琐地报姓名、户号、身份证等信息，
直接发送或出示自己的手机二维码即可， 在服务人员

上门服务时也仅需手机二维码验证和签名即可。
3 系统信息通道

手机终端与服务器的信息通道主要使用速率较高

的 3G 手机网络，有条件的可以使用移动 WIFI 或车载

WIFI，边远信号盲区仍以 GPRS 网络为主，并自动禁止

基于手机二维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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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金秋丰收季节，福建省长泰县供电公司组织供电服务队深入到田间地头，及时制止私拉乱接，为群
众维修秋收机械，保证农民脱粒、农田灌水用电需求。 （郑丽燕）

!!!!!!!!!!!!!!!!!!!!!!!!!!!!!!!!!!!!!!!!!!!!!!!!

基于统一采集与
集中监控平台的

基于统一采集与集中监控平台的智能配电台区，
借助统一数据采集与集中监控平台，与主站系统配合，
具备状态监测与保护、计量管理、负荷管理、环境监测

和控制、视频监控、电能质量管理、线损管理、经济运行

管理等功能，实现了配电台区的综合管理，实现了集配

电变压器参数监测、保护、计量、通信、动态无功补偿控

制、谐波抑制和三相不平衡治理于一体的数字化、智能

化；提高了供电可靠性和电能质量，做到了远方监控和

统一指挥，满足了农网智能化建设需求。为了适应统一

采集与集中监控平台的智能配电台区建设， 山东省高

密市供电公司对试点台区进行了智能化、标准化改造，
实现了配电台区的综合管理。
1 台区设备配置与改造

（1）应用了有载调压变压器。调压变压器的控制箱

可设置远方调节和就地调节， 在试点中该地全部调压

变压器统一使用远方调节的方式。 调整变压器电压的

依据为： 变压器低压侧三相电压中有一相超出合格范

围即进行调压，电压合格范围为额定电压的±7%，如低

压侧为 380 V 的合格电压范围为 353.4～406.6 V。
（2）应用了有载调容变压器。有载调容智能变压器

利用自带的有载调容智能控制器自动检测及判断用户

负荷大小，并通过有载调容开关，在变压器不断电的状

态下，自动切换容量，从而实现对运行过程中变压器容

量大小的自动调节。
（3）应用了非晶合金变压器。非晶合金具有非常好

的导磁性能， 非晶合金铁心变压器比硅钢片铁心变压

器的空载损耗下降 80%左右， 空载电流下降约 85%，
是目前节能效果较理想的配电变压器。

（4）应用了双电源备自投装置。在试点线路中选择

重点台区安装多台变压器，采用双电源供电方式，当其

中一台变压器发生故障时， 系统可马上切换使用另一

台变压器进行供电，提高供电可靠性。
（5）应用了环境监测装置。 安装温度传感器、湿度

传感器、烟雾传感器对配电变压器运行环境进行监测。
所有传感器通过数据线与终端监控扩展模块相连，由

智能配电变压器终端采集数据上送至主站。
（6）应用了视频监控装置。对重要配电变压器加装

视频监控装置，视频监控装置通过 3G 无线专网接入。
管理人员可通过各视频设备的 IP 地址进行访问，远程

查看摄像头的监视内容，将配电变压器现场设备运行、
环境安全等情况实时传输到监控中心， 使管理人员及

时了解配电变压器现场情况， 从而提升对设备的监控

水平，保证设备安全运行，防范事故的发生。
（7）应用了电能质量监测装置。通过电能质量监测

装置对电压合格率、谐波数据、功率因数越限、三相负

荷不平衡越限进行统计评估， 并根据评估结果提醒管

理人员投入电能治理装置以改善电能质量。
2 实施效果

通过台区改造， 将台区设备与统一采集与集中监

控平台实现了良好对接， 实现了配电设备的经济运行

和节能降耗， 有效提高了客户端电能质量及台区供电

可靠性，尤其以“五遥”效果显著。
（1）实现了对台区配电设施总进线、各路出线的电

流、电压、功率参数，无功补偿装置的投切容量，有载调

容变压器当前容量、调容次数和状态运行时间，有载调

压变压器输出挡位， 环境监测数据等现场工况的 “遥

测”。
（2）实现了对台区配电设施、门禁系统等开关变位

和通信中断、环境异常、用电故障的“遥信”功能。
（3）根据电网运行情况和生产经营需要，实现了对

台区进、出线断路器和欠费客户电能量负荷开关的“遥

控”功能。
（4） 实现了对有载调容和有载调压变压器输出挡

位的“遥调”功能。
（5） 实现了利用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对配电台区地

理环境的“遥视”功能。 2013-09-11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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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台区建设

照片、影音等大容量数据文件上传。
4 系统应用主要流程

客户到供电营业厅、供电所或通过电话、短信、互

联网等方式申请现场供电服务时通过出示或发送手机

二维码进行验证， 确认是辖区客户后由相关坐席人员

记录服务需求上报营销部，否则拒绝服务需求；营销部

审核后， 对低压服务需求利用浏览器登录服务器系统

生成相关工单，派发给对应的供电所服务人员；供电所

服务人员通过手机终端查看相关业务、 查询作业流程

及标配工器具、材料，若供电所缺少时直接向物资部申

请和领取。 到达现场经客户手机二维码签名确认后进

行服务， 工作结束后征求客户意见并经客户手机二维

码签名终结服务工作，将相关工单信息及相关照片、影

音信息上传服务器系统审核和存储到数据库中；最后，
由相关管理人员通过服务器系统统计汇总工单完成情

况并回访客户。 2013-09-11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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