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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Introduction 

“智能抄表管理系统”，是上海三高计算机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发挥二十年在公共事业行业信息化建

设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所创新研发创作的全新的应用系统。 

系统结合移动互联网技术、无线通信技术、GIS 技术等代替原有传统抄表管理模式，通过与营业收

费管理系统接口，使营销业务管理从抄表到水费结算实现自动计算、实时监控，极大的避免了人为抄表

带来的差错，提高了抄表质量，彻底堵住了管理上的漏洞。 

系统应用解决了抄表管理过程中最为关心的抄见率、抄表数据准确性问题，同时完成了对抄表员的

考核管理，极大的方便了抄表管理工作。 

 

2 背景与挑战/Background & Challenge 

抄表管理工作一直是自来水公司营销管理工作中的重要环节。随着国家城镇化建设进程的迅速推进，

“户表改造”、“抄表到户”的实施给供水企业运营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在自动抄表方式没有完全普及的情况下，人工抄表还是主要的抄表方式。传统的人工抄表工作，不

仅工作量大、效率低下，而且存在估抄、错抄、漏抄，抄表册本及抄表人员管理不善等管理漏洞，极易出

现偷水、漏水、超额用水等情况，严重影响自来水公司的经济效益和自身发展，乃至社会影响。这就对自

来水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和领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为了帮助自来水公司应对这些管理问题与挑战，上海三高计算机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推出了基于

Android 平台的“智能抄表管理系统”，为自来水公司加强对抄表工作的管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水量损

失，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提高抄表员的工作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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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解决方案/Solutions 

智能抄表管理系统包含以下功能组件： 

 

智能抄表管理系统由抄表终端子系统、抄表后台子系统和应用服务接口组成，业务涵盖抄表排班、

水表抄表、抄表数据审核、投诉与维修开单、抄表质量分析等业务。抄表终端子系统功能模块包含系统

认证、抄表任务管理、工单上报、组合查询、统计分析、设置等。抄表后台子系统功能模块包含抄表机管

理、抄表计划排班、抄表任务派发、抄表数据审核、报表统计、抄表员定位、历史抄表轨迹回放、抄表质

量与绩效分析等。应用服务接口又分为抄表系统服务与外部系统接口服务两部分，系统通过应用服务接

口实现与营业收费管理系统、客户服务热线系统、GIS、SCADA、短信平台、公司网站等外部系统的数据交

互与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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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手持终端子系统/PDA System 

 系统认证 

系统认证支持在线和离线环境下的域认证和数据库认证。在启动系统进入登录认证前，系统完成设

备是否激活、SD卡、网络及相关环境是否准备就绪、加载配置、自动检测版本更新等过程。 

 

 抄表任务 

根据登录抄表终端人员的信息，系统支持在 3G/4G 或 WIFI 网络环境下自动下载已经派发给此人的

抄表任务。在抄表任务列表可以显示正在下载任务的进度及抄表完成的进度。接收完成的册本，可以点

击开始抄表启动抄表工作，直接进入抄表录入界面，未抄完的册本，可以点击继续抄表定位到第一个未

抄表的表卡进行抄表。抄表完成的册本，显示完成抄表，可以选择上传将抄表数据上传等相关采集的信

息上传到抄表后台管理系统服务器，内复员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审核。 

在抄表任务中，点击册本条目，进入册本列表显示册本内所有的表卡信息。在册本列表中可以选择

表卡进入抄表录入，可以左右滑动，显示册本的抄表统计图表。 

抄表任务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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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表录入 

抄表录入功能包含抄表指数的录入、多媒体内容的采集、GPS 轨迹的采集、客户详细信息的查询、

抄表备注录入、量高量低的判断和原因选择、水费金额的计算、抄表数据的上传等。 

抄表员根据抄表任务，可选择具体抄表册本，选择抄表册本后，可选择具体的待抄用户，如下图所

示。 

 

抄表员定位待抄用户后，可根据情况录入抄表数据，录入数据同时可查看历史抄表信息，欠费信息，

换表信息等等。录入数据同时可采集多媒体信息，如图片、录音、录像等；录入数据同时也可以采集 GPS

信息，进行 GPS 数据记录，每个用户抄表完成是均需要采集 GPS 坐标，如采集不到坐标系统给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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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以继续抄表。 

 

抄表员在抄表的同时，可以查询此待抄用户的相关信息，如用户基本信息，户名、地址等；历史抄

表信息，如平均用量、历史抄表情况等；历史欠费信息；历史换表、调表信息等。抄表结束后，可根据具

体用量算法计算本次抄表所产生的费用，本次计算费用仅作提醒功能，不作为开账依据。并可根据系统

预设参数，进行量高量低的判断。如下图所示： 

 

抄表数据保存后，可根据系统配置，实时上传抄表数据或手动上传抄表数据，现场抄见数据直接通

过 3G/4G 网络发送回抄表后台系统进行二次审核处理。系统将所有上传内容，包括文本数据，多媒体数

据，GPS数据等都可以通过上传队列引擎进行数据上传，上传队列支持断点续传，离线缓存。在系统中多

媒体文件存储采用可配置的压缩机制，可以对画质、音质进行低、中、高三档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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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公告 

系统公告可以接收软件系统的系统更新公告和营业管理部门发布的业务公告等信息。公告的发布支

持发布到指定人员、指定站点和所有人三种模式。 

 组合查询 

组合查询提供了多条件的组合查询。查询条件包含：册本号、客户编号、户口、地址、简号、口径

范围、欠费笔数范围、欠费金额范围、换表日期范围、连续量高量低次数等。查询后点击记录可以进入查

看客户详细信息、近期缴费信息、近期抄表信息、欠费信息。 

 

 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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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表数据统计分析计主要用于抄表员查看抄表情况，如根据抄表状态分析抄表数据，根据抄见情况

进行统计，未抄数据显示，以及根据客户编号、户名、地址等查询用户的抄表情况等。如下图所示 

 

 设置 

设置分为用户设置、系统设置、帮助、关于、版本更新。在用户设置中用户可以设置一些习惯性设

置，如常用抄表状态、保存后是否自动跳转到下一户，支持统计并显示通讯时长、发送短信数量、3G流

量等信息等。系统设置在经过授权情况下可针对一些系统参数进行设置修改，例如，服务器地址，通知

提醒方式，GPS采集频率及系统个性化设置等。进入帮助或关于可以有助用户了解系统的使用和对问题进

行反馈。参考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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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抄表后台子系统/Management System 

 抄表机管理 

主要对抄表机进行管理，如新建、停用等。新采购的抄表机通过抄表机管理模块将抄表机信息录入

到抄表后台管理系统中。录入的信息包含设备编号、设备状态、型号、MAC地址等信息。抄表机安装抄表

终端程序后自动进行激活校验并进行初始化操作。 

抄表机不与人强制绑定，只有抄表任务才和人绑定。因此当抄表员使用的设备出现故障，也可以使

用激活过的其它设备进行抄表工作。 

 抄表计划排班 

抄表计划排班模块，以营业收费系统数据为基础，协助抄收管理人员进行抄表计划的辅助生成，指

定抄表册本的抄表时间线，合理分配抄表区域，形成抄表计划分配的科学化管理。 

抄表计划由各抄表班长在当月制定下月抄表计划，经营业所长审批后再手工录入到抄表后台管理系

统中。可以进行添加、修改、打印、导出 Excel 等操作。往月或已派发的抄表计划不允许修改，未派发

计划可以进行修改。 

 抄表任务派发 

抄表任务派发由内复员根据抄表计划进行派发，派发后生成抄表任务信息和抄表数据。抄表员终端

系统可以收到任务派发的通知，在网络正常情况下，抄表员可以选择手工下载，WIFI 情况下默认自动下

载。 

抄表任务派发指派到人，同一用户在多终端登录，支持多终端下载和同步。实现任务到人，下载到

终端。对于未下载的任务可以撤销派发，修改抄表计划后再改派。 

 抄表数据审核 

内复员对上传的抄表数据进行预审，预审通过之后再进行开账。预审时可以浏览抄表数据、抄表附

带的图片、坐标等多媒体信息，还可以在在地图中查看抄表员轨迹。对通过审核的抄表数据，通过接口

传送到营业收费系统中，可通过营业收费系统内复开账模块进行开账或后台进行自动开账。对审核有问

题的数据，在抄表数据审核模块可以修改本次抄码、抄表状态、水量，可以手工选择图片上传到 FTP 服

务器。 

 抄表分析 

抄表分析可对现场工作人员进行自动考勤。实现人员定位，GPS 位置信息上传，所部管理人员可以

在管理平台上查询检索当前在线的所有现场抄表工作人员相关信息。 

对现场工作人员进行数据分析，方便人员的管理。例如依据当前工作量情况排序、依据所属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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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排序等。 

抄表人员抄表到位率考核功能。根据抄表人员的抄表轨迹，可对抄表人员进行到位率考核。管理人

员也可以对抄表员的抄表轨迹进行回放，了解抄表员的抄表时间间隔。除此之外，管理人员还可以通过

查看抄表人员的轨迹长度和抄表数量来统计劳动强度，为制定抄表任务提供依据，并进行图形化结果输

出及统计报表输出。 

 查询统计 

抄表完成情况查询，根据站点、抄表员、抄表年月、完成状态等条件查询抄表完成情况用列表显示，

显示信息包含抄表员、册本、站点、抄表年月、计划抄表日期、完成状态。点击详情可查看派发记录、下

载记录、上传记录、审核记录。 

抄表水量统计，根据站点、抄表年月统计，按统计类型（抄表员、口径、简号）进行分组统计。用

图表形式显示（饼图或柱型图），提供导出功能。 

 

4 收益分析/Benefit analysis 

 经济收益分析 

人力成本方面：项目投运后，能对表位信息建立起详细的数据档案，使表位信息不再是抄表工人的

专有秘密，可依据管理的需求，对抄表人员实现区域互换，同时依据抄表工作记录情况可进行绩效考核

实现人员的优胜劣汰，减少了人员的投入； 

用水成本方面：系统的应用，解决了传统抄表模式下极易出现的估抄、错抄、漏抄等情况，从一定

程度上遏制了偷水、漏水、超额用水的发生，用水流失得到保证，控制了产销差，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 

 社会收益分析 

系统的应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供水企业在日常抄表工作中的困惑，实现了人员的优化配置，保证

了抄表到位率，遏制了偷水、漏水、人情水等现象的发生，符合国家大力倡导的节能节水思想； 

系统的建设：融入了公司抄表管理的管理理念，以技术带动管理，实现了公司信息化的高速发展，

技术理念应用领域可进一步拓展，可用于公司的管网巡检、设备维修等其它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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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方案指南/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5.1. 项目管理/Project management 

为了更好的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我们建议建立专门的项目团队，每个职位负责自己的

工作，由项目经理进行协调，主要的角色如下图所示。 

 

图 8-1 项目小组组织架构 

项目组成员职责如表所示： 

表 8-1 成员职责 

成员 姓名 单位 主要职责 

项目经理  
客户方 

负责人 

全程跟进整个项目进度；总体把握项目进展；梳理

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负责与业务主管、三高项目

经理沟通。 

业务主管  
客户方 

业务主管 

负责安排呼叫员工使用新系统，并将用户意见及时

反馈；安排和配合系统培训。负责和三高实施人员

商议实施细节。 

IT运维  
客户方 

IT运维 

协助三高针对接口的需求调研；搭建硬件环境，以

确保新系统的顺利实施；负责 IT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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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理  三高 

负责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安排系统测试和用户培

训；负责接口需求调研和开发；负责系统的安装调

试等。 

实施人员  三高 
施工前条件确认，现场系统安装调试、业务系统培

训、现场技术保障。记录现场实施的各种文档。 

5.2. 售后服务/Service 

当系统出现故障的时候，按照如下流程进行报修。 

 

图 8-1 售后服务流程 

6 成功案例/Study case 

 福州自来水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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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与电信合作，智能抄表管理系统与电信智能手持终端实现统一认证。  

 芜湖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该公司 IT 信息化水平较高，系统采用 WIFI 和 3G 远程派发抄表任务及抄表信息的自动同步，极大

的提高了抄表工作质量。 

7 联系方式/ Contact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纪念路 8号财大科技园 5号楼 306室 

邮编：200434 

电话：+86-21-65635776 转市场部 

传真：+86-21-65635781  

网址：www.shanghai3h.com  

客户服务热线： +86-21-55572216 

联系邮箱：3hmkt@shanghai3h.com   

 

www.shanghai3h.com
3hmkt@shanghai3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