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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pplication of low voltage business expansion management system, combined with business expansion material management regulations, timely and accurately finishes the work of summarizing the corresponding supporting data. The work completely dependent on manual processing is
transferred to software for quick solution, which shortens the workload of managers, improves
work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and thus improves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the company’s business
expans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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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低压业扩管理系统，结合业扩材料的管理规定，及时准确地完成相应配套资料的完善归结等工作。
将完全依赖于人工处理的工作交由软件来进行快速解决，缩短管理人员的工作量、提升工作效率及准确
性，从而提升公司的业扩项目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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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的电力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居民用电需求逐渐增加，电力企业应该不断提升电力服务质
量，对于电力企业来说，低压业扩项目对于电力企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在发展过程中，低
压业扩在供电公司中所占的比例很大，配套资料众多。传统人工模式收集整理业扩配套资料效率低、工
作量大、耗时长，造成结算工作推进迟缓。建立低压业扩配套管理系统，可以对低压业扩配套项目进行
规范化管理，加强监督，提高电力企业员工的管理意识，并且改变他们工作态度，增加员工的工作热情，
使工程结算效率相对于人工模式大幅度提高，节约了人力、物力和财力[2]。

2. 传统模式下的不足之处
传统人工收集资料的模式存在很多不足：
1) 数据描述不准确
因为编制单户资料的工作由供电所负责，在编制资料时部分工作人员没有对用户信息及物资信息进
行标准的描述，导致数据描述不准确，汇总时无法准确统计。
2) 汇总难度高
分公司汇总人员需对各个供电所编制的单户资料等信息进行汇总，但各个供电所员工编制资料习惯
不同，表格数据存在差异，造成汇总难度较大。
3) 工作量巨大、效率低下，耗时长
业扩配套资料众多，且数据信息量异常庞大，收集资料变得十分困难，造成人工操作工作量巨大，
花费时间较长；同时，也极易造成数据录入错误，效率低下，影响资料的整体质量，增加相关生产和管
理人员的负担。
4) 资料保存难
供电所业扩项目较多，资料等信息的保存比较困难，没有有效的保存方式，极易出现遗失的情况，
不利于对供电服务质量的提升。

3. 低压业扩管理系统的应用价值
低压业扩管理系统能够解决业扩配套资料制作难、管理难的问题，减少了繁杂的工作流程，激发了
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了工作效率，有效增加了竣工结算资料送审成功率，从而提高业扩项目管
理质量。
1) 数据描述准确
业扩系统使用统一的数据库，物料库信息、台区信息与 ERP 系统和 PMS 系统一致。使用人员只需
要对相关数据进行选择，使得物料、台区、用户等数据准确呈现，消除了人工录入数据不一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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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利于配套数据的管理。
2) 资料汇总更简单
供电所登录系统中的供电所客户端，根据系统提示正确录入单户信息，并选择与之对应的物料信息，
数据自动汇总到分公司客户端下，省去了人工收集汇总的繁杂程序。
3) 有效提高工作效率
汇总人员在低压业扩配套管理系统中将所有单户资料进行汇总并对物料进行分配，数据传输更高效，
减少了数据录入错误情况的发生，有效提高了整理低压业扩配套资料的效率。
4) 操作简单
操作过程中不需要进行过多的手动输入，供电所只需要按照系统相关提示进行信息选择，系统可以
一键生成竣工资料，简化操作流程，节省大量时间。
5) 资料的保存电子化
通过系统录入的数据会保存在数据库中，随时可以进行查看，保证资料的长期有效保存。
6) 配套资料更科学规范
使用规定的配套资料模板，规范配套资料的编写标准，提高了送审成功率；同时提高了电力公司规
范管理的标准与管理意识。
低压业扩管理系统的使用改善了电力部门制作配套资料难的问题，为规范管理低压业扩奠定坚实的
基础。传统人工模式的配套资料制作与使用低压业扩管理系统对比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Comparison of manual mode and low voltage expansion system
图 1. 人工模式与低压业扩系统对比图

4. 低压业扩管理系统的实现
4.1. 系统概述
台区信息数据管理是系统结合 PMS2.0 运维管控模块，加强基础数据管理规范，完成高低压线路的
信息采集汇总，为单户资料的编制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3]。物料信息是由项目单位从 ERP 上申报的物资
需求计划中确定物料编码 ID、计划数量、采购时间、单价等，确保物料的特殊性[4]。台区信息具有一次
录入长期有效的特点，能够快速有效的帮助工作人员完成单户资料的填写工作，提高资料质量及低压业
扩项目管理水准。
系统主要由供电所客户端和分公司客户端两部分构成，根据业扩配套资料的收集与汇总情况，数据
传输流程如图 2 所示。供电所对台区内的单户资料进行收集并录入系统完成单户资料的整理；分公司将
供电所整理好的数据进行汇总，核对各项信息，如物资信息及分配信息，确保资料正确的情况下一键输
出所有配套资料，方便快捷，同时也实现了各个供电所与分公司数据的独立性，防止数据交叉影响。
在输出功能模块的设计上，系统客户端能够完全实现网络打印，能够通过网络十分有效的实现对配
套打印机的访问工作，最终实现网络打印工作，确保了系统应用过程中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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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Data transfer process
图 2. 数据传输流程

4.2. 系统架构
网络技术架构 C/S 模式，即客户端(client)和服务器(server)结构，C/S 模式一般建立在专用的网络上，
小范围里的网络环境，局域网之间再通过专门服务器提供连接和数据交换服务，因为没有中间环节，所
以响应速度快，提高了数据的共享性和实时性。C/S 模式一般面向相对固定的用户群，对信息安全的控
制能力很强。C/S 结构能够更好的符合系统实际发展需求，对后期系统扩充或者改进起到了促进效果[5]。
数据库的访问利用函数进行有效的数据查询、数据更新、数据添加及数据增删的各种操作，保证界
面操作过程中的一致性，避免用户与系统在交互过程中的差错[6]。运用函数来减少用户对数据库的操作，
实现系统操作过程中的便捷性，实现数据的实时共享。
数据结构化是数据库系统与文件系统的根本区别。在文件系统中，独立文件内部的数据一般是有结
构的，但文件之间不存在联系，因此从数据的整体来说是没有结构的。数据库系统虽然也常常分成许多
单独的数据文件，并且文件内部也具有完整的数据结构，但是它更注意同一数据库中各数据文件之间的
相互联系。
结合低压业扩管理系统的综合应用情况，整个系统采用 C/S 模式和数据结构化，最大限度的将数据
进行共享利用，快速处理大量信息，提高了低压业扩管理系统的可操作性与实用性。

4.3. 系统功能
低压业扩管理系统将数据电子化管理，提高数据利用率及传输率，很大程度上提高工作的效率，降
低工作量，为快速整理出业扩配套资料提供了科学有效的途径。低压业扩系统主要实现以下功能(如图 3)：

Figure 3. Function diagram of low-voltage business expansion management system
图 3. 低压业扩管理系统功能图

1) 数据录入功能
数据录入分为项目、物资、图形录入等，所有数据的录入都要按照相关表单的具体要求进行编写，
数据录入后能够根据要求进行分拆和重组，保证数据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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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库房管理功能
库房管理包括物资管理入库、分配、领取、盘点等环节的处理工作，可对部分功能数据进行修改，
并可实现相应表单的自动生成，实现了工作便捷化、信息明确化。
3) 查询功能
用户可以根据项目、物资以及综合信息进行查询，可以快捷、准确的查询到所需要的各种数据信息，
并且导出需要的数据，提高资料获取的准确与及时性。
4) 竣工管理
分为单户资料、汇总资料及季度资料管理，通过资料管理可以自动生成竣工资料、审核定案等必要
资料，实现配套资料的规范化输出，保证低压业扩项目及时完成，推进业扩配套资料的规范化进程，为
低压业扩项目的科学化及规范化管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 系统维护功能
通过系统维护功能的设置可以将班组信息、标准物料信息、自动物料信息、台区信息、业扩项目信
息等基础信息进行归档整理以便于随时查询和管理，确保数据的安全性与稳定性。

5. 结束语
低压业扩管理系统采用 C/S 模式，确保了数据的实时性及共享性，实现了对业扩配套资料进行电子
化管理，输出资料更加规范便捷，数据信息易查询，长期有效保存资料等功能。改变传统的手工录入方
式，减少了工作量，大幅度简化人工操作流程，激发工作人员工作热情，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提高了
业扩配套资料的送审成功率及工作效率，为供电公司整理并输出业扩配套资料提供新的科学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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