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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 要
随着我国工业的迅速发展，工业气体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工业气体通常有腐
蚀性、易燃、易爆、有毒等特性，一般需要钢瓶承装才可以销售。工业气体对生
命以及财产的安全有一定的威胁，必须使用钢瓶来承装，因而合理地管理钢瓶对
于工业气体行业尤为重要。在信息化时代，平常钢瓶的各方面管理依旧是人工化

库

的，包括钢瓶标识的识别以及钢瓶编号的记录。这种方式存在很多的不足，比如

文
摘

资产管理思想的钢瓶管理系统就显得很有意义。

要

耗费人力、效率低、错误率高等。因此设计开发一套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先进的

本文基于工业气体行业中钢瓶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
先进的资产管理思想，设计并实现了一套 C/S 结构的钢瓶管理系统，系统使用

论

C#语言开发，以 Microsoft visual studio.net 2005 为作为开发平台，所用的数据库
为 SQL Server 2005. 钢瓶管理系统建立了一套科学的钢瓶管理新体系，对工业气

士

体企业的钢瓶建立了一个有效的管理系统，方便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的使用。

硕

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对工业气体行业钢瓶管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详细的需求调研，结合

学
博

钢瓶管理的需求，提出了一整套合理的解决方案。
2．对系统模块进行详细的划分，确定了钢瓶管理、基本资料、工序管理、

大

系统管理四大功能模块。

3. 对系统作具体的设计，完成了系统的各功能模块的所有功能，使得系统

门

有较高的安全性能、权限管理，实现钢瓶管理事务办公自动化，提高钢瓶的管理

厦

效率。

4. 对系统开发中采用的相关技术进行了介绍，如C/S结构、Microsoft visual

studio.net 2005开发平台、SQL Server 2005数据库以及C#语言。
本文设计开发的钢瓶管理系统系统界面简洁明了，使用方便，各种图表结合
查询功能为客户对整个液化气钢瓶的经营管理提供全面解决方案，此外系统的合
理应用，提高了员工的工作效率，节约工作时间，减少记录差错，同时提高了钢
瓶使用的安全性，为企业的更好运行提供保障，以此来提高企业的效益。
关键词：钢瓶管理系统；C/S结构；C#

I

Abstract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dustry, the demand for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LPG) is growing up. LPG has some typically characteristics like
flammable, explosive, toxic and corrosive, before it can be in market for selling, it

库

must be well packed with cylinder. LPG has a certain threat to the safety of life and

要

property, it is a must o do cylinder packing, therefore reasonable management of the
cylinder as LPG packing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gas industry. In today’s

文
摘

information age, the daily management of the LPG cylinders is under traditional way,
identifying the cylinder’s label& recordingly the cylinder No. by manpower, which
has many disadvantages, such as labor-intensive, lower efficiency and high error rate.

论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sign and develop a set of cylinders’ management

士

system by using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asset management

硕

ideas.

In this dissertation, based on the problems of LPG cylinders management, with

学
博

application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asset management
thinking we design and bring out a set of cylinder management system. The system is
C/S structure which was developed by C# on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5, SQL

大

Server 2005 as the database. In this paper, we establish a scientific management for

门

LPG cylinders manage. It’s an effective management system for the LPG cylinders’

厦

companies, the managers and the staff can use the system easily.
The main contents of this dissertation include:
1. Base on detailed investigation the problem met today in LPG industry,

combined with the cylinder management demand, a completed set of solution was
proposed.
2. Detailed division of system module: the basic information, the cylinder
management, process management, system management as its 4 sections.
3. With special design, all the functions of systems’ divided module was
achieved, which enable the systems with high safety performance. With this system,
II

Abstract

we can realize the cylinder management affairs office automation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ylinder management.
4.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echnologies used in this system’s development, such
as C/S, Microsoft visual studio.net 2005 development platform, C# language and SQL
Server 2005 database.
with

库

THE LPG cylinder management system as mentioned in this paper,

simple and clear interface, it is easy to use and its chart combined query function for

要

the whol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LPG provides its customer with a

文
摘

comprehensive solutions. In addition to this, the 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system
enhance the employee's work efficiency, save working time, reduce mistake,
meanwhile it also improved the security of the cylinder using, enable the enterprise

论

under a better running thus to improve its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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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学
博

硕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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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中国工业的迅速崛起，工业气体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工业气体通常具有

库

腐蚀、毒害、易爆、易燃等特性，一般需要钢瓶承装才可以销售[1,2]。合理使用

要

及管理工业气体钢瓶关系到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因此，工业气体瓶装市场的相关
安全问题让我国的有关部门对其更加的重视，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规范瓶装工业

文
摘

气体市场的运行。这些措施包括：钢瓶由工业气体企业进行统一的管理；经营者
必须要有经营执照；加强管理工作流程、不定时的组织对气充装站及储存、充装
单位进行安全检查，以上措施对钢瓶工业气体市场的有序运营产生了许多利益，

论

然而在以上的措施中由于人为因素起了决定性占比[3-5]。

士

目前工业气体行业内普遍的做法是由厂家提供钢瓶，而用户采用租用或者免
费占用的方式使用钢瓶。用户购买瓶装的气体，使用完毕之后归还钢瓶。这种模

硕

式使得气体行业管理产品与其他类型的企业有很大的不同。其他企业需要管理的

学
博

是产品本身，产品销售出去之后，除退货等原因，产品不会再返回厂里。而工业
气体行业则不同，该行业实际需要管理的是容器，把容器管住了，也就相当于管
住了产品。国家有明文规定，钢瓶有一定的使用年限，每隔若干年钢瓶都要进行

大

安全压力测试，以保证钢瓶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发生事故[6,7]。因此需要对钢瓶的

门

使用期限、检验的日期等等进行记录。当钢瓶数量成千上万的时候，钢瓶的安全
情况就复杂起来，企业管理人员很难记住那些钢瓶需要打压了，那些钢瓶是可以

厦

正常使用的。而且有时候钢瓶会在客户处存放很长时间，就更增加了钢瓶出现事
故的安全隐患。因此非常需要管理软件能够及时的提醒工作人员，那些钢瓶到检
验期了，需要打压测试了[8-12]。
此外，工业气体企业拥有的钢瓶可能是几千只，甚至几万只，钢瓶是气体企
业一笔很大的固定资产。由于钢瓶是循环使用，客户会占用部分钢瓶，因此如果
需要掌握钢瓶的数量、钢瓶的使用记录等等，手工方式记录就很难做到了。经常
会是丢失钢瓶、钢瓶损坏却没有使用记录，无法追溯责任。而且用户有可能长时
间占用钢瓶，造成资产利用率低，而企业又不掌握数据，无法应对。同其他企业
1

基于.Net 和 SQL Server 的钢瓶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一样，气体行业也需要了解产品的销售信息。例如发出了多少实瓶，回收了多少
空瓶，但由于气体产品有自己的特点，而一般的进销存软件只管理产品的销售和
库存等信息，无法照顾到钢瓶需要回收这个特点，因此并不适合工业这个行业
[13,14]

。
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平常钢瓶的各方面管理依旧是人工化的，包括钢

库

瓶标识的识别以及钢瓶编号的记录。这种方式存在很多的不足，比如耗费人力、
效率低、错误率高等。从国内到国外，许多工业气体钢瓶的工作者都希望能够有

要

比较信息化的管理方法来管理钢瓶，且为之不断努力。但是，因为受到现有技术

文
摘

的限制，大多数尝试还没有实现预想的结果。因此有必要设计开发一套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和先进的资产管理思想的钢瓶管理系统，建立科学的钢瓶管理新体系，
对工业气体行业的钢瓶建立一个有效的管理系统，方便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的使

硕

1.2 国内钢瓶管理现状

士

率，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

论

用，通过信息化的管理方式实现钢瓶管理的规范化、自动化，提高钢瓶的管理效

学
博

作为我国的特种的设备，气体钢瓶是数量最大的一种。保守估计，我国正在
使用的钢瓶有 1.22 亿只，福建省钢瓶数量约为 249.56 万，其中厦门拥有气瓶
约 92.81 万只。钢瓶安全涉及千家万户，怎样应用现代化技术来约束管理钢瓶

大

的生产、储存、运输和监督等环节，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意义[15,16]。
同时，我国也发布了一些条文、通知等来规范和监督钢瓶的生产与发展[17,18]。

门

通过条形码来实现钢瓶流转的全过程闭环跟踪管理，不仅使得工业气体行业

厦

在钢瓶流转环节的安全管理水平整体提升，有效地预防并降低钢瓶安全事故的发
生率；而且消费者、企业管理人员和执法者能够通过条形码直接识别钢瓶的归属
单位和流转环节，帮助企业管理人员更好的管理自身企业钢瓶，也使得非法充装
非自有产权钢瓶的单位或个体经营者可及时被执法者查处，使工业气体行业的市
场经营更加规范化。钢瓶条形码数字化管理标准的成功实施，使全国的钢瓶流转
环节的闭环管理将更上一个新的水平。现如今，国家、省、市的各级技术监督局
都表示将全力支持此系统，政府监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对该系统的推行更加有益。
钢瓶管理采用数字化信息管理的现代化方法，不仅满足安全监察部门的行政监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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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也是气体企业对企业内部管理水平进一步加强、改进和提升的必然选择。
目前国内钢瓶管理中存在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19]：
1．钢瓶的流失现象严重。由于气体企业之间的竞争强度不断加剧，气体使
用者的选择越来越多，有时同一个用户使用的气体来自不同的企业，这就使得钢
瓶经常流失。伴随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外来人口流动性的增大，新瓶流失的现

库

象日趋严重。根据部分经营钢瓶工业气体的企业粗略计算，公司每年因为新瓶流
失这一原因所产生的经济损失就超过10万元，另外还有一些无法估算的损失。

要

2．因为流失的那些钢瓶不能进行统一的管理，造成在发生安全事故以后，

文
摘

责任的归属不明确，给公司带来不必要经济损失的同时，也会让消费者对公司有
错误的概念，觉得该公司的钢瓶在安全问题上不达标，损害该公司的形象，致使
其销售量的下跌。

论

3．目前，钢瓶是否过期只能依靠人去判别，而因为钢瓶的使用环境相对恶
劣，用过的钢瓶其标识很难识别，这样就会容易对过期钢瓶做出错误的判断，使

士

得有些过了年限的钢瓶和不合格的钢瓶仍在使用，这些钢瓶都有比较大的安全隐

成巨大的损失。

硕

患，如果发生过期瓶的安全事故，给社会造成不必要灾难的同时，也会给公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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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为不存在有关钢瓶的存储记录，无法对企业的钢瓶数量做出准确的计
算，特别是没办法对不同使用年限的钢瓶做出统计，使得公司很难确切的估算其
钢瓶资产，没办法为重新购置钢瓶提供有效参考，同时也很难合理安排需要检验

大

的钢瓶的检验日期。

门

5．无法保证钢瓶存储记录的准确性。在把钢瓶的档案录入到电脑中的时候，

厦

会因为人工登记时发生的错误和录入时候发生的错误，造成一些钢瓶档案的缺
少，或者一些钢瓶档案的重复，这样既无法符合监察部门对其安全性的规定，同
时钢瓶的丢失也会英文档案的不准确而很难找到。

1.3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基于工业气体行业中钢瓶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
先进的资产管理思想，设计并实现了一套C/S结构的钢瓶管理系统，系统使用C#
语言开发，以Microsoft visual studio.net 2005作为开发平台，SQL Server 2005作为
3

基于.Net 和 SQL Server 的钢瓶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存放信息的数据库。钢瓶管理系统建立了一套科学的钢瓶管理新体系，对工业气
体企业的钢瓶建立了一个有效的管理系统，方便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的使用，该
系统充分利用计算机的简便、迅速的优点，简化信息系统的管理工作，通过信息
化的管理方式实现钢瓶管理的规范化、自动化，强化钢瓶资源的管理利用，促进
高效，科学，完整的管理体系的建立，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安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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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文完成了以下研究内容：

钢瓶管理的需求，提出了一整套合理的解决方案。

要

1．对工业气体行业钢瓶管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详细的需求调研，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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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系统模块进行详细的划分，确定了钢瓶管理、基本资料、工序管理、
系统管理四大功能模块。

3. 详细设计系统并完成该系统的各功能模块的所有功能，使得系统有较高

论

的安全性能、权限管理，实现钢瓶管理事务办公自动化，提高钢瓶的管理效率。
4. 对系统开发中采用的相关技术进行了介绍，如C/S结构、Microsoft vis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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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本文的结构安排

硕

士

studio.net 2005开发平台、SQL Server 2005数据库以及C#语言。

论文一共有六章。

第一章 绪论，重点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钢瓶管理现状、

大

国内钢瓶管理存在的问题以及重点的研究内容、论文的结构及安排。
第二章 系统相关技术介绍，主要介绍系统在设计、实现过程中所使用到的

门

技术，如C/S模式、Microsoft visual studio.net 2005开发平台、SQL Server 2005数

厦

据库以及C#语言，为论文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技术基础。
第三章 系统需求分析，完成了系统的需求分析工作，首先对系统在技术方

面、经济方面和管理方面进行了可行性分析；其次对工业气体行业的钢瓶管理业
务流程进行了调查与分析；然后详细描述系统的各功能模块，并将系统的用例做
出了分析；最后对系统的非功能性需求进行了详细分析。
第四章 系统设计，重点完成了系统的设计工作，第一步先确定系统建设原
则，其次对系统的架构进行了介绍，然后设计系统的各功能模块，最后完成了系
统的数据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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