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Comprehensive energy service is a new energy 
service mode to meet the diversified energy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end customers. With the increase of 
energy equipment access, how to speed up the response of 
energy equipment fault repair on the energy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side and collect the feedback and evaluation 
information from the user side to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ersonnel and customer service personnel to improve the service 
quality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Customer 
service system is a platform system that provides fast fault 
repair entry for energy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users, In 
this system, the user can fill in the failure information online, 
and view the repair application records, processing progress, 
processing results and other inform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customer service personnel can make an appointment with 
the user on-site service time for the energy equipment failure 
work order applied by the user, and send the work order to the 
releva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ersonnel. After the repair 
application process is completed, the user can also make an 
appointment with the customer service personnel,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ersonnel for the repair application Evaluate and 
handle complaints if the maintenance results are not satisfactory. 
Through the use of the customer service system, the basic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ersonnel can respond to the fault 
quickly, improve the service efficiency of the comprehensive 
energy service provider, and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users to 
the comprehensive energy service

Keywords:comprehensive energy;customer service;fault 
repair;service evaluation

摘  要：综合能源服务是一种新型的为满足终端客户多元化

能源生产与消费的能源服务方式。随着能源设备接入的的增

多，如何加快能源生产与消费侧的能耗设备故障报修的响应

速度以及收集用户侧对运维人员、客服人员的反馈评价信息

从而提升服务质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客户服务系统就

是为能源生产和消费用户提供快速故障报修入口的平台系

统，在该系统中用户可以在线填报故障信息，并可查看报修

记录、处理进度、处理结果等信息，同时客服人员能够针对

用户申请的能耗设备故障工单，与用户预约现场服务时间，

派发工单至相关运维人员；报修流程结束后，用户还能针对

此次报修对客服人员、运维人员进行评价，对维修结果不满

意可以进行投诉处理。通过使用该客服系统，基层运维人员

能够针对故障进行快速响应，提升综合能源服务商的服务效

率，提高用户对综合能源服务的满意度。

关键词：综合能源；客户服务；故障报修；服务评价

0	 引言

综合能源服务是一种新型的为满足终端客户多元

化能源生产与消费的能源服务方式，开展综合能源服

务有利于落实国家能源发展战略，推动全社会节能减

排；开展综合能源服务有利于提升客户服务新能力；

有利于构建以电为中心、多能互补、安全高效的现代

能源消费新格局，延伸综合能源服务产业链，从而推

动电力公司从电能供应商向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变[1-5]。

综合能源服务系统是指一定区域内利用先进的物

理信息技术和创新管理模式，整合区域内煤炭、石

油、天然气、电能、热能等多种能源，实现多种异质

能源子系统之间的协调规划、优化运行，协同管理、

交互响应和互补互济[6-10]。在满足系统内多元化用能

需求的同时，要有效地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促进能源

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一体化的能源系统[11]。

综合能源服务是以服务为基本要素来开展工作，

是”互联网+能源“的体现[12-14]，综合能源服务商应满

足客户的需求，确保能源在生产测和消费测设备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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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与稳定，从而获得经济效益[15]，提高能源生产与能

源消费侧的能耗设备故障报修速度以及提升用户对现

场维修人员、客服人员的服务满意度，是综合能源服

务质量的提升的关键[16-18]。

1	 设计目标

综合能源服务是一种连接能源生产侧与能源消费

测的能源服务。客户服务系统是一个以客户为中心的系

统，能够持续的为客户提供服务，从而达到提升客户满

意度的目的，促进综合能源服务持续发展，综合能源服

务背景下的客户服务管理系统包括咨询投诉管理、客户

服务、信息管理、辅助分析、故障报修管理几大模块。

为提升客户服务系统能够提升客户的满意度，和

客户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从而实现综合能源业务

的持续发展[19]，客服服务系统围绕以下几个目标进行

设计：

（1）通过信息化服务，提高工作效率

通过客户服务管理系统，实现了对用户故障报修

的线上处理，用户报修的故障可以通过信息化的方式

推送到运维人员手中，节省了业务流转时间，提高了

工作效率。

（2）集中管控，减少人工成本

通过信息化线上办理的方式，减少了服务中的人

工干预，系统集中管控，有效降低了综合能源服务的

服务的用人成本。

（3）有效管理，提高服务质量

通过客服服务系统中的咨询投诉管理模块，实现

用户对客服人员、现场故障维修人员的服务水平、办

事效率等的评价，推动综合能源服务质量的提高，加

强了用户与综合能源服务商之间的互动性，增强了用

户的体验感，进一步提升了综合能源服务商的服务形

象和服务质量[20]。

（4）对接运维系统，提高业务流转速度

用户的故障报修被客服人员直接下发至运维系统，

运维人员对故障设备维修之后，进行归档操作，能够

把现场的维修记录反馈至客服系统客户界面。客户服

务系统与运维系统对接，实现了二者之间的快速流转。

2	 架构设计

2.1 业务架构

综合能源背景下的客户服务系统面向综合能源用

户、客服人员、客服专责、业务人员领导。系统根据

业务需求，为综合能源用户提供故障报修、咨询投

诉、政策新闻、生活服务、通知公告、资费查询等，

为客服人员提供故障报修管理，为客服专责提供服务

质量分析，对相关业务人员的投诉信息的处理则转至

业务人员领导界面。所有业务均围绕综合能源用户来

开展，全面支撑综合能源业务，提升综合能源用户的

满意度。详细的功能视图如图1所示。

图 1 综合能源客户服务管理系统功能视图
Fig. 1 Function view of integrated energy customer service 

management system

2.2  系统架构

综合能源客户服务管理系整体由用户层、业务

层、数据层、支撑层构成。支撑层主要由权限管理系

统、运维管理系统进行支撑，其中权限管理系统进行

用户、角色、资源的权限设计，运维管理系统是对客

服系统提交的故障工单进行派单、接单管理，并把维

修结果归档反馈至客服服务系统；数据层主要是对业

务层提供数据支撑；业务层为用户层提供详细的页面

展示。详细的系统架构如图2所示。

图 2 综合能源客户服务管理系统系统架构图
Fig. 2 System architecture of integrated energy customer service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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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功能设计

3.1 系统角色设计

综合能源客户服务系统的登陆用户是基于角色权

限进行设计的，系统中共包含四种角色，每种角色的

用户登录系统只能看到该角色下的菜单资源，每种角

色能够访问到的页面具体如表1所示。

表 1 客服服务系统角色资源表
Table 1 Customer service management system role resource table

角色 页面

普通用户

客户服务->咨询投诉

客户服务 ->故障报修-用户

客户服务 ->首页

客户服务 ->资费查询

客户服务 ->综合查询

客服
故障报修管理 ->故障报修工单处理

故障报修管理 ->故障报修-客服

客服专责

咨询投诉管理 ->咨询投诉工单管理

信息管理 ->综合查询管理

信息管理 ->信息发布管理

辅助分析->服务质量分析

业务领导 咨询投诉管理 ->咨询投诉工单处理

3.2 系统流程设计

综合能源客服服务系统共涉及两个工作流程:故障

报修工作流程和咨询投诉工作流程。

3.2.1 客服服务系统用户故障报修流程

用户发现故障通过综合能源客户服务系统线上进

行填报;客服人员新增工单，并下发新增的故障工单至

运维管理系统,运维班组接到故障报修工单后，由运维

专责派发给相应的运维人员,一线运维人员接收到故障

报修任务工单后，按照约定时间去现场进行维修，维

修完成之后，进行该故障工单的归档，用户提交的故

障报修工单在完成之后，可对该工单进行评价。故障

报修流程详见图3.

图 3 客服服务系统用户故障报修流程
Fig. 3 Customer service system user fault repair process

3.2.2	 客服服务系统用户咨询投诉流程

用户登录系统，在线上进行投诉、建议、举报；

客服专责审核用户提交的工单，判断工单是否退回；

如果不退回则对工单进行级别划分，将工单派发给相

应的责任人；责任人接收工单，判断工单是否在自己

处理范围内，如果在自己处理范围内则对工单进行处

理，详细流程说明如图4所示。

图 4 客服服务系统用户咨询投诉流程
Fig. 4 Customer service system user consultation and complaint 

process

3.3 客户服务功能设计

客服服务一级菜单的使用者为普通用户，为用户提供

业务咨询、业务办理的入口，可查看新闻资讯，可查询业

务办理进度、办理指南等，并实现统一用户权限管理。

该一级菜单下包含线上的故障报修、咨询投诉、

用户的资费查询、综合查询，以及用于展示新闻通知

等的首页。

3.3.1	 故障报修-用户

用户在线填报故障信息，并可查看报修记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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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进度、处理结果、对处理结果进行评价。其中报修

分为未办理、已办理、已完成、已评价共四种状态，

其中故障报修的界面如图5所示。

图 5 故障报修-客户
Fig. 5 Fault repair-customer

3.3.2	 咨询投诉

用户在线填报投诉、建议等服务工单，并可查看

投诉记录、处理进度、处理结果。

3.3.3	 用户首页

用户在线查看通知公告、政策新闻、生活服务类

资讯信息。跳转到故障报修、咨询投诉、资费查询页

面。首页的界面如图6所示。

图 6 客户服务首页
Fig. 6 Customer service home page

3.3.4	 综合查询

用户业务办理指南、收费标准及线下服务网点的

信息的查询。

3.3.5	 资费查询

用户在线查看某一时期的用电量、用水量、用气量等

用能情况及对应的缴费信息。资费查询页面如图7所示。

图 7 资费查询
Fig. 7 Charges query

3.4 咨询投诉管理功能设计

咨询投诉管理接收的是客户投诉、举报、建议等

业务工单，业务研判后，在业务管理考核规定时限内向

相关责任部门和责任人派发处理工单，并对处理过程进

行质量跟踪和监督。它分为咨询投诉工单管理和咨询投

诉工单处理，其中咨询投诉工单管理的使用者为客服专

责，咨询投诉工单处理的使用者为责任部门领导。

3.4.1	 咨询投诉工单管理

客服专责查询待办的工单，对待办的工单进行办

理和退回操作，查询办理中和已办理的工单，点击办

理时需填写该咨询投诉人员的责任部门、责任人、工

单等级以及处理截至日期，退回操作需要填写退回意

见。咨询投诉工单管理的界面如图8所示。

图 8 咨询投诉工单管理
Fig. 8 Consult the management of complaint work order

3.4.2	 咨询投诉工单处理

业务领导查询代办的工单，对待办工单进行处

理。业务领导通过查看举证材料，进行被投诉人员的

处理操作，处理操作包括退回和办理，办理中包括被

咨询投诉对象的处理结果和处理时间。咨询投诉工单

处理的界面如图9所示。

图 9 咨询投诉工单处理
Fig. 9 Consultation and handling of complaints

3.5 故障报修管理功能设计

客服人员接收用户提交的故障报修信息，与用户

对故障维修的时间进行预约，将工单推送至运维管理

系统的运维人员，跟踪工单的处理过程。

3.5.1	 故障报修-客服

用户故障信息的录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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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登录系统进行故障信息的录入，另外一种是客服接

听用户打来的电话进行故障信息的填写。而故障报

修-客服功能属于后者。

3.5.2	 故障报修工单管理

系统接收用户提交的故障报修服务申请，生成工

单。客服人员针对客户申请的工单，与用户预约现场

服务时间，以及预估故障级别，并派发工单至运维管

理系统的相关运维工作人员。故障报修工单管理如图

10所示。

图 10 故障报修工单管理
Fig. 10 Trouble repair list management

3.6 信息管理功能设计

实现对通知公告、政策新闻、生活服务栏目信息

的发布及管理维护，实现对客户服务指南、价格明

细、服务网点的内容维护。

3.6.1	 信息发布管理

信息发布的使用为客服专责，进行通知公告、政

策新闻、生活服务类资讯信息的发布及管理维护，实

现信息资讯的增、删、改、查。

3.6.2	 综合查询管理

业务办理指南、收费标准、线下服务网点的信息

维护。

3.7 辅助分析功能设计

实现对工单处理情况、用户体验、服务评价等内

容运营监控与统计分析。

该功能共包含一个二级菜单：服务质量分析展示

当前系统受理工单总数、故障报修工单总数、业务办

理工单总数，本月受理工单数量，本月受理故障类工

单数量，已完成工单数量，未完成工单数量，本月受

理业务办理类工单数量，已完成工单数量，未完成工

单数量。以及用户对故障报修类工单、业务办理类工

单的评价(非常满意、较满意、一般、不满意)信息的

百分比。展示最近一个月用户的满意度百分比情况。

服务质量分析如图11所示。

图 11 服务质量分析
Fig. 11 Service quality analysis

4	 结束语

本人首先对综合能源服务以及其背景下的客户服

务系统进行了介绍，然后根据客户服务系统的设计目

标，对客户服务系统的架构设计进行了详细阐述，包

括业务架构和系统架构，最后详细的介绍了客户服务

系统的功能设计，包括系统的角色设计、业务流程设

计、界面设计等。

综合能源服务商在开展工作时，必须要以用户的

基本需求为中心，注重提高客服人员以及运维人员的

工作能力和工作素质，应该加大技术投入，引进计算

机相关的工作设备，善于利用信息化的手段来提高服

务工作人员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提升用户对综合

能源服务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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