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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nergy Internet 
and supply-side reform, energy trusteeship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omprehensive energy services, the market 
competi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tense. Based on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and 
the value-added service demand of traditional power distribution 
equipmen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domestic energy hosting service, by using the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ch as cloud, big things, intelligence 
and so on, the traditional power equipme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business will be standardized, digitized and 
intelligentized upgraded, and an intelligent hosting service 
model for the gen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multi-user and 
multi-function services will be developed, build a smart energy 
service platform and user-side energy housekeeper mobile 
application, equipme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obile 
application as one "one platform two applications" mode of 
operation. By analyzing the case of Hebei Electric Butler with 
obvious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ystem function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implementation of 
this kind of model.

Keywords:  running maintenance for else; energy hosting ;smart 
energy services platform

摘　要：随着能源互联网快速发展、供给侧改革不断推进，

能源托管作为综合能源服务的重要组成，市场竞争也愈加激

烈。以传统专变电客户配用电设备缺乏专业运维管理且存在

增值服务需求为切入点，梳理目前国内能源托管服务发展现

状及问题，运用“云大物移智”等先进信息技术手段，进行

传统电力设备代运维业务的标准化、数据化、智能化升级，

开发满足多元用户多功能服务的代维智能托管服务模型，打

造集智慧能源服务平台及用户侧能源管家移动应用、设备运

维移动应用为一体的“一平台两应用”运营模式。通过分析

取得明显经济及社会效益的河北电管家案例，研究了此类模

型的系统功能开发与应用实施，为其他开展能源托管服务的

企业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代运维；能源托管；智慧能源服务平台

0	 引言

为满足未来能源需求，解决能源环境矛盾，促进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国际上掀起了第三次工业革

命，提出了全新的智慧能源及能源互联网的理念，而

国内也正处于能源转型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了“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实施

综合能源服务，可有效提高能效、降低投资运营成

本，有利于推进能源供给侧改革，带动和提升能源相

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此背景下，综合能源服务产业依托“大云物移

智”等先进技术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而能源托管作

为综合能源服务的重要组成，市场竞争也愈加激烈。

在现阶段多种服务形式和服务主体不断涌现的情况

下，如何寻求新的服务模式，建立切实可以改善客户

用能痛点的服务内容是重要研究内容。本文以用能主

体切实痛点出发，针对目前用能单位运维方面存在的

问题开发一种能源托管的服务模型，解决用能单位现

实问题，结合能源互联网技术应用重塑涵盖设备代运

维、能效检测、节能降耗等内容的能 源托管服务模型。

1	 综合能源服务托管概述

1.1  综合能源服务托管模式

综合能源服务是一种依托现代互联网技术，结合

多形式能源、多服务形式、服务内容为一体的能源服

务方式。而综合能源服务托管，是指用能单位为解决

本单位内能源终端设备的运行维护和节能改造管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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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服务公司约定的一种服务内容。用能单位为综合能

源服务公司提供的服务内容支付托管费用，综合能源

服务公司负责解决用能单位提出的终端设备运行维护

改造等问题。

其中，提供专家型的管理服务是在该种经济行为

中的核心竞争力。如何识别能耗企业的用能问题，包

括但不限于能源购进、消费、终端效率、用能方式以

及终端设计中存在的问题。综合能源服务公司应具备

逐一排查上述问题并提出改进目标和解决方法的能力。

1.2  综合能源服务托管发展现状

近年来，在医院、公共事业单位等主要目标市

场，综合能源服务托管的相关项目案例越来越多，参

与主力为国网旗下的省综合能源服务公司。但目前国

内的能源托管市场受制于综合能源服务公司业务水平

参差不齐、运行人员素质管理粗放、设备控制系统自

动化水平低下等原因，发展难成规模。

尤其是市场上应运而生的各类电能服务管理平

台，在建设前期未考虑不同服务对象的需求，信息服

务内容较为单一，无法满足多元用户对于能源监测、

用户需求响应、项目全过程管理、能源服务管理、辅

助分析决策、能效优化等多样化服务的迫切需求。同

时，业务平台单独规划、分布自治运行，缺乏统筹融

合发展理念，设备在线监测、现场巡视运维抢修、能

效优化提升、政策解读、业务代办和节能项目投资等

业务尚未实现一体化平台管控，各服务间存在信息孤

岛，数据尚未联动，能源数据资源利用率低，不能将

客户现有电力数据进行有效的整合和价值挖掘，无法

有效支撑公司能源管控更高层次的要求。

1.3  能源互联网技术在综合能源服务托管的应用

能源互联网是依托互联网技术结合能源使用，创

造一种具有开拓性的，功能强大的能源基础设施。涉

及到的互联网技术主要包括互联技术和现代通信技

术，用来服务于能源管理和信息处理。具体包括传感

器技术、云计算、大数据及软件、通讯等。

例如，应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海量数据存储、挖

掘、共享及展现，重点应用于能源分析等方面；应用

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用能标签自主发现、多维度异常数

据提取、交易数据深度学习、在线智能服务知识库等

功能；应用微服务架构技术，实现系统组件化、松耦

合、自治、去中心化，能更好支撑系统的建设和运

行，并提升运维的方便性。

目前，使用能源互联网技术整合现有项目能源子

系统，改变了综合能源服务中能源系统各自独立运

行，各能源系统之间数据不能共享等问题，实现数据

自动化采集，完善能源信息化管理，保证各能源系统

信息的一致性、完整性、及时性，全面掌握项目能源

的“家底”，形成能源管理一盘棋的局面，从而为能

源生产、消费科学决策提供大数据依据，为制定综合

能源服务方案及相关改造工程打下坚实基础。

2	 代维智能托管服务模型

2.1  代维智能托管服务模型的提出

随着能源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将基础综合能

源服务托管业务与能源互联网相结合，围绕客户、渠

道和业务三个角度，以客户体验为核心，打造了种类

丰富、界面友好、使用便捷的智慧能源服务平台、用

户侧能源管家移动应用、设备运维移动应用等产品，

形成集线上、线下为一体的“一平台两应用”代维智

能托管服务模型。

即运用“大云物移智”等先进能源互联网技术，

通过全面接入客户侧配电设备状态、实时用能、环境

监测、安防监测、视频监控、设备台账等数据，实现

对客户用能状况的全面监控，并为客户提供用能分析、

电力运维、安全用电等服务，满足客户安全、可靠、

高效、优质、经济用能需求而提供的专业解决方案。

2.2  模型架构

2.2.1 业务架构

业务包括内部业务和对外服务两个层面。其中，

内部业务包括全景监盘、能源监测、能源分析、能源

服务、运营管理、集成采集、系统管理等，对外服务

包括政策指南、实时监测、能效诊断、用能指导、一

键报修等。

图 1 业务架构
Fig. 1 Business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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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数据架构

数据主要由基础数据、用能数据、能源站数据、

平台数据、GIS数据、经济数据、统计分析数据、大

数据分析数据、能源托管数据、市场信息数据、辅助

决策数据等组成。平台外部数据来源包括社会能源采

集数据、公司内部系统数据和政府、能源公司等外部

系统集成数据。

图 2 数据架构
Fig. 2 Data architecture

2.2.3 技术架构

技术架构总体由数据层、服务层、应用层、展现

层组成。云基础设施作为模型稳定运行的基础环境，

提供云资源管理和计算资源虚拟化能力。保障支撑体

系用以保障平台安全可靠运行，提供统一监控、日志

审计、安全策略等服务。遵循多层分布应用模式，采

用组件化、服务化的软件技术，利用一致的可共享的

数据模型，按照分层技术体系设计，通过服务总线、

数据交换平台、数据中心多种集成方式，实现平台界

面集成、数据集成和应用集成，以满足平台业务范围

内各种应用需求，以及纵向贯通、横向集成的信息交

互要求。

图 3 技术架构
Fig. 3 Technical architecture

2.3 模型内容

该模型的服务对象主要包括10 kV及以上电压等

级的专变电力用户。该模型可以做到对服务对象采取

全天候的数据采集、用能监测、用能分析、和警戒值

告警等。除此之外还可依托该模型为用户提供专家级

的终端用能设备运行维护、互联网平台运行监测、用

户产能效率诊断改进以及其他的设备销售数据挖掘等

衍生增值服务。

1）打造支撑平台，提供基础服务

为实现模型功能，根据需要打造了专门服务于该

模型的智慧能源服务平台。平台面向能源托管业务包

括服务产品、业务支撑和底层平台三层架构。针对用

户层，可以实现服务内容丰富、界面交互友好、使用

便捷。该平台可以对能源业务提供全方位的支撑，具

备以分布式为主要技术特征的大数据处理能力和计算

能力。可与用户内网环境无缝集成。该平台目前可以

实现海量数据存储分析和能源物联便捷高效。

2）挖掘数据价值，提供增值服务

智慧能源服务平台可以实现多方数据的集成。例

如依托数据智能采集技术和云端架构全面采集接入大

客户的实时配网运行数据。包括能源数据、产能数据

以及其他相关数据。再通过大数据中心提供数据的清

晰提取、计算等充分挖掘数据价值，形成数据资产，

实现全感知、全业务数据协同管理，实现基于平台战

略模式的综合能源服务策略的深化落地，为客户提供

能效诊断、能效监测、节能改造、设备代维、能源托

管等多元化的综合能源服务。

依托智慧能源服务平台和大数据中心实现为客户

精准画像，为客户群体进行分类，并根据不同类别的

客户需求制定个性化、多样化的套餐服务。例如：为

清洁能源发电客户提供电站托管服务，实现发电效益

最大化；为企业制定有效可行的节能方案，实现客户

端的节能降耗；为工业园区提供全过程综合能源服

务，提升工业园区能效水平。

3）连接线上线下，提供运维服务

依托上述平台搭建，连接中断APP和线下专家服

务团队，形成了强大的支撑服务体系。可以做到精准

高效配置优质资源，为客户随时解决用能问题。通

过平台的实时监测功能，及时发送问题到终端APP
和线下专家服务团队处，由专家提供专业的分析诊

断。实现线上线下互动服务，为客户提供线下定期

巡检、故障快速抢修等服务。除此之外，客户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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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用户端的APP提出服务申请或接受服务结论和其

他服务。

2.4 模型预期效果

模型在人力资源配置与优化、设备故障监测与处

理、系统运行效率与安全等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具

体效果如表1所示。

表1　预期效果对比分析
Table 1　Documentation types and codes

改善方向 实施前 实施后

人员配备

根据国家标准:无集中
监控，配电室24h有人
值班，每个配电室至少

安排6人。

根据国家标准:有集中监
控，监控中心24h值班，

专家诊断，大幅提升运
维水平。配电室可采用

无人或少人值班。

系统维护

值班电工无维护能力，

系统2-3年后基本带病
运行。

专业工程师维护系统，

软件持续迭代。

管理界面
无管理界面或只能当地

查看。

随时随地登录界面，实
时查询分析结果。

设备巡视检查

人工定时巡检，存在
巡检盲区，巡检质量

不高。

利用巡检APP,进行智
能巡检。可减少巡检次
数；减少巡检人员及
劳动强度；保证巡检

质量。

抄表

人工抄表，存在错抄、

漏抄等现象，抄表周期
较长。

系统定时生成报表，并
进行用电量专项分析。

故障应急响应

值班人员逐级上报，反
馈给抢修人员；故障响
应速度慢；故障排查周

期长。

监控系统即时推送，将
故障点直接推送给抢修
人员，抢修人员快速锁
定故障位置；监控中心
远程作业指导，提升现
场作业安全性、可靠
性，减少人身事故。

故障预警
无法实现故障预警，故
障发生后被动抢修。

实时故障预警，主动排
除故障隐患，避免客户

损失。

能效分析 无
区域用能分析及评价，

可做节能分析、节能改
造、项目对标依据。

运行分析报告

人工年底总结，工作量
大、时间长、数据缺失
或难以收集，分析报
告难以反应实际运行

情况。

专业分析，指出配电室
运行存在缺陷，给出指
导性建议，提升客户满

意度。

设备档案

纸质档案，一般不齐
全，且查询不便，极易

造成资料缺失。

重要设备电子存档，便
于管理和查询。

增值服务 无

为相关业务提供数据和

技术支撑（如售电业

务等）。

3	 代维智能托管服务模型的应用

3.1  建设内容

依托代维智能托管服务模型，进行业务系统固化

完整的业务条线及流程，为河北某公司打造了电管家

平台，为湖北某公司打造了综合能源平台，项目主要

建设内容如下：

1）服务公司运营的能源监控平台WEB端，开展

远程监测和运营管理，主要包含能源总览、监控、分

析、运维管理、能效服务等；

2）服务用户侧的客户端APP，方便用户随时随地

查看负荷、电量、电费、能效、政策指南等信息，每月

为用户推送设备运行报告、能效分析报告、用能优化提

升建议、降费措施等内容，同时支持一键报修等功能；

3）服务运维队伍的智能运维APP，辅助运维人员

开展现场巡检作业，支持工单接收、路线导航、设备档

案查询、作业记录（巡视、检修、抢修、消缺）、缺陷记

录、任务回传、人员管理等，实现用户站的智能巡检。

图 4 WEB端首页
Fig. 4 Home page

3.2 商业模式

在运营管理方面，对外提供市场拓展方案和公众

号、展板、手册、网站等宣传服务，对内提供组织机

构搭建、岗位职责界定、管理规范编制、作业规范编

制、两票管理等必要的咨询服务。

3.3 项目建设成效

1）河北某电管家项目

该项目使用全费用能源托管的商业模式，采用先

进的综合能源服务平台结合专业运维团队，实现监控+
运维+能效服务的线上、线下手段有机结合。目前，生

产环境安全稳定运行近600天，接入用户1757户，采集

数据记录条数超过30亿条，大小达345 GB；基于平台

能源服务模块，开展巡视、检修、抢修、消缺等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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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1400余次；为用户推送设备运行、能效分析等各

类报告7800余份，累计降低运维成本1000余万元。

2）湖北某综合能源平台项目

该项目使用全费用能源托管的商业模式，依托平

台在省内开展综合能源业务试点建设。目前接入10kV
以上高供用户140余个，扶贫光伏、港口岸电数据也

陆续接入，并开发了共享电工模式应用。

尤其在疫情期间，复工复产客户可以通过客户端

APP，根据需求选择服务内容和服务时间，进行“线

上下单”预约体检服务，运维人员通过平台派单快速响

应客户诉求，免费进行上门服务，并邀请客户进行服务

评价形成闭环。整个业务流程全部线上实施，积极推动

能源服务模式转型升级。完成近30家大型企业客户在线

服务预约，开展包括代运维、电价咨询等各项服务累计

100余次，并重点对医院、医用物资生产企业等重要用

户开展疫情后的首检工作，同时为众多用户免费进行

平台接入和享受服务体验，达到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4	 结语

相较于市面上传统能源托管服务，代维智能托管

服务模型依托云平台，充分运用“平台+托管”的服

务理念，通过能源互联网先进技术，形成集监控+运
维+能效的“一平台两应用”线上线下为一体的服务

模式，更具有优势。满足了客户对用能规划、电能替

代、智能运维、电能质量监控等多元化托管服务需

求，提供了安全、高效、节约、智慧的高质量服务。

而代运维业务作为一种长期性的持续高频服务，

有利于企业与客户间的关系维系，提升客户粘性，为

各类综合能源业务拓展建立客户基础。并通过代运维

业务开展，实现海量用户侧能源数据的接入和有效积

累，为其它业务的拓展建立数据基础。

该模型的实施推广预计将促进能源和电力行业发

展，服务经济建设，为构建绿色、高效、可持续的社

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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