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拥抱智慧变革，成就数字业务新开拓

海得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湖北武汉

施耐德电气携手海得电气，以数字化方案解锁“智”水密码

www.se.com/cn

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n/zh/


2

背景

“双碳”目标 的 提出，驱动着能

源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清洁化、低

碳化和数字化变革。在这场绿色

浪潮之中，配电系统的数字化转

型已成为必然趋势。在其推进过

程中，作为产业链中的重要构成，

电气设备分销和技术服务企业也

需要紧跟趋势，才能满足整个产

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新需求。

目标

海 得 电 气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成 立

于 2 0 0 7 年，由 全 球 电 气 分 销

行 业 的 领 先 企 业 法 国 索 能 达

（SONEPAR）集团和国内自动化

行业上市公司上海海得控制系统

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致力于向

广大工业用户提供工业自动化产

品、电子产品、电气产品和供应链

解决方案及全面的一站式服务。面

对当前能源供应和消费结构的巨

大变革，海得电气亟需加强数字化

技术并获取有效工具，提升智能配

电解决方案的应用价值，并拓展传

统业务，将工业自动化产品与智能

配电解决方案结合，全面满足客户

日益升级的智能化需求。

挑战
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工业领域客户对于供电连续性、可靠性及智能

配电的需求持续不断升级。在此背景下，紧跟市场需求、提升业务科技属性，

满足来自客户的、日趋复杂的配电系统管理需求，是海得电气未来发展的必经

之路。然而，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复杂且长期的过程，任何企业都难以凭借一己

之力完成——企业需要积极寻求配合，通过多方协作，开启转型之门。

对于海得电气来说，在工业信息化自动化领域深耕多年所累积的丰富业务经

验，是其实现创新转型的深厚基础。以这条传统主营业务为主线，海得电气需

要与具备领先技术和高质量产品的合作伙伴联手协作，以技术、人才和产品等

多要素为抓手，全面提升配电数字化及软硬件一体化协同能力，才能创造业务

增值，完成企业转型及价值跃升。

 

解决方案和产品
完整覆盖三层架构的施耐德电气 EcoStruxure™ 智能配电解决方案

●   HVX 中压真空断路器、Easergy MiCOM P3 继电保护装置、MasterPacT MTZ 

空气断路器、ComPacT NSX 塑壳断路器、TeSys LC1 接触器、WATSN 双电源

自动转换开关、EcoStruxure™ Panel Server Hub PAS700 物联网网关

● EcoStruxure™ Power Operation 电力监控系统

● EcoStruxure™ Power Advisor 电力顾问

成果
得益于施耐德电气 EcoXpert™ 合作伙伴计划，海得电气在专属产品和技术支

持的双重赋能下，能够熟练运用基于 EcoStruxure 架构与平台打造的智能配

电解决方案，在全生命周期内满足客户需求，扩充业务范围，实现了从代理商

到数字化实施专家的转型。基于新增数字化业务带来的助力及自身业务结构

的转变，海得电气取得了覆盖多个领域的全新商业机会，在2022年实现了15%

的业务增长，获得了行业客户的认可。在恩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第二水厂

（以下简称“恩施二水厂”）项目中，施耐德电气与海得电气携手，为其打造了

覆盖互联互通的产品，边缘控制，以及应用、分析与服务的全生命周期智慧水

务解决方案，确保恩施二水厂在电力持续、稳定供应的同时，实现智能化强弱

电、运管维一体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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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代理商到数字化实施专家，标杆案
例诠释转型效益

数字化低碳转型并非一蹴而就。带着助力经济社会

向低碳发展以及构建完整生态圈的决心，施耐德电

气 EcoXpert™ 合作伙伴计划应运而生，通过为合作

伙伴企业及个人提供一系列覆盖强弱电的专项培训

和授权认证，提升合作伙伴的专业技术水平，助力转

型升级，在推动电气数字化相关业务发展的同时，助

力中国市场低碳化发展，实现施耐德电气、合作伙伴

企业、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三方共赢。

海得电气于2019年加入施耐德电气  EcoXpert™ 合作 

伙伴计划，成为施耐德电气数字配电认证级合作伙

伴，逐渐了解并熟悉 EcoStruxure  三层架构下的软硬 

件产品。以此为基础，海得电气逐步掌握了整个数字

化项目运行体系。在经过系列专业培训后，海得电气

不仅提升了数字配电领域的技术能力，企业自身也储

备了多名数字化配电相关技术人才，为后期获取关键

电力认证打下了坚实基础。2022年，海得电气正式

升级为施耐德电气数字配电精英级合作伙伴，并成为

关键电力认证级合作伙伴。

精英级认证是施耐德电气 EcoXpert™ 合作伙伴计划 

的最高级别认证授权，代表着合作伙伴在行业应用、

多产线应用、市场拓展等方面均有突出的实力和贡

献。同时，获得该级别认证的合作伙伴更享有相关专

属产品授权及激励政策。作为该级别企业的代表，海

得电气通过施耐德电气 EcoXpert™ 合作伙伴计划，

在 技术支 持、人才培养、产品升级的三点合力支 持

下，加速蜕变，驶入了数字化转型的快车道。

首先，施耐德电气将线上课程与线下授课结合，为合

作伙伴针对具体项目进行答疑解惑，并同步进行工程

师认证培训，提高其工程质量；其次，通过定期的峰

会、沙龙等活动，海得电气拥有了与其他企业交流学

习的平台，精英级的认证也能助力海得电气在案例分

享过程中获得更多曝光，促成更多商业机会；此外， 

通过施耐德电气 VIP 7*24 小时一对一技术支持服务

能够帮助海得电气及时解决技术难题，助力其实现

更优质的服务。

截至目前，在施耐德电气 EcoXper t™ 合作伙伴计划

的支持下，海得电气打造了包括30名认证工程师在内

的数字化技术专业团队，并联合施耐德电气建立数字

化配电实验室，实现了数字化技术实力的突破式增

长，完成了从代理商到数字化实施专家的转型，能够

在全生命周期内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数字化能力的

提升，也为海得电气实现了业务结构转型，助力其收

获了某产业园工厂系统升级项目、恩施二水厂升级改

造等业务机会，并在2022年实现了15%的业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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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朋友到新伙伴，见证一座水厂的智
慧变革

水务行业是支持经济和社会发展、保障居民生产生

活的基础性产业。恩施二水厂作为恩施市自来水有

限责任公司的三大水厂之一，承载着保障当地居民生

产生活用水需求的重要任务。为应对当地 不断提升

的用水需求，恩施二水厂必须完成扩建，以达到更高

的供水量。这意味着水厂面积将成倍扩大，其对应的

配电室数量和配电柜数量也会随之增加，运维管理

难度将显著提升。同时，恩施二水厂还需保证各工艺

段电力的稳定供应，以避免出现停电故障。

在恩施二水厂升级改造项目中，施耐德电气与海得

电气通力合作，基于 EcoStruxure 架构与平台，整合

互联互通的产品、边缘控制软件、应用分析与服务，

为恩施二水厂打造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智慧水务解

决方案，同步提升其电能安全性和稳定性。这套完整

的“感官系统”实现了用电数据、设备状态的“全局

感知”和“智能调控”，能够确保整个供水流程的安

全可靠、高效务实和可持续发展。从 应用完整 性来

看，是颇具示范意义的行业应用。

互联互通的产品

通过部署 HVX 中压真空断路器、Easergy MiCOM P3 继

电保护装置、MasterPacT MTZ 空气断路器、ComPacT 

NSX 塑壳断路器、TeSys LC1 接触器、WATSN 双电源自

动转换开关、EcoStruxure™ Panel Server Hub PAS700 

物联网网关等互联互通的产品，在确保恩施二水厂电力

安全稳定且连续供应的基础上，结合数字化技术，快速

上传实时运行状态至系统边缘控制系统层和应用、分析

与服务层，从而实现智能化控制和优化管理。

边缘控制

通过 EcoStruxure™ Power Operation 电力监控系统 

集 成中低 压电气设 备，打造 数字化综合管 理平台，

实现恩施二水厂配电系统实时监测、控制和预防性

维 护，达 成了强弱电及 运管维 一 体化管 理目标，最

大限度地提高了能源可用性并最大化水厂能效系统 

价值。

应用、分析与服务

利用 EcoStruxure™ Power Advisor 电力顾问，提供

用电安全分析服务，全面评估恩施二水厂配电系统，

确保后台电力监控系统配置正确、采集数据精确，

将复杂系统可视化；快速准确地识别配电系统问题，

提供有效方案，主动地解决问题；监测配电网络健康

状况，找出改进机会，避免意外停机，生成电力系统 

“健康体检报告”，提高设备运行效率和能源使用效

率，进一步节省了人力和能源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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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务伙伴到生态伙伴，数字化朋友
圈落地生根

通过如恩施二水厂升级改造项目这样的成功案例，海

得电气向行业有力地秀出了数字化转型“成绩单”。而

作为全球能源管理与自动化领域数字化转型专家，施

耐德电气建立的合作伙伴生态，正不断扩大并引领行

业高质量发展。

当前，施耐德电气 EcoXpert™ 合作伙伴计划针对中

国市场特点，打造数字配电、关键电力、变电站自动

化、楼宇自控、智能照明、数字运维服务6项企业级

能力认证，能有效赋能合作伙伴实现智能化电气解

决方案的落地。截至目前，在中国已有近百家企业获

得了企业级 EcoXpert™ 认证。众行致远，施耐德电

气将持续借助生态圈力量，让数字化“朋友圈”落地

生根，助力更多合作伙伴实现数字化转型，以生态之

力，拥抱智慧变革，共塑低碳可持续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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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EcoStruxure

www.se.com/cn

EcoStruxureTM 是我们开放的、具有互操作性的、基于物联网的系统架构与平台，可以从安全性、可靠性、高效

性、可持续性和互联互通性方面为客户提升价值。在“创新无处不在”的理念指导下，EcoStruxure 采用物联网、

移动、传感、云计算、分析和网络安全领域中的先进技术，包括从互联互通的产品到边缘控制，再到应用、分析

与服务各个层面，而这些全部由客户生命周期软件（Customer Lifecycle software）提供支持。自 EcoStruxure

推出至今，在2万余名开发人员的支持下，已部署站点超过50万个，拥有65万家服务提供商和合作伙伴，让3000

个应用程序和200多万台设备资产实现了互联互通。

互联互通的产品

首先，我们坚定地把生产杰出的、

互联互通的产品作为创新的核心。

因为 物 联 网 的 基 础 是“ 物 ”，这 里

的“物”指的是可以作为智能运营

基础的智能产品，比如互联互通的

断路器、传感器、变频器等。

边缘控制

我们帮助客户获得可在物联网边缘

进行控制的实时解决方案。对于任务

关键型应用场景，并非所有的控制

决策都可以通过远程实现，在物联网

的边缘对这些设备进行可覆写控制

是客户必需具备的能力或功能。

应用、分析与服务

我 们 的 客户 拥 有多 样 化 的 硬 件 与

系统。EcoStruxure能够最大限度

的支持能够与各类硬件、系统和控制

共同工作的应用、服务与分析。

EcoStruxure
架构 楼宇 数据中心

应用、分析与服务

边缘控制

互联互通的产品

工业 基础设施

EcoStruxure架构，布局6大专业领域，服务于四大终端市场

端
到

端
的

网
络

安
全

云
端

和
/或

本
地

EcoStruxure
楼宇

EcoStruxure
配电

EcoStruxure
信息技术

EcoStruxure
机器

EcoStruxure
工厂

EcoStruxure
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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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了解施耐德电气水务及环保公用事业行业
解决方案

了解更多成功客户故事

了解施耐德电气EcoStruxure 了解施耐德电气配电解决方案 了解施耐德电气 EcoXpert™ 合作伙伴计划

了解施耐德电气绿色能源管理解决方案 

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n/zh/work/solutions/for-business/water/
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n/zh/work/campaign/innovation/overview.jsp
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n/zh/work/campaign/innovation/power-distribution.jsp
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n/zh/partners/ecoxpert/
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n/zh/work/campaign/local/green-energy-management.jsp
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n/zh/work/campaign/life-is-on/life-is-on.j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