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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水厂和管网资产结构， 
从而促进绩效提升和降本增效

水行业数字化转型



Schneider Electric White Book

水行业数字化转型

2

目录

引言  03

第一章      04    
借助数字化运营手段提升 
水行业资产绩效 
 
 
第二章      12   
优化泵站设施管理，降低总拥有成本， 
并最大化提升运营效率

第三章      20 
智能配电驱动水行业电气资产的数字化转型

第四章        26 
赋能水行业从业人员，提升资产绩效

第五章      34 
通过系统集成加速数字化转型

参考文献� 39 



Schneider Electric White Book

水行业数字化转型

3

引言

水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资源和高价值商品，随着认知的提升，陈旧的资产设施对水处理和水务集团的运
营构成了重大威胁。提升资产绩效对于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以及管网运营商来说，是降低成本并保障水质最行之
有效的战略之一。

通过信息、运营、通信和自动化等技术，实现资产绩效管理的数字化转型。实时采集设备（如水泵）的运营数据，
并通过云端或现场的实时决策分析系统进行共享——这便是数字化技术改进资产绩效的方式。

本文从资产绩效、泵的绩效、智能配电、员工赋能和系统集成五个角度研究了数字化对于水务企业的重要作用。

第一章对资产绩效的提升进行概述，同时还将阐述数字化是如何通过改进已应用数十年的传统资产绩效管理模式，
帮助水务企业提升资产绩效水平，其�“三步走”计划旨在指导企业制定相应的战略和实施方法。

第二章将聚焦对水行业而言，最关键且最易受到影响的泵站设施的性能提升。第三章将带着大家了解如何利用智能
配电系统来驱动传统电气资产向数字化的转型。第四章将探讨如何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员工绩效，并以增强现实
（AR）（AR）技术为例，介绍在水行业中正逐渐兴起和应用的新技术。系统集成商将在水行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而第五章将重点面向在水行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系统集成商，并通过一些具有丰富
行业经验的企业案例现身说法。



第一章
借助数字化运营手段提升 
水行业资产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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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行业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公用事业企业意识到数字化运营的力量和不断扩大的规模经济能力，将有助于延长资产
使用寿命和解决资金问题。

随着行业对可持续发展、价值和创新的日益关注，一种全新的水经济模式正在兴起：公用事业企业正在以全新的方
式应用数据和基础设施，以最大化提高效率......”

�《博莱克·威奇国际公司水行业报告》，2018年2�

Do these numbers square with your situation experience? Click here if you’d
like to share your top asset performance concerns with an industry expert.  

 

 
 
 
 

42.7%2 82.5%2 69.6%2

这些调查数据是否符合您的实际经验？

转型的必要性

水行业数字化转型将使全球水处理和污水处理企业从中受益，这样的机遇源于人们越来越把水视作一种有限的，且
高价值的资源。据联合国预测，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到2030年，水资源供应量将仅能满足全球60%的用水需
求1如此严重的稀缺性更加大了行业面临的压力：

 • 基础设施老化导致水资源流失和使用效率低下

 •  财政紧张使市政当局要求更明晰的财务责任归属，从而降低在供水、水处理和节约用水等方面的支出

 • 技术人才的老龄化速度快于可接替人才的增长速度

 • 极端气候给水处理、供水、污水和雨水管理能力带来严峻挑战

 • 能源、水质、服务标准和排放等方面的合规性要求愈加严格

尽管水行业在许多方面采取了针对性行动，包括节约用水和需求管理等，但提高基础设施的资产绩效才是最合乎逻
辑的立足点，这一措施有助于减少基础设施老化对企业造成的影响，并降低总拥有成本，同时还能赋能维保团队提
升绩效，最终优化每项资产的性能。事实上，资产管理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水务企业在运营过程中最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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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资产绩效优化

随着人们对资产管理价值认知的加深，其实践方式也在稳步走向成熟，逐步从“被动式维护（run-to-failure）”向预
测性和预见性维护转变。在此过程中，随着智能化水平的提升，资产几乎可以实现自我管理。

根据ARC咨询集团的报告显示，随着维护策略从基于状态的被动式和预防式向预测性和预见性维护转变，用户在维
护、维修、运营方面投入的人力、MRO物料和服务成本也随之降低50%3。此外，ARC分析师估算，平均每次停机
故障将造成工业企业的约5%的损失，而采用先进的资产管理技术将能够显著降低停机故障发生的概率，这样不仅能
够提高维护效率，而且还能够对包括服务交付、产品质量成本以及更多方面带来积极影响。

随着成熟度的提升，以往的被动式维护维修方式开始转变为预测式与预见式维护方法，逐步成为实现卓越运营的关
键支撑部分，并为资产管理模式从传统的以注重资产可用性为关键评定指标，向更具战略意义的资产绩效优化模式
过渡奠定了基础。（见图�1.1）ARC咨询集团认为，资产优化是“运营和维护流程之间更深层次的信息共享和应用集
成的结果，旨在帮助用户更加全面地掌控生产、资产绩效和产品质量各自的状态及相互影响。”4

图�1.1�维护成熟度

Realigning Water Industry Assets for the Coming 
Revolution in Digitally-Enhanced Operations

3ARC Advisory Group – IoT Advances Current Maintenance Maturity Models,  January 1017

资产绩效优化项目的架构和目标

一直以来，水务基础设施运营商通过共享信息和集成应用获得了一定的收益，但是，能够获得丰厚投资回报的，往
往还是那些较早入行或资金较为充足的企业。然而，随着借助不断出现的数字化创新技术实现对各项流程数据的收
集、分析和共享，即便规模最小的基础设施运营商也能够享受到资产绩效优化带来的好处。相较而言，早期参与者
如今已经开始实施更为成熟的资产绩效优化策略，并取得了如下成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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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施耐德电气EcoStruxure架构为水务企业资产的组织、集成和保护提供框架

*�施耐德电气工业自动化业务与AVEVA合并后，施耐德电气以及Life�is�On商标归施耐德电气公司所有，并由施耐德电气授权给AVEVA使用

施耐德电气适用于水务行业的EcoStruxure架构，定义了信息流模型，通过底层智能设备监测并采集信息，上传至
边缘控制层的网关和控制器，并经由最上层的应用和分析，最终呈现并服务于决策者。以这种方式对数字基础设施
进行分区，可以为引入数字技术、改进资产绩效提供一个有序的框架。该框架可以助力实现以下三个目标：

Three Steps to Asset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Optimize asset
performance
strategically,
enhancing digital
tools and techniques
through further
integration with
multiple assets 
and all relevant
operating data        

Secure baseline
reliability of OT
assets

Enhance baseline
reliability through
advanced IT and
digital applications   

确保OT资产的
可靠性

通过先进的信息
技术和数字应用
提高可靠性

从战略上优化资产
绩效，通过与多种
资产和所有相关工
厂运营数据的进一
步集成，来增强对
数字化工具和技术
的应用

如要以极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实现资产绩效管理，需要使用更具开放性，且更易于进行数字控制的技术，诸如工业物
联网（IIoT）网关、边缘分析和云计算等，来拓展传统的客户端/服务器架构。这一过程需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
信息技术（IT）和运营技术（OT）安全、有机的融合。施耐德电气EcoStruxure架构，可以对数字基础设施架构的
管理、集成、演进和保护提供指导，从而帮助用户尽享资产绩效优化带来的好处。（见图1.2）

水源/泵站/水利 海水淡化 供水管网 污水处理污水管网

应用
分析
服务

互联
互通
设备

边缘
控制

端
到
端
的
网
络
安
全

本
地
和
云
端

水处理

模拟仿真
• 供水管网模型Aquis
• 配电系统ETAP

统一的运营管理中心平台
• UOC

EcoStruxure™ 架构

PES/DCS遥测与遥控
RTU

PLC 自动化控制系统
SCADA

工程设计与交付
• 三维设计E3D
• 数字化交付
AVEVANET

资产管理
• 企业级资产管理Avantis
• 预测性维护PA
• 沉浸式运维和培训AOA 3D
• 移动运维千里眼专家

生产监控和管理
• System Platform
• Process Historian
• Enterprise Historian
• 能效管理EMS

“千里眼”

顾问咨询

• 千里眼顾Facility Advisor
• 电力顾问Power Advisor
• 泵效顾问
• 变频顾问

电力监控+能效管
理系统PO

UPS智能低压配电柜中压配电柜中压断路器 电容滤波 智能表计微机综保 自动转换开关 电气火灾监控变压器中压变频器 低压断路器 低压变频器

站控单元POI+
PMBox

面向水行业的EcoStruxure架构与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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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以下目标将更有助于提高资产绩效：

  •�优化资产可用性和利用率
  •�管理老化的基础设施
  •�减少资本支出
  •�控制运营支出
  •�管理能源成本
  •�加固物理和网络安全
  •�提升员工能力
  •�遵守环境和安全法规

目标一：确保可靠性
确保可靠性的大多数操作都位于整个系统架构的互联互通的设备层。这些操作须符合最新标准中的相关定义，例如
ISO�14414中的泵系统能源管理标准和ISO�55000中的一般性资产管理标准。

在这一层级中，数字化更多体现在利用数字诊断和监控技术，这些技术目前已经在许多驱动器、电机、传动、配电
盘柜、断路器、母线仪表和其他设备中得到使用。这些数字化实践可以扩展预防性策略的应用范围，覆盖更大规模
的资产，助力实现合理化状态监控报警。

然而，传统的预防性维护和状态监控策略往往侧重于孤立存在的单个资产。随着资产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设备本
身的智能化水平的提高和信息量的增多，利用分析应用之间的交互来提高可靠性的潜力也在逐步增加。

目标二：通过IT/OT融合实现卓越维护
虽然OT运营技术的数字化可以带来好处，但如能与先进的IT应用进行融合，并共享数据，则可以将成本控制和效率提
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普适的通信、云存储和移动等技术的出现使得人们可以借助先进的IT工具实现更高的可靠性和可
用性。当前，人们已经可以高效地与应用程序及其他用户分享来自各个位置的信息。

使用智能资产

变频器是展现数字化力量的一个良好示例。 

变频器可以记录能源使用情况，并且可以按小时、日、周或月呈现能源的消耗趋势。此外，在变速箱超出预设扭矩水
平或泵站的运行超出参数范围时，变频器可以对此进行诊断。举例来说，如果泵站出现效率下降问题，变频器可以立
即检测出来，并发出通知。这些驱动器还可以与压力、流量和液位控制设备集成，用来补偿流量损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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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运用实时和历史数据

EcoStruxure Pumping Performance Advisor—泵效顾问等应用可以帮助您更好地解读数据。泵站是自来水厂和管网
中能耗最大的站点之一，对泵站进行优化可以降低成本并显著改善整体运营情况。
 
EcoStruxure Pumping Performance Advisor 可以基于智能驱动器、压力、温度和流量传感仪表或电源监控设备等产
生的数据，制定预测性和预见性维护计划。（见图1.3）IT应用可以从这些设备接收与能源、成本、维护和其他关键
性能指标（KPI）相关的数据，基于预期目标，使用算法进行分析评估，并通过浏览器、仪表板或移动设备和其他应
用，与决策者共享分析结果。所有这些举措都有助于泵站及其他资产保持最佳性能。

图�1.3 EcoStruxure Pumping Performance Advisor 软件能够实时比较泵实际运行曲线与泵制造商数据表中所示曲线。

EcoStruxure Pumping Performance Advisor 仅仅是其中一个可以改进水资产绩效的数字化应用。�我们之所以采用
该示例是因为泵站是水务运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他可用的数字化应用包括工程和规划应用、企业资产管理、资源管
理、电源管理以及面向技术人员的增强现实（AR）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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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边缘”

数字化应用可以通过边缘网关，例如分别连接至云端、本地或连接两者的IIoT边缘控制盒，接收来自智能驱动器的数
据。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PAC）、远程终端单元（RTU）和分布式控制系统（DCS）
等边缘控制器还可以进行实时计算和缓冲发送结果将结果发送到云端的企业应用。本地缓冲功能可以帮助云应用避免
关键数据的意外丢失。
 
前文提及的博莱克·威奇国际公司（Black and Veatch）研究人员在调查中发现，受访的业内专业人士对遥感技术有着
浓厚的兴趣。遥感技术是资产管理领域的一项关键技术。边缘设备可以通过数字无线链路接收运行数据，而内置的数
据缓冲功能可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数字无线链路能够简化智能产品和边缘控制器的数据传输，从远端泵站收集数据
并发送到应用和分析层，帮助用户更全面、实时地了解泵站的效率。
 
全面保障安全
 
EcoStruxure架构与平台帮助用户实现成本效益的关键在于使用标准的通信协议和接口，简化现场设备、边缘控制器
和�“即插即用”的应用部署。如想尽可能避免因这种部署模式可能带来的任何漏洞和风险，则需要架构的每一层都保证
符合相关的安全技术认证。

 •��例如，在互联互通的产品层，产品设计需符合IEC�62443标准，并通过Achilles二级认证，同时遵循严格的
产品安全开发周期要求。

 • �在边缘控制层，平台使用高级加密密钥管理、适用于Windows 10应用的统一可扩展固件接口（UEFI）、 
McAfee白名单以及与SCADA系统的传输层安全（TLS）连接等。 

 •  �在应用层，平台利用安全的Microsoft Azure云，通过云通信的安全身份验证，经过身份验证的集成数据库
管理（IDMS），并符合ISO�2700标准要求。所有这些保护功能用户都可以查询到。

目标三：从战略层面优化所有运营中的资产绩效 

实施资产绩效优化计划前两阶段，将为用户带来显著地收益，而第三阶段的行动则有助于更好地把控资产的可靠性和
可用性，从而能够在保障安全及环保的前提下，更加专注于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每一项资产的效率。

施耐德电气智慧水务业务董事总经理Michael�Teller表示：“将整体业务视为一个完整的核心系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提
升运营效率。作为整体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提供各类设备和系统，用以帮助操作人员，以便在发生泄漏或爆
管时发出报警；而作为整体解决方案的另一部分，我们也将为现场操作人员提供完善的系统操作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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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资产绩效优化计划

资产绩效优化计划的成功实施需要一支优秀的团队，团队成员不仅需要具备丰富的本地运营经验，还需要拥有利用所
数据和分析工具进行远程操作的专业技能。通常情况下，项目团队应以行业最佳实践和最新标准为指导，首先明确项
目管理和运营目标，并对现有资产进行审核，收集有关系统、运维成本、工艺仪表流程图（P＆ID）、年度运营时间
和近期历史数据等信息。
 
基于EcoStruxure架构与平台，施耐德电气可利用互联互通的产品、控制面板和仪表的设备，以及更先进的分析工
具，对资产参数进行评估，为用户提供深入的洞察与优化建议，从而通过提升可靠性帮助用户实现成本优化。
 
无论是与内部团队、第三方系统集成商还是施耐德电气水务业务部门的专家合作，您都需要对关键KPI指标的改进情
况进行几个月的持续监测，并据此调整业务运营模式，从而最大程度地改善可靠性。最大化提高资产可用性，将成为
专注资产绩效优化，实现战略性资产利用的基础。

我们的大多数客户，在实施资产绩效优化计划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即开始获得投资回报。

欢迎点击此处，了解更多关于如何利用资产绩效优化计划，实现更大价值的相关信息。我们将通过致电或拜访的
方式，帮助您开启资产绩效管理之旅。

联系请求。

如果能够了解资产绩效表现对所有资产和流程的影响，那么维护工作将不仅可以确保可靠性，还将成为成本控制和战
略管理的关键驱动力量。监测并集成配电、水资源需求预测、采购和质量等各种系统的数据，并使用相关应用对数据
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您更加全面地了解水处理流程、产出和能耗，从而实现以下目标：

  • 基于关键性能指标（KPI）监控资产绩效

  • 根据可预测的用水需求高峰进行调整

  • 维持安全、可靠的水处理环境

  • 通过及时采购和谈判来降低采购和库存成本

  • 通过实时报告功能避免不必要的罚款

  • 提高最终用户的满意度

当然，如果底层设备彼此孤立且信息格式不同，那么要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达成上述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施耐德电气
EcoStruxure架构与平台可以为多样化信息整合提供指导，以便在各种应用之间以一致、有效的方式实现共享。



第二章
管理泵站资产，在降低总拥有成本的同时， 
最大限度地提升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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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泵站资产，最大限度地提升运营效率

本章将重点介绍资产绩效优化的相关技术在泵站运营中的应用，用户通过这些应用可以获得以下收益：

  • 减少多达15%的运营成本

  • 改善老化泵站基础设施的管理，并延长资产使用寿命

  •��管理泵站综合性能

  •  优化电子邮件报警通知功能

  • �通过KPI监测，持续改善运营

  •  根据盈利能力，调整预算

关键行业如今面临的挑战

当前，针对服务交付、合规和弹性管理大量且老化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更高要求，使全球各地的水务企业承受着越来
越大的压力。

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必须想方设法延长重要资产的使用寿命，优先改造项目，并强化网络安全威胁防范
能力。为了应对这些挑战，除了寻找更多的资金支持，许多企业都在探索优化泵站能效和运营的方法，因为在这些
方面的成本，约占泵站整体支出的75%左右。（见图�2.1）

解决此类问题需要基于大量的资产绩效数据，而随着数字化转型在整个行业的加速，企业如今已可以做到对这些数
据的收集和分析。�

图�2.1�如今，借助工业物联网、云计算、分析应用和移动技术等数字创新，我们可以更便捷地解决水行业一直以来
面临的众多难题。

Jean-Pascal Riss,  

施耐德电气市场营销产品主管

能耗

维护

运营

设备 

安装 
环评 

停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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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泵站资产绩效优化

在第一章中，我们讨论了一些较为普遍的，影响水行业资产绩效优化的趋势，包括资产维护成熟度和技术的数字化
转型等。

本章将重点介绍泵站资产管理，以及如何通过对能源使用、维护和运营的数字化监测，实现总拥有成本（TCO）以
及绩效表现的最优化。

数字化承诺

利用数字化改善工程运维绩效

通过数字化转型，企业可以基于大量相关数据，来改进运营绩效。为此，企业需要打通彼此孤立的资产，提升其智
能化水平，从而实现同步控制和通信，并能够利用应用程序对信息进行分析。

正如第一章第 7 页所述，EcoStruxure架构与平台能够提供一个框架，用于组织、集成和保护水务企业的相关资产。

该架构的基础是泵、电机、驱动器和其他更加智能化且互联互通的底层设备。“边缘控制层”则由控制器（如PLC）和
其他设备（如与顶层的分析应用协调数据交换的网关）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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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泵站管理

对于泵站来说，这种结构化的数字化转型方法能够更好的管控能源、维护和运行成本。它可以通过下述操作降低泵站
的能源成本：使实际运营情况更贴合目标曲线；使设备使用效率和成本得到最佳平衡；或通过优化能源费用，避免因
需量电费或功率因数产生罚款。（见图�2.2）

 
降低维护成本

数字化转型可以推动泵站高效（最贴近最佳效率点的模式）运营，从而降低维护成本（见图�2.3）：

  • 通过先进的监控手段降低人工巡检频率

  •��通过状态监测强化日常维护，以便在故障发生之前识别到可能的故障点

  •�通过减少低流量条件下的操作，更好地保护资产

图�2.2 Ecostruxure Pumping Performance Advisor 界面呈现出的能源浪费点

图�2.3�优化监控功能以降低水泵扬程，使其效率最大化。

流量（升/秒）浪费的电量

浪
费
的
电
量

能源浪费查找�

%
�扬
程

%�流量

温度升高

轴承和密封
寿命低�

抽吸再循环

排放再循环�

最佳效率点�
汽蚀

轴承和垫圈
寿命低�

低流量汽蚀

叶轮寿命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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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运营成本

数字化部署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降低整体运营成本：加强对目标性能点的实时监控;�调整电机转速以实现既定目标;�确
保泵站相关系统的协同稳定运行。这里的相关系统可能包括液压系统、泵站控制策略或辅助控制功能，如加氯量。
（见图�2.4）

如果能够对泵站运营有更深入的了解，您会怎么做�？

图�2.4�以可视化方式呈现泵站与其他资产的协同运营情况，有助于优化泵站运营

三种维护改进途径

资产可靠性、卓越维护、资产优化

详细、及时地获取信息可以推动资产绩效达到新的水平。

这其中包括:

  •�基于状态提供经济有效的运维
  •��改善整体运营状况
  •��降低巡检频率，从而降低人工成本
 
1. 状态维护

叶轮是泵站中最早报废的部件之一，而侵蚀和腐蚀会进一步缩短叶轮的使用寿命。通过分析，可以获得有关泵站健
康指数和产能损失的洞察，而这些都与电耗直接相关。使用压力变送器对泵站吸力进行监控，可以在泵站吸力下降
到某一水平以下时发出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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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善运营状况

除了监控泵站状态外，要想改善泵站运营状况，还可以减少导致垫圈和轴承使用寿命缩短的轴向力，进而改善平均
故障间隔时间（MTBF）。

 
3. 降低巡检频率

当泵站运营信息非常有限或者信息不可靠，人工巡检，就变得十分必要，以便确定是否需要对泵站进行维护干预。
对资产和关键变量进行持续的数字化监控可以降低人工巡检频率和人力成本。借助现代数字工具，您可以跟踪电机
和泵站的电气变量、机械变量和液压变量等，并在性能偏离既定阈值时收到报警。

泵站资产绩效优化实践

案例研究：非侵入式、不可知的泵性能解决方案

资产绩效优化项目从设定泵站管理目标开始。在西班牙北部的一家水处理厂，厂长希望能够改进工厂层面的运营措
施和成果沟通方式，由此降低能源成本。与此同时，他还希望能够降低工厂的运营支出（OpEx）。工厂的技术和
生产经理认同厂长提出的建议，并且正在考虑是否可以通过更换老化泵站设备来助力实现上述目标。

在项目伊始，我们部署并基于如图2.5所示的架构，收集和分析运营数据。专家重新配置了现有的电能表、电机智能
驱动器、以及压力和流量传感器，以便对关键过程点进行监控。

位于边缘控制层的SCADA软件和PLC控制器可以监控数据交换和生产逻辑，还可以连接�PROFINET 和�Modbus 
TCP 网络上的工业物联网边缘控制存储设备。工业物联网边缘控制存储设备位于工厂控制室，负责将数据传送至位
于云端的EcoStruxure Pumping Performance Advisor。

性能优化架构

图�2.5 项目实施后第一年，为水处理厂节省了约12%的运营成本；并在仅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获得投资回报。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Architecture

Magelis IIoT Box Modicon

EcoStruxure Pumping Performance Advisor

Apps, Analytics
& Services

Edge Control

Connected
Products

EcoStruxure™

Architecture

PowerLogic (Meter iON) Altivar

EcoStruxure Geo SCADA Exp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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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获得投资回报

在对西班牙水处理厂进行约三个月的监控之后，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工厂不需要更换旧泵。通过控制回路调节可以降低磨损和腐蚀对泵的影响。不过，我们还是建议工厂对叶
轮和耐磨环进行翻修。

  •��泵站速度控制的变化有效提升了泵站性能，降低了泵站的能源成本。我们发现，通过变频调节速度变化比
在PLC中控制回路更为有效。

  •�工厂无需每两周进行一次人工巡检。
  •��加氯阀自动切换功能的部署，使工厂运营成本下降了4500欧元。
除叶轮和耐磨环翻修及臭氧系统自动报警外，成功实施上述所有改进建议，工厂每年可节约18500欧元，相当于节
约12%的运营成本。（见图�2.6）

图�2.6�通过提高资产绩效降低运营支出

7000欧元 
每年减少的能源支出

3000欧元 
每年节约的维护成本（免除
了每两周进行人工巡检的
必要）

8500欧元
每年节约的运营成本（通过
自动控制加氯阀门（开/关
功能）以及部署应用、洞察
和报警警等功能）

运营支出节约1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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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可靠运行到连续优化

资产绩效优化计划的基本原则

尽管前文的示例与饮用水有关，但相同的基本架构几乎适用于任何场景下的泵站。例如，一家客户与施耐德电气合
作，其污水处理厂和水网提升泵站的性能表现，实现了与示例类似的目标。

在监控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变速调整，成功地提升了泵站性能，降低了能耗、磨损和震动。此外，监控结果还显示，
污水厂需要缩小污水滤网的尺寸，防止较大的物体通过后，加剧泵的磨损。通过这些举措，工厂可额外节约成本超过
1.8万欧元（占运营支出的14%）。

无论您是依靠内部团队，还是与第三方集成商合作，或者与施耐德电气合作，资产绩效优化的基本原则都是相同的。

  1.  评估当前的运营水平，进而评估潜在的回报，并设定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2.��实施改进措施，并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基于改进目标，持续监控相关进展

  3.�根据监控结果进行相应的性能优化

最终，您将能够持续地达成目标，获得投资回报，并以更多资金用于其他升级和改造计划的部署。

但是资产性能优化过程不应就此结束。水和污水处理厂的运营状况多变，工厂和管网建设也总是需要超越最初的目
标，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和现实情况。EcoStruxure为您提供了一个可持续优化的架构，可以帮助您持续达到
更高的绩效水平。

欢迎与我们的水行业专家共同探索更多可能。

预约致电

欲了解更多信息，敬请访问EcoStruxure Pumping Performance Advisor



第三章
智能配电驱动电气资产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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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不断挑战着基础设施的运行连续性。水行业也无一例外，所有的业务无不依
赖于电力以及的供电连续性。十年以内，75%的劳动力将由9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口构成，而伴随着这个群体成长
的，是不断加速演化的信息技术。与此同时，互联互通的设备将会比人员多出10倍。水行业正在向一个更加互联互
通、电气化、数字化、低碳化和分散化的未来发展。行业不断发展和进步，配电领域也必然面临着更加严峻的供电
连续性，状态可视化，运营智能化的要求。在企业管理效率不断提升的过程中，也需要一些技术手段提升供配电设
备的运维效率。

智能配电系统的价值主张与功能

水行业传统配电系统管理粗放，设备对于人们而言就是一个黑匣子，人与设备之间缺乏沟通，过度依赖人们的经
验，难以及时准确把握系统及设备的运行状态。人为因素高，依赖性强，传统方式无法发掘数据的真正价值。在现
今的数字化经济大潮下，传统的供配电设施需要加速进化。

施耐德电气基于物联网技术推出EcoStruxure Power架构与平台使得更多的合作伙伴及终端用户可以全面连接至数
字化系统，利用数据分析的力量，使水行业客户可以在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获得收益。这个系统是一个互联互通
的，帮助水务企业实现数字化管理的系统，通过与网络设备深度融合，应用互联网,�移动技术，实现与智能化设备
及相关传感设备的实时对话，同时与自动化系统结合，提升使用者的智能化体验，提升企业和人员的安全性，运维
效率和管理效率。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电气资产主动运维

传统配电系统实现的是被动的运维体系，只提供现场报警、故障历史纪录、运行报表以及查询功能，而智能配电系
统实现的是主动式的运行维护，通过对于电力设备测量监测，电能质量监视分析，谐波分析系统诊断，电力系统故
障信息的预警、预防以及预测，运维得以做到防患于未然，整体提高运行维护的主动性。从而：

缩短停电时间 

35~42%
减少停电次数 

70~75%
延长设备寿命 

3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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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管理

传统配电依赖人力和经验来实现的，依赖于日常人工巡检，粗放式管理，人员技术能力成为运营管理效率的瓶颈，
而智能配电系统通过资产信息的存档、资产状态的评估、运维工作流程的规范、能源使用效率管理等方面，全面提
升运营体系整体的高效性。从而：

全面互联互通

传统配电系统数字化程度低，过度依赖人们的经验，难以及时准确把握系统及设备的运行状态，靠人为经验，传统
方式无法发掘数据的真正价值，而现在我们倡导的智能配电系统是一个互联互通的，帮助用户实现数字化管理的系
统，通过与网络设备深度融合，应用互联网,�移动技术，帮您实现与智能化设备及相关传感设备的实时对话，同时
与自动化系统结合，全面感知设备和系统的状态，通过系统的智能化功能辅助判断，提升电气运维的效率，带来运
维人员的智能化体验。

我们建议的智能化配电系统功能有:

1. 能源效率管理

能源效率管理结合了工艺，设备，人员，和电能的使用数据进行分析，可以让水厂运维人员将能源管理的KPI和日常
的运维比对，在整个运营的过程中监视能源使用和工艺调整，设备以及人员的关系，发现能源浪费的环节，进而进
行运营调整来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我们能源管理平台主要通过一下功能来实现水厂的能效管理：

  •�能源规划审计
  •��能效管理仪表盘和KPI管理

  •�能效对标
  •��能源效率提升
  •��能源定制报表
  •��能耗回归分析
  •��能源流向追踪 

  •�能效过程分析

降低资产维护 
成本 

25~35%

提升能源效率 

20~25%
节约设备资产 

12~1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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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能质量管理

  •�电能质量监视与分析
  •��电能质量事件高精度波形捕捉、还原
  •�谐波分析系统诊断
  •��电网实时监测
  •�扰动方向分析判定

3. 电气资产管理

  •�多维度查询及资产报告
  •�移动终端APP+及网页

  •�柜门二维码快速访问
  •�电气资产配置信息显示
  •�断路器老化评估分析

4. 运行维护管理

  •��快速故障诊断以及恢复指导
  •��系统保护选择性分析
  •�精准预防性维护指导和计划
  •�关键设备温升实时监控
  • 保护定值按需优化
  •��人、事、物关联的智能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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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以上功能全新的智能配电新架构如图：

这是一个基于物联网的数字化中低压解决方案，全方位改善配电系统，实现预防性维护，保障安全，可靠，高效的配
电系统，放大您的业务价值。

1. 互联互通的产品

全IP架构，打造从中压到终端，从母线到电源，从温度到能效，创新智联电气设备全路径的配电网络。产品覆盖网关
智能模块、Com’X�Box物联网网关、中压配电、低压主进线、配电-馈线、终端配电、智能母线、电力仪表等。从中压、
低压到母线的深度传感覆盖，提供局放、温度、老化分析全方位在线监测。主动式运维，全面感知状态，预知风险， 
提高运维效率，保障设备及运维人员的安全。

2. 边缘控制

将设备的参数和状态信息实时地采集到边缘系统中进行监视和分析，无论是在配电现场，还是在远程 
后台，都随时随地掌控电气资产状态和参数，辅助运维人员做出正确的决策判断，打造精细化管理新高度。

电力监控系统（PSO）与电能管理系统（PME），它是超越传统电源管理系统的创新型智能管理软件，采用模块化的
架构，提供包括断路器老化分析、能效分析、电能质量分析在内多个智能模块供客户依据自身需求进行选择，兼具专
业性与灵活性。

借助PME和PSO提供的配电管理监控界面，使您随时接入整个配电系统。它帮助您:

  •�提高能源使用的效率
  •�避免电能质量相关的设备故障和宕机
  •�削减能源相关成本
  •�显著提高网络及运营效率
它是所有电力关键设施的理想选择，充分发挥配电网络的潜能。

POI PLUS站控专家，一体式站控单元部署在配电室现场，提供多点触控的操作方式。实现配电站现场级的主动运
维。根据现场的安装条件，可以通过一体机的方式嵌入式安装在主进线柜，也可以以挂墙式站控柜的方式安装在配电
间，集成各种传感器件信息，实现全方位掌控环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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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眼运维专家�Facility Expert是构建在云端的电气资产运维应用。

通过Com’X Box物联网网关，可以将本地配电系统的信息上传到云端，包括设备状态、电力参数、温度、故障等信
息。通过千里眼，可以帮助运维经理精细化管理运维过程，降低运维管理成本，提升管理绩效；帮助现场运维人员提
高运维效率，节省故障排查时间，使任务的执行更精准。千里眼利用主动式的运维帮助水厂与泵站减少计划外的的停
电时间，助力“无人/少人值守”。

3. 应用、分析与服务

当新科技已经从“实验室”来到“应用场景”，高效准确解读海量数据并从中挖掘价值至关重要。

千里眼顾问Asset Advisor

千里眼顾问是以电气资产健康为主题，针对中国市场运维特点打造，基于云平台的全生命周期数字化服务产品。全面
保障电气资产安全健康，为您带来更加智能高效的数字化运维体验。

  •�提升系统及设备可靠性
  •�优化资产使用和配置
  •�提升运维效率，保障运维质量
  •��缩短停电时间，减小电力中断对业务停滞的影响

电力顾问Power Advisor

通过网络和云计算，定期收集监控系统、电力、能效相关的各种数据，并进行专业的评估与分析，将数字化信息转换
成切实有效的行动方案。包括：

  •�电能质量分析
  •�数据质量诊断
  •�供/用电分析
  •�资产使用情况分析
  •�需量分析
通过专家的建议，可以提高电网的可靠性，改善运营和投资的决策力，规避风险与不利因素。

因此，我们希望水务企业能够提升管理，利用智能配电系统帮助您保障供电稳定可靠，工艺稳定连续运行；辅助运维
人员做出正确的运维判断，运维高效；智能的资产管理方法，主动运维精准升级，减少停机风险和财务成本，运用可
升级的智能产品，时刻保持配电设施与时俱进和易升级的便利。获取专家知识经验，助力企业高效管理。

智能配电系统结合控制技术、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与服务等,将配电系统中的智能设备互联互通，实现主动性高效维
护，保障设备运行更加安全、可靠，全方位改善配电系统，针对水行业用电场所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让水行业用
户尽享配电数字化潜能，提升安全和效率，降低成本，树立业界行业标杆的同时，提升员工的满意度。



第四章
赋能水行业员工，优化资产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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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介绍工业物联网、大数据和增强现实（AR）（AR）等应用如何将水行业的员工联动起来，为他们提供实时
决策支持，并使其能够在任何时候与任何人展开协作，全面赋能员工，得以：

  •  实现最大化的投资回报与资本回报�(ROCI)

  • �缩短停机时间

  • 降低运维成本

  •��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
  • 实现可持续运营

  •�优化整体资产绩效

欢迎继续阅读，以了解更多有关数字化时代，如何通过提高数据透明度，促进资产绩效优化，以赋能水行业员工，
并实现以下成果：

数字化时代的员工赋能

如果您正在担心旗下水处理厂或管网项目中缺乏训练有素的员工，不用担心，您“并不是一个人”。在今年《水行业
文摘》（Water and Wastes Digest）上发布的《行业发展报告》5中显示，五分之四的水行业受访者表示，劳动力
整体水平是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这样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

美国政府问责局2018年的一份报告预测，未来十年内，水与污水处理公用事业公司中将有约三分之一员工达到退休
年龄。所有迹象都表明，这不仅仅只发生在美国6。这些现象将使优秀技能型人才的竞争更趋白热化，使本已紧张的
预算更加捉襟见肘，并危及关键业务运营。

在这方面，数字化至少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发挥作用。首先，数字化技术可以帮助员工从以往的海量运营数据中挖掘
出更多的价值，从而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还使员工具备远程专业协作的能力。

其次，数字化技术可以满足当前员工队伍的特质，他们熟悉数字化专业知识，工作方式也更具流动性。人们越来越
习惯于通过手机和平板电脑来看待世界，因此，为什么不将这样的习惯延伸到工作之中呢？例如，如今的手持设备
可以提供高度准确的信息，为业务运营或紧急情况的应对提供指导。

50% 3%
营收增加

10%
利润率提升

..................

.................................................................................................................................

..................
查询资料的时间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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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水行业员工，优化资产绩效

在未来的数年里，人为判断力与稳健的销售管理模式仍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员
工将可围绕关键绩效指标（KPI）进行资产优化，使整个行业从中获益。

数字化技术能够助力实现以透明、准确的方式呈现运营数据，赋能水行业员工，优化资产绩效，而这在以前是无法
实现的。在第二章，我们将介绍一种优化泵站绩效的应用。它能够从互联资产中收集海量数据，基于数据分析获得
有关过去或未来的洞察力，并提供给运营人员和技术人员，方便他们制定实时决策，由此赋能员工。在本章，我们
还将深入探讨增强现实（AR）技术。作为IT应用的另一个示例，增强现实（AR）技术能够促进IT与OT融合。与虚
拟现实一样，增强现实（AR）能够模拟工业运行环境，在不扰乱系统实际运行的前提下，帮助人们学习如何安全操
作和设备维护。

“通常情况下，负责维护控制面板和机器的工程师需要花费一半的时间在各种各样的软件、数据库、活动日志甚至老
式文件柜中寻找技术数据。增强现实（AR）应用等数字解决方案的部署将使工程师能够及时获得所需的信息，由此
提升运维速度，减少与传统维护流程相关的人为错误。”

   —  Simone Gianotti,  
施耐德电气面向工业领域的EcoStruxure业务开发经理

此外，增强现实（AR）不仅能够为流程或资产建模，而且能够将环境信息和进一步的洞察提供给维保人员，将物理
对象、真实对象和虚拟对象融会贯通。增强现实（AR）技术可以将这些融合对象与数据库相连接，而数据库中包含
数字版本的手册、工艺数据、故障排除指南和许多其他信息，能够助力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升运维水平。

实时应答：

预测性信息 如果未能发现，这个问题将如何演变？

我下一步该做什么？

我应如何排除这台泵的故障？

这个问题是否首次发生？

您能否帮助我处理这个问题吗？

目前正在运行的是哪种泵？
运行速度如何？
是否处于最佳运行状态？实时环境信息

过程显示

供应商手册

历史数据

与远程专家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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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现实（AR）技术在运营中的使用

以水处理厂的维保人员为例，他们可能会在平板电脑或其他移动设备上运行增强现实（AR）软件。他们可以将平板
电脑的摄像头对准工厂内的特定区域、资产或泵，以及其他真实信息点（POI），软件界面将显示有关该资产的实
时数据，例如流量、流速和其他有助于提升维护效率的关键信息。此外，增强现实（AR）软件还可以关联手册和故
障排除指南等指导资料，方便维保人员访问这些资料。（图3.1）

图3.1�将平板电脑的摄像头对准一项或一组资产，即可了解运营细节。

操作人员在平板电
脑上单击要监控的
站点或设备。

系统使用信息点
（POI）将平板电脑
摄像头看到的场景
与存储的图像进行
匹配。�

在进行匹配时，
信息点会叠加在
平板电脑中显示
的真实场景上。

操作人员单击信息点，即可
显示各种信息，其中包括过
程变量、运行和维护记录；
文档、说明书或接线图；以
及网页、视频、音频和存储
过程等视听资料。

1 2 3 4

场景——水处理厂

文件

1号池

2号池

图表

图表

图表

图表
图表

流量：430 m3

流量：1 m3

流速：每小时1 m3

流速：每小时2 m3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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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键信息的即时访问也有助于缩短响应时间。例如，泵房一旦发出报警，技术人员立即就能看到，并基于移动设
备显示的信息进行远程诊断，而不必再像过去一样花15分钟走到泵房，再花10分钟等待授权人员来开门。

此外，技术人员还可以访问系统的多个视图和层级（图3.2），甚至可以通过应用程序进一步放大以获取示意图。

图3.2�根据应用配置模式，操作人员可以更深入地挖掘相关信息

资产绩效改进如何获得回报

资产绩效改进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升投资回报：

缩短停机时间
 
水务公司将约70%的资本用于购置资产，要想获得最大化的投资回报，这些资产必须能够以峰值性能运行。一旦发
生停机事件，维保人员可能会耗费大半天的时间来解决问题。而虚拟现实应用则可以提供针对实时情境的有效洞
察，指导技术人员采取相应措施，同时，能够避免停机事件的发生，以及在停机事件发生后及时排除故障。它可以
帮助操作人员快速查找信息，即时获取现场的实时数据、用户手册、使用说明和图表等。此外，备件管理也非常重
要，当故障发生时，操作人员应该知道去哪里寻找备件。

此外，虚拟现实应用还可以推动维护模式由被动式向主动式转变，以减少停机事件的发生。在主动维护模式下，维
保团队能够腾出更多时间分析历史数据和趋势，确认故障原因，并制定相应的缓解措施。主动维护模式还有助于避
免库存积压，最大限度地提升维修和保养用品的投资回报。

场景——水处理厂

泵站
1号泵：打开

2号泵：打开

3号泵：关闭
流速：每小时4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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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运营成本

维护支出约占水务或污水处理泵站运营成本的三分之一。此外，维护还会对泵站的其他成本因素产生重大影响，
包括能源消耗和泵的运行等。因此，任何改进维护的措施都将有助于降低总体运营成本。例如，将安装增强现实
（AR）应用的平板电脑摄像头对准某一管段，即可呈现反应泄漏问题的流速数据。

 
提高安全性

安全性是数字化维护的一项关键优势。借助数字化维护软件，技术人员可以通过虚拟形式打开面板门，然后诊断潜
在的问题，将实际接触危险能源的风险降至最低。此外，数字化维护在培训方面也有着显著的优势，操作人员在腐
蚀性或危险环境中进行维护工作之前，可以学习安全操作流程，甚至可以体验错误操作带来的后果。

 
减少人为错误，促进协同作业

除了在正确的时间向维保团队提供正确的信息之外，数字化维护技术还可以促进数据及数据格式的一致性，在很大
程度上减少了人为错误的出现。该软件能够有针对性地定位设备，通过完整的维护程序一步步指导操作人员，促进
标准操作程序的实施。

如果需要进行专家诊断，技术人员可以联系位于世界各地的专家，通过交流确定诊断结果。线上专家给出的信息将
同步呈现在屏幕上，这不仅能够提升技术人员的现场决策质量，而且能够减少专家往返的差旅费用，进一步提升投
资回报。此外，这种远程交流方式也有助于培训工作的顺利开展，技术人员可以不必再像以往那样去往各个地点接
受培训，如今，他们可以在固定的地点以小组方式接受远程培训。

 
可持续性

在能源消耗等领域确定低效率点对成本、性能以及可持续性都有影响。例如，�AR仪表盘可以将实际功耗和指定流
速下的理想功耗进行比较，便于操作人员了解泵站消耗的能源是否符合既定水平。如果每分钟泵入110万加仑的水应
消耗800KW的电力，但是实际消耗了850KW的电力，那么不是泵有问题，就是存在能源浪费问题。无论是哪种情
况，增强现实（AR）都能够帮助泵站工作人员进行能耗改进。

优化资产绩效

数字化维护的优势不仅在于缩短停机时间、降低能耗以及提升操作人员的效率。通过具备成本效益的维护质量优
化，工厂还可以重新部署人力资源，将更多的人力用于改进工厂和管网性能上，避免人员东奔西跑而对设备正常运
行产生的影响。当工作人员有信心维持工厂正常运转时，他们就能够针对下述问题给出答案：

“我们如何能够让工厂运转更加良好？”

“我们如何降低水的总成本？”

 



32Schneider Electric White Book

水行业数字化转型

EcoStruxure 架构与平台，可以从互联状态的OT设备和智能设备收集数据，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便共享给IT
分析和决策支持应用。该平台创建了五项基于核心竞争力的即插即用应用程序：

  •��集成的互联互通设备和信息技术
  •�智能运营建模
  •��顾问和其他应用，将过程数据转化为业务洞察力
  •�云连接数字服务基础设施
  •��网络安全保护

图3.3

如图3.3所示，OT资产属于底层�“互联互通的产品”，可能包括泵、电机、驱动器、传感器、管道等基础设施。。。这
类设备正变得越来越智能化和网络化，能够存储和共享运行与诊断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在工业物联网架构中，这些设
备可以被系统使用的工程软件搜索出来。

中间“边缘控制”层中，服务器接收来自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结构化查询语言（SQL）数据库和第三方OPC等
多个来源的数据，并通过互联网网关等通信设备与IT应用实现数据共享。

顶层“应用与分析”包括各种基于标准的应用，领域专家正在为其开发新的软件，以满足行业的迫切需求。就像智能手
机应用程序的开发者一样，领域专家们不断地将新功能推向市场，以全新的方法赋能员工。EcoStruxure Augmented 
Operator Advisor仅是其中的一种应用。第二章中介绍的EcoStruxure Pumping Performance Advisor是另一种应用，
并且这两种应用可以结合使用以更大化地赋能员工。

与EcoStruxure Augmented Operator Advisor一样，EcoStruxure Pumping Performance Advisor摒弃了以往的被动式
维护维修策略，通过访问和分析从现场设备中收集到的流速、流量、驱动速度等类似的数据进行主动式维护。泵站维
护技术人员同样可以根据这些呈现在眼前的信息来优化泵站绩效。

图3.3展示了另外一些赋能水行业提高资产绩效的应用实例。例如：虚拟化、企业资产管理和来自施耐德电气子公司
AVEVA的SCADA软件应用。

得益于通信标准、低成本计算和更安全网络的出现，部署增强现实（AR）应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容易得多。

促进员工赋能的数字化架构

水源/泵站/水利 海水淡化 供水管网 污水处理污水管网

应用
分析
服务

互联
互通
设备

边缘
控制

端
到
端
的
网
络
安
全

本
地
和
云
端

水处理

模拟仿真
• 供水管网模型Aquis
• 配电系统ETAP

统一的运营管理中心平台
• UOC

EcoStruxure™ 架构

PES/DCS遥测与遥控
RTU

PLC 自动化控制系统
SCADA

工程设计与交付
• 三维设计E3D
• 数字化交付
AVEVANET

资产管理
• 企业级资产管理Avantis
• 预测性维护PA
• 沉浸式运维和培训AOA 3D
• 移动运维千里眼专家

生产监控和管理
• System Platform
• Process Historian
• Enterprise Historian
• 能效管理EMS

“千里眼”

顾问咨询

• 千里眼顾Facility Advisor
• 电力顾问Power Advisor
• 泵效顾问
• 变频顾问

电力监控+能效管
理系统PO

UPS智能低压配电柜中压配电柜中压断路器 电容滤波 智能表计微机综保 自动转换开关 电气火灾监控变压器中压变频器 低压断路器 低压变频器

站控单元POI+
PMBox

面向水行业的EcoStruxure架构与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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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员工最佳实践

南美的一家综合钢管厂试图通过优化维护功能，缩短意外停机时间。

工厂通过部署增强现实（AR）系统，使技术人员更加快速地诊断问题，从而加快维护进度。技术人员可以通过智能
手机【或平板电脑】以虚拟方式，查看相关数据，以便实时评估生产和维护状态。�

该系统将PLC控制器、SCADA系统或SQL数据库中的数据叠加到设备图像附近，并根据技术人员所查看的资产，实
时提供KPI指标达成情况和信息反馈。

快来试用吧！点击图3.4，并使用平板电脑扫描二维码，即可直接访问EcoStruxure Augmented Operator Advisor 
应用。

开启增强现实（AR）应用计划

Confidential Property of 
Schneider Electric  

How to use EcoStruxure Augmented Operator Advisor 使用演示

在您的移动
设备上安装
该应用

1

将应用指向
图片库中的
图片，进行
软件测试。

3

在您的电脑上
下载图片库并
打开。

2

图3.4

增强现实（AR）应用计划的成功实施，首先对支持的项目进行自上而下的分析，并确定以下目标：

  •�要部署应用的站点；
  •��每个站点内需要监控的区域，例如泵站、污水提升泵站、电机、 

控制室和备件存储区域；

  •�每个区域内的设备场景，例如泵、电机和电气柜；
  •�子场景，即各个场景中技术人员可能需要放大查看的部分。

在确定好监控目标、确保所有设备运行正常并连接至相关的工厂网络后，您需要确定是使用照片还是标签来识别场
景。如果使用照片，下一步便是为所有区域、场景和子场景拍摄高分辨率照片，并将照片存储在硬盘、USB存储盘或
网络文件夹中。如果使用标签，下一步便是对具有物理相似性或相同性的设备项进行独特标识，并将数据库标签添加
到这些设备项上。

其中，上述网络文件夹必须在运行增强现实（AR）应用（如EcoStruxure Augmented Operator Advisor （AOA）软
件）的设备上进行访问，该软件的免费试用版可在下一页获得。该应用将引导您成功关联所有照片或标签内容。

敬请访问我司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第五章
通过系统集成加速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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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的系统集成商网络在推动水行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该网络在全球拥有1000
多家经过甄选和培训的合作伙伴，能够在终端用户业务战略和传统场景中部署施耐德电气解决方案。

施耐德电气合作伙伴网络始终致力于推动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并且目前正在加速帮助客户部署智能化和互联互通
的设备、大数据、云计算及先进分析，以满足其抢占竞争优势的需求。

当合作伙伴在其业务领域展现出卓越的专业技能，施耐德电气将授予其该领域“首选合作伙伴”的称号。本章将集中
呈现与施耐德电气在水务行业的首选合作伙伴Cougar Automation公司战略客户经理Simon Pape的访谈内容。

Pape关于水行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的相关介绍对于各级系统集成商都具有指导意义，无论他们是为工程公司提供服
务，还是受雇于公用事业公司。在Pape的描述中，对工业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化方向展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偏好，
但其数字化转型进展缓慢且步步谨慎。他认为，系统集成商会变得更加精通IT技术，并最终将在所有层面实现更广
泛的资产集成。

尽管他的介绍和观点主要来源于自身在英国水行业的经验，但这些经验与全球水行业一体化发展密切相关。

信息技术（IT）与运营技术（OT）融合

施耐德电气: 数字化转型对系统集成有何影响？

Simon Pape: 每个人都在谈论云和物联网，都在探讨如何以最低的成本让现有的资产获得最多收益。以前，客户会
问“什么是IoT？什么是物联网？”现在，他们会问：“我们应该如何部署这个应用？有没有现成的案例？”

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已经目睹了系统集成向虚拟化系统的转变。在过去五年中，为用户提供更多的虚拟化系统已经
成为常态。目前，我们已经转而采用虚拟化程度更高的SCADA系统。可以说，九成新业务都与虚拟化系统有关。现
在，我们为客户提供的是IT程度更高、更先进的解决方案。例如，几年前，我们成为了思科公司的合作伙伴。.�

施耐德电气: 是什么推动了集成商对更多IT专业技能的需求？

SP: 成本节约和运营效益两大因素共同驱动系统集成商对IT专业技能的需求。由于许多客户没有预算从头开始升
级，我们不得不将一些虚拟化系统构建在XP或NT等非常老旧的操作系统上。在虚拟化环境中部署系统需要一些变
通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其实更有助于客户达成目标。

我们正在云端、本地和混合应用场景中部署虚拟化应用。此外，网络安全性、可靠性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使人们更有
信心将关键数据存储在云端，这也是我们对云端历史数据库解决方案产生浓厚兴趣的一大原因。

从系统集成商角度了解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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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 您是否注意到泵站操作人员渴望改变数据交互的方式？

SP: 大多数泵站都在使用PLC控制器与传统的人机界面（HMI）进行数据交互，但现在部分泵站的情况已经有所改
进。比如说，我们有一家客户正在计划完全移除人机界面。他们已经制定了在站点层面部署SCADA系统的计划，准
备通过监控中心的无线接入点将SCADA系统信息传递到平板电脑中。这家客户也在探讨使用云端的历史数据库解决
方案。客户希望我们能够更多地接触最新技术，知道哪些技术可以为客户所用，哪些不能为客户所用。

EcoStruxure 一体化平台的作用

施耐德电气:  像施耐德电气EcoStruxure这样的一体化平台适合什么样的场景？

SP:�我们还在部署低功率广域网络，使连接设备能够进行远程通信，比如能够支持远程通信的电池供电传感器等。
以往，我们的业务主体是部署PLC、人机界面和现场设备；如今，我们已经将业务范围扩展到站点层面的SCADA系
统。在一个规模非常庞大的站点上，可能存在多个客户机/服务器架构，甚至分布式广域SCADA系统，用以协调来
自多个站点的数据。此外，我们还涉足了手机智能应用开发业务。

EcoStruxure架构包含上述所有功能，并且可以将业务扩展至云端，同时提供网络安全防护，无论采用远程连接方
式还是本地连接方式，网络安全防护都是信息技术（IT）与运营技术（OT）融合的先决条件。这也是未来的统一发
展方向。

关于网络安全

施耐德电气: 水行业如何看待网络安全？

SE: 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开始要求水行业对于网络安全给予足够的重视，并采取更有力的网络安全防护措施。他们
要求公用事业部门关注及着手检查系统中可能存在的漏洞，并提供审计证明。我们可以提供针对当前系统的报告和
审计服务，帮助客户识别系统及人工活动中存在的漏洞。

比如，是否可以使用记忆棒？笔记本电脑USB端口有什么使用政策？密码安全性如何，如何进行检查？有时候，正
是这些细微之处的举措助力客户高效提升系统安全性和系统抗风险能力。目前，我们已经为水务公司提供了不少卓
有成效的系统漏洞与安全问题（包括人工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检测服务。

向云端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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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产绩效优化

施耐德电气: 贵司如何帮助水行业客户优化资产绩效？

SP: 资产绩效优化有时也被生动地称之为“压榨资产”，也就是说，尽可能地从当前资产中挖掘最大化价值。目前，
很多客户都已经将预测性维护提上日程，而这也是云技术和分析工具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

为了帮助客户最大限度地利用泵站等高价值资产，我们通过运行状态监控系统，在客户资产上安装加速计、振动监
控器等工具来收集数据，并通过工业网关将数据返到云端进行数据分析，或者将数据发送至智能手机。

 
“To help customers get the most out of  high-value assets, like pumps, we run condition-based 
monitoring systems, where we might equip assets with accelerometers, vibration monitors, 
and the like. We collect that data and bring it back to the cloud through an industrial gateway, 
where we can run analytics on it or serve it up on a smart phone”.

 
之后，您可以远程调整在用/备用泵组设定值，设定泵工作状态为在用或备用，操作状态为手动或自动，或将其用于
报警管理或访问工厂规范。

数字化能源监控

施耐德电气: 数字化如何影响能源消耗？

SP: 您可以通过逐个启动或逐个仪表盘来监控电力，确定哪些资产耗电量最高。举例来说，我们在曝气通道或曝
气鼓风机等电力密集区域部署功率表，并通过额外的代码来实现更有效的控制。我们可能会集成溶解氧（DO）探
头，也可能在每个鼓风机上安装变频器，这些都有助于提升控制水平，同时能够降低功耗。

比如，我们有一家电气工程合作伙伴在进入工厂的主馈线上安装了电力监控器。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监控器或者特
定的驱动器获取读数，并将其发送到SCADA系统，以便与更高级的系统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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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

施耐德电气:�您如何看待系统集成商未来的角色转变？

SP: IT层面的价值创造正在不断提升业界服务水平。过去，我们根本不需要与公用事业公司的IT部门对接——他们负责遥
测系统，操作专用控制室和管网中的压力和流量仪表；而我们则更多负责水务及交付方案的团队合作，重点关注控制室
或者远程站点的控制系统。

但现在，人们开始着眼于大局。有些人开始越来越多地谈及态势感知，他们尝试将SCADA系统、遥测系统以及账单系
统，甚至是公共事故报告系统，集成到一个可以提供态势感知功能的系统之中，该系统并不一定是SCADA系统。一切信
息都将通过统一的接口进行访问。

此外，它也可以是一个区域地图的界面，这样一来，如果有人打电话报告某个地点发生水泄漏或管道破裂问题，您可以
使用集成的遥测网络来调度维保团队或发送警报。这种方法已经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目前，这种方法或许还不成
熟，但它必将到来。

我们注意到，虽然终端用户对此非常感兴趣，也一直在学习更多的知识，接受更多的培训，但实质进展非常缓慢。对于
系统集成商来说，这将是为客户创造额外价值的宝贵机会。

Simon Pape  
Cougar Automation Limited（Vinci Energies旗下公司）业务开发经理。Cougar Automation是施耐德电气在英国水行业
的认证联盟成员和首选合作伙伴（Schneider Electric Certified Alliance and Preferred Partner）。行业首选合作伙伴拥
有丰富的行业经验，能够提供相关项目实例，深受行业客户的认可，同时也会派遣工程师完成培训项目。

关于施耐德电气系统集成商合作伙伴计划

施耐德电气系统集成商联盟合作伙伴计划是一个由独立集成商组成的全球性网络，这些集成商会接受相关培训，在实施
施耐德电气配电与自动化解决方案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我们也提供一系列专业课程的培训确保所有合作伙伴都具备深
厚的产品和行业知识。选择与Cougar Automation等行业认证的施耐德电气联盟合作伙伴携手，您将获得有力的本地支
持，同时获得全球配电与工业技术领导者的支持。

使用Schneider Electric Partner Locator，寻找附近的施耐德电气联盟合作伙伴。

 
寻找当地的系统集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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