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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系统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能源的传输和分配方式在不断变化，能源的产

生变得越来越分散，能源的管理也变得日益复杂。全球范围内的能源消耗稳步上

升，同时要求排放持续减少，应对这些挑战需要覆盖整个能源价值链的尖端产品

和服务。西门子先进的技术和专家能够帮助我们的客户构建面向未来的能源管理

解决方案，走向“低碳化、分布化和数字化”能源之路。

西门子智慧能源平台SSEP正是能源数字化的典范之作，西门子秉承“博大精深，

同心致远”的愿景与中国客户共成长。



SSEP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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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透明度：
   基于企业组织 — 正确显示本月份 / 本季度 / 本年度所发生
   的所有变化 — 有利于识别节能潜力，在此基础上制定优
   化计划和措施，从而有效节省成本 ，提升资产性能。

+ 先进的架构：
   真正的分布式架构，支持本地部署，私有云部署和公有云
   部署。功能持续迭代，弹性生长。无论制造车间，还是
   集团企业，都能提供最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

+ 安全的保护：
   系统内置数据项级别的安全管理机制，能够提供丰富的权
   限管理，保证数据安全无虞。

+ 充分的独立性：
   允许用户在调整和使用中独立操作，可快速修改，满足动
   态需求。

+ 友好的应用：
   SSEP系统开箱即用，具备极其优秀的用户友好性。简单培
   训后，用户即可以动手定义自己的偏好界面，完全以用户
   为中心。

+ 出色的服务：
   除了软件平台外，西门子为用户提供管理咨询、系统架构
   设计、项目服务、售后技术支持等高质量的相关服务，确
   保用户投资收益最大化。

SSEP是面向工业和楼宇的能源数字化统一平台，包含了能源管理和资产管理两大应用模块。
SSEP具备灵活的分布式架构，既可以就地服务器部署，也支持云端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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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 / 建筑能源模型

系统依照ISA95国际标准，内置企业工厂 / 建筑模型和组织架
构模型，采用结构化设计，是真正的平台化架构。使用统一
信息架构，才能实现有效的工厂层级管理、组织管理、权限
管理。任何上述管理配置信息的改变，不涉及底层代码，具
备权限的系统管理人员直接在系统管理界面中修改，灵活的
配置方式系统满足客户组织调整和管理变化，简单快捷，即
开即用。  

能源计算模块

能耗计算模块为可扩展，可升级，支持分布式计算的架构，
具备系统层面的可扩展性，随着信息化范围扩大和系统升
级，以较低的IT成本实现弹性扩容。

系统内置稳定可靠的时间切片计算逻辑，可实现5分钟、小
时、日、周、月、季度、年的时间跨度能耗统计，依据工厂
层级能耗模型拆分、合并、计算成各级分项能耗数据。

能源管理

能源视图 

能源视图是以直观的图形化方式将企业能源信息呈现给各级
使用者，依据管理实时性的需求，按照合理的时间粒度将能
源数据有序地展示给信息的需求者，实现能源的可视化和能
效的透明化。

总体展示企业各种能源介质的购入、转化、消耗、回收等信
息，分层级展示企业各用能单位和关键用能设备的能源消耗
情况，便于各级用户了解自己管理范围和相关对象的各类能
源消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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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流向图

能源流向图是利用标准的桑基图形式，将一次外购能源、二
次转化能源，以及生产部门用能信息以流向的方式直观呈现出
来。通过流向宽度或标注百分比的方式将全厂主要能源的购
入、转化、消耗、回收等过程视觉化，一般来说桑基图涵盖
全厂用能信息和次级用能单位的能耗信息。

  主要包括：

    +  能源介质：电，燃气，水，蒸汽，压空等。
    +  工厂典型组织层级：全厂、分厂、科室、关键耗能设备等。
    +  时间粒度：5分钟、15分钟、30分钟、小时、日、周、
       月、季度、年。
    +  图形展示方式：曲线，柱状图，饼图等直观呈现方式。
    +  能源视图展示了从全厂到设备层级的具体能源消耗信息， 
       结合时间维度，可协助各级管理人员对能耗作出客观的 
       评价，及时了解从全局到细部的能源使用状态。



能源对比分析

在能源管理中，对比分析是一个非常易用而有效的管理手段。
系统提供了便利易用的对比分析界面，对于选定的分析对象，
能够方便地进行同比、环比的对比分析。可对比同一用能对
象在不同时期下的能耗情况，对比相同时期下，不同用能设
备的能耗情况，发现存在的差异。

提供以下形式的对比：

+  提供基于建筑的能源环比 / 同比，占比分析。
+  基于工厂层级，如全厂、分厂、科室及关键设备的能源环
    比 / 同比，占比分析。

权限管理

权限管理是系统数据安全的基础，为不同用户配置不同的权
限，不同的菜单、按钮、数据项权限，保证数据访问安全。

在数据非常敏感的应用场景下，只有内置高可靠的权限保护
功能才能避免信息泄露。

峰平谷管理

通过对峰谷平用电情况分析，结合企业生产安排中削峰填谷的
可行性，监管生产安排和设备检修时间，计算平均电价，以达
到降低综合电费的目标。

能源报警

系统自动就用能超限或异常能耗进行报警提示，操作人员可及
时发现“跑冒滴漏”等能源浪费，采取纠正措施，减少损失，
降低成本。另一方面，能源的“跑冒滴漏”往往也会带来安全
隐患，及时纠正处理，能够避免安全事故。

+  时间维度为：小时、日、周、季度、月、年。
+  严重程度为：超限，严重超限。

4



能源成本管理

系统具备分时计费、阶梯计费、复合计费等多种能源成本计
算模型，支持企业内部的能源成本结算。根据各类能源的价
格，给出整体能耗成本变化趋势分析，并针对不同的能源类
型，给出具体的成本数据，提供企业、企业内各建筑、企业
内各部门的成本分析，以及历史变化趋势。 

能源报表

报表分为标准报表和定制报表。

标准报表主要针对系统中标准配置的全厂、分厂、车间等对
象，以日、周、月、年等时间维度生成标准能耗报表。

定制报表为依据客户需求定制的报表。

能源KPI管理

企业在运营中，持续产生大量的能耗信息，如何从能源数据
中挖掘出关键信息是能源管理的关键工作。在系统中设置KPI
管理指标，通过对能耗信息的持续监测和计算，实现能源的
量化考核管理，达到能效的全局提升。

5



6

资产管理

西门子资产运维系统可以记录并管理电力设备资产相关的每
一条数据，包括设备的技术参数（设备制造商、设备型号、
设备编号、安装位置等）及运行数据（服务期开始时间、使
用状态、历史故障及维护记录等）。结合资产状态的管理，
提供报废申请、再用申请及确认流程，实现设备资产整个生
命周期的管理。此外，在系统中，还可以为企业的任何资产
设备添加相应的电子文档（如：设备图纸、安装说明书、设
备相关图片），这意味着在设备资产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都可
以随时使用及查找相应文档。

资产管理

资产看板

健康指数表示企业设备资产的健康状况，为保养维护计划、
设备报废更换提供参考意见。断路器的健康指数标示断路器
的电气老化程度、机械磨损程度、断路器老化程度预警。可
计算断路器剩余可分闸次数（RLT）。

健康指数分布图

通过配置资产的重要程度、健康因数以及资产的位置便可在
健康指数分布图中查看相应配置资产的健康指数以及资产所
在分布图的健康状态。

用户可进行添加、编辑和删除资产等操作，查看设备的技术参数及运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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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路器老化分析

断路器老化分析通过断路器各配置值来计算
出断路器的电气老化程度、电气剩余分闸次
数、机械老化程度的次数以及断路器状态。

设备资产运维管理过程中，可以在PC端、
手机端及时登记故障信息。需要协调其他部
门人员维修的故障，在添加故障时选择生成
工单，故障提交后系统自动生成工单并发起
审批。

审批过程中可以选择是否上报上级进行审
批，审批通过的维修工单可以由维护人员添
加维修记录，依据工单跟进维修过程。不需
要协调其他部门人员维修的故障，可以直接
对该故障信息添加维修记录，依据故障跟进
维修过程。

报修管理       在本页面中工作人员可进行添加报修、关联维修记录、编辑报修和删除报修等操作，并选择是否生成工单。

预防性维护工作至关重要，计划管理也是西
门子资产管理系统的核心部分之一。可以为
工厂的设备资产创建一次性或者周期性计
划，如：巡检计划、定期保养计划以及年度
大修计划。

计划基本信息录入之后，可以导入不同类别
的资产信息（确定计划的执行范围），为了
确保维护工作能够顺利执行，可以在计划中
定义好任何所需检查项目。计划添加完成后
需要通过审批才可以生效。系统将按照预先
定义的频率或周期（如日、周、月、年）自
动生成保养、巡检工单，并推送到相关责任
人的手机。

巡检、保养管理      在本页面中工作人员可以进行添加保养或巡检计划、关联检查项、编辑计划、删除计划、发起审批和查看检查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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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废管理

报废管理模块对已有资产可以申请报废、申请再用、报废 / 再
用信息查看，支持查看“待报废”、“已报废”资产信息。

工单管理

工单是企业监管维护管理团队完成日常工作的重要工具。它
包含了技术人员开展维护工作所需的所有信息。根据不同类
型的工作（如维修、巡检、保养等），可以轻松创建工单，
并对工单进行管理。工作人员可以直接从系统中查阅相关工
单，并根据日程、资产、工作类型等特性对这些工单进行合
理的安排。

待办事项

待办事项包含待办再用、待办审批、待办报废、已办任务、
待办接收五部分：待办再用支持查看或办理已报废资产的
申请再用相关数据；待办审批可以进行审批任务的签收与
办理，对需要审批的计划、工单进行同意或驳回操作；待
办报废可以看到申请报废的数据并办理报废；已办任务模
块可以查看、查询已经审批的数据；待办接收模块执行接
收、申请再分配工单。

+  待办再用：
    展示已报废的资产申请再用相关记录数据，支持办理再用。

+  待办审批：
    展示需要审批的任务，包含计划审批、工单审批，支持审
    批任务的签收办理，可以对需要审批的计划、工单进行同
    意或驳回操作。

+  待办报废：
    支持办理报废。

+  已办任务：
    对已办任务进行存档。

+  待办接收：
    展示已分配项目负责人后需要登录用户接收的工单信息， 
    支持：接收、申请再分配工单。

在本页面中工作人员可以对工单进行管理或者查阅不同类型
的工单。

本页面中工作人员进行审批任务的签收与办理，对需要审批
的计划、工单进行同意或驳回操作。



+  设备数量统计：

    资产添加至系统中后可在统计分析
    的设备统计查看到各个类型的资产
    数量以及所有录入系统资产的使用
    状态。

+  设备维修次数趋势：

    系统中设备维修次数的统计以及一
    年中所维修设备次数的趋势，当设
    备填报报修进入工单后设备将记录
    一次维修记录。

+  故障分析：

    系统将高故障率的设备进行统计并
    且以柱状图的形式展示出以及经常
    发生故障的原因进行统计并展示。

统计分析

西门子资产运维系统的统计报表功能可以帮助企业针对工单中记录的数据进行分析，用以监控工厂内发生的全部维护活动。此外，
可以通过图表报告对故障进行合理分析，并验证想法及发现，作出准确和精确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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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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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审批管理

+  支持组织机构信息查看、查询、列表自定义展示，管理各部
     门的审批路径。
+  右侧按钮支持：进入下一级、关联审批操作。

检查项

系统提供灵活的检查项配置管理功能，支持针对各种类型的设
备资产预设任意个检查项（可任意定义单选框各项描述、输入
字段描述），并且支持在做成巡检、保养计划时可以对所需检
查项进行裁剪，结合实际情况确定计划内容中各资产的检查
项。

+  支持检查项数据添加、查看、查询、列表自定义展示，管理
    巡检、保养相关检查内容定义。
+  支持通过树状列表展示、选择资产类别型号，右侧按钮支
    持：修改、删除检查项 。

断路器配置

通过断路器配置，配置相关断路器的各项参数以便计算出断路
器的老化程度及状态。

断路器采集点关联

+  管理断路器分闸电流采集点信息。
+  可以选中或移除相关采集点信息（设置分闸电流采集数据来
     源）。

审批配置

审批配置支持配置保养 / 巡检计划或工单审批路径，管理各审
批路径名称、审批级别、各级审批人员，可以配置多级审批及
单极审批。

本页面中工作人员进行审批工单，审批过程中可以选择是否上
报上级进行审批。



资产位置管理

+  支持资产信息查看、查询、列表自定义展示，管理资产展
    示在厂房平面图上的坐标（区分PC、APP版）。
+  右侧按钮支持：修改 / 设置资产位置坐标、预览查看位置信
    息。

资产重要程度

+  支持资产信息查看、查询、列表自定义展示，管理资产的
    重要程度。
+  右侧按钮支持：修改 / 设置资产重要程度。

故障配置

+  支持故障原因添加、查询、查看、列表自定义展示，管理
    各资产分类相应的故障名称、级别。
+  右侧操作按钮支持：修改、删除故障配置信息。

现场工作管理

西门子资产运维系统的移动工具（支持安卓手机或终端）使
得技术人员可以通过现场远程访问系统，节省他们的时间，
并且提高录入数据的质量： 

+  执行工单、维修，以监督工作的执行力度和工作质量。
+  报修申请，可以从现场直接反馈。
+  执行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
+  有途径可以访问存储在系统的文件（如PDF，PNG或JPG格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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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EP客户价值
数据透明

实现能耗信息透明化，精细化 

统一流程化能耗跟踪

合理的系统分配与使用，实现能耗管理的流程化

优化不同层级的管理

能耗监控、告警自动化，能耗异常，一目了然

智慧能源管理工具

 +  统一的监管平台 
 +  统一的评估体系 
 +  统一的标准化考核 
 +  统一的管理流程 
 +  统一的商务模式 
 +  统一的决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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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  +86（311）8669 5100 
西安:  +86（29）8831 9898   分机：8838 
武汉:  +86（27）8548 6688   分机：5005
深圳:  +86（755）2693 5188   分机：2842
杭州:  +86（571）8765 2999   分机：6013 
长沙:  +86（731）8446 7770   分机：6110
郑州:  +86（371）6771 9110   分机：6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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