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管中心系统



      宁波万德高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浙江万德电气有限公司与浙江大学软件学院战略合作组建的国家高新

技术校企联合体，公司致力于工业物联网数据采集通讯层的技术开发和应用、边缘计算控制的技术开发和

应用。公司是浙江大学软件学院研究生实习基地，具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工程技术中心、优质创新示范

企业等多项荣誉。公司拥有ISO9001、ISO20001、ISO27001、ITSS等相关专业认证，同时公司的网络安

全产品通过公安部相关资质认证，拥有公安部专业销售许可。

      目前公司研发聚焦于边缘计算领域，研发中心依托浙江大学和宁波财经学院等高校资源，形成以博士为

核心、硕士为主力的研发团队，公司拥有多项发明专利、诸多实用新型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包括两大类：1、数据传输单元（DTU）、智能网关、安全隔离与信息交换系统、企

业能耗管理端设备等数据采集通讯层硬件设备和软件，以及上述设备的综合管理平台；2、基于微网控制技

术和智能拓扑运算的配电网控制调度系统和企业级综合能源管控系统。

      未来公司将致力于打造基于物联网通讯层的相关软硬件产品，以公司相关硬件产品为基础，采用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技术，打造通用物联数据接入平台，为工业物联网建设单位提供方便快捷的数据接入解决方案。

企业简介



● 专业、全面的各项实时数据、历史

数据，不但能让用户及时、准确地掌

握当前设备运行状态、供电质量，而

且为用户优化能耗分配、均衡负载提

供了强有力的数据依据。

● GPS校时、操作票、用户权限管理

组件、远程WEB浏览、短信语音报

警等丰富功能以及工业级硬件设备的

使用，使得系统拥有更广阔的使用范

围，更加优秀的运行稳定性。

● 灵活的通信策略保障了系统通信

的效率、稳定性，丰富的在线调

试、在线组态编辑功能更体现了系

统功能的完善以及系统有效稳定的

可维护性。

● 采用现场总线、光纤环网或无线通

信中的一种或多种组合的优化组网方

式，实现远程变配电监控、电能集抄

与电能质量管理。拥有丰富的规约

库，支持第三方智能化设备的无缝接

入。

● 通过供配电系统的一体化综合监控

帮助用户排除事故隐患，提高了供配

电系统的管理质量、管理效率。

● 系统预警、报警功能帮助用户排

除事故隐患，提高解决事故的有效

性和准确性。

       企业能源管控解决方案主要由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和企业能效管理系统组成，管控范围为变电站内各电压等级的变

配电设备和站内一体化电源系统等站内公用设备，以及各级计量设备等。

       能管中心系统具备开放性的接口，可以按需定制，与视频监控、入侵检测、柔性负荷调度等系统联动，实现在一个平

台上管控多个子系统。

1.企业能源管控解决方案

▼系统特点



2.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

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具备实现对变电站可靠、合理、完善地监视、测量、控制功能，并具备遥测、遥信、遥控、遥调

等全部远动功能和时钟同步功能，具备与电源系统等交换信息的能力，且具有与远方调度中心交换信息的能力。

系统能实现能源集中调度监控和自动协调管控，当市电电源发生故障时，能够按照实际可用应急电源容量和实际

负荷需求，对各电压等级进行自动投换，并在电源切换过程中实现负荷管控，以确保投入电源不发生过载。

      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集成了数据分析、电能管理、变电站五防、设备管理、变电站环境监测、故障诊断

与定位、事件记录、报表及定制报表系统、操作票系统等功能，开放的数据接口能够快速接入不同厂家以及各

种智能设备，其基本功能如下：

实现和管理远动通信、与

集控中心通信。

支持多种通信规约，如

IEC61850等。

采集各种微机保护、自动

装置信息；测控装置、智

能电能表信息；变电站智

能辅助设备信息，如直流

电源等。

各设备通信状态检查监视

通过网络联机维护和监测

实时数据上传、远程浏

览、告警直传等。

智能五防判断，逻辑闭锁。

断路器遥分遥合。

电源投切和负荷管控。

通过GPS可实现自动对时

和统一系统时间。

系统主机冗余和故障自动

切换、自诊断。

▼基本功能



     实时采集现场微机保护装置、智能仪表等电

参量、非电量及开关状态量（分合位），结合

电气主接线图、3D实景图及通讯工况图予以

实时显示，方便查看及远程遥控操作。

          同时，图形界面支持遥信、遥测批量绑点、

典型间隔模块化、柜体 3D模型、CAD 图形导

入等快速制图功能；具备活动工具栏、鸟瞰

图、防误闭锁、清除闪烁、图形抓图等实用工

具；支持独占模式。

     实时数据：实时值、通讯配置与状态、实时图表、变比系数（CT 变比等）、采集时

间和当日数据查询。

    历史数据：历史值、历史图表、模板查询、任意时段数据查询。

    图表分析：支持 3D 及平面曲线、饼图、柱状图分析。

    实时统计断路器、刀闸等设备的分合次数，了解设备操作状况的同时为设备的检修

及更换提供数据参考；对电流、电压、温度等遥测数据的越限次数进行统计记录，为

事故的预测及追查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



   实时事件推送、历史事件记录查询与统计；

支持弹框、短信、手机APP推送、语音告警、

推图、推视频等多种告警方式；同时支持在线

诊断、故障录波等高级事故功能。

  图形创建操作票，可打印与保存操作票；支

持操作票的预存和管理。

  系统提供日月年标准报表模板，可根据用户

需求定制报表。可查询和打印系统记录的所有

数据值，并可定时自动生成报表，可导出所有

报表；报表打印的起点、间隔等参数可自行设

置。

  支持串口、网络（TCP/IP、UDP）、数据库等模式采集

与转发，通道的类型和设备的通讯协议无关，任何的通讯

协议都可以走不同的通道。在同一个通道中，可以接入不

同种类的设备（通讯协议不同，但物理层相同）。

   可按区域、单位、部门等多级方式创建用户、定义用户

角色及权限分配，支持分级授权机制；如系统超级管理员

可对用户组进行角色定义和权限分配，用户组管理员可对

组内用户进行角色定义和权限分配，普通用户仅能修改自

身密码等。支持不同用户登陆系统时具有不同的操作及查

看权限。



顺控操作

结合图形化的配置工具快速生成

一键顺控操作票。一键顺控操作

票应包括操作对象、当前设备

态、目标设备态、操作任务名

称、操作项目、操作条件、目标

状态等项目。

预演系统模块

支持在电网或电气设备进行倒闸

操作前，将已拟定的操作票在模

拟系统上按照规定操作程序进行

演示操作，模拟内容包括工作条

件检测、设备状态核实、电气逻

辑防误闭锁校验、逐步模拟操作

等，模拟预演过程的每一步的预

演结果可在系统中实时图文演结果可在系统中实时图文显

示。

       电源投切是指当一路或多路电源因各类故障而失电时，系统将自动调度、重组拓扑、保证供电连续性。为保障电源自动投切
或人工遥控操作安全、准确、及时的执行，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提供了下列智能模块：



智能防误运算与应答模块

实时分析全网设备状态，对系统操作请示进行预演，并根据五防原则做出应答。该模块在充分利用SCADA系统实时

数据基础上，将操作票智能生成系统、防误模拟系统、安全约束系统和遥控操作流程有机结合起来，以技术条件为远

方遥控操作人员提供一个操作简单、易于维护、功能齐全的遥控操作防误工具，使PMS／EMS系统下发的遥控操作，

经过防误模拟预演后，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必须经过安全约束系统的校验才能执行遥控命令。

电气逻辑防误闭锁管理模块

提供人机操作界面，按实际工作

场所电气五防闭锁条件，生成特

点元件的操作前提逻辑条件。可

以直接运用规划表达式实现，也

支持逻辑图元绘制生成。

     当主电源故障需要备用电源带载时，需确保重要负荷的正常运行，同时尽可能满足二级及三级负荷的正常供电需求。

负荷管控模块能根据负荷优先级，计算最优负荷调度策略，生成断路器开闭动作指令序列，根据电源可用功率，实现负荷

定向投入，并可以在图形界面实时预演。对重点用电区域重点关注，优先保障供电负荷。



      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可以支持第三方扩展，为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管理和预测性维护。如：使用ABB断路器的情况下，集

成ABB Ability软件，可以拥有更强大的设备管理功能，获得更详尽的设备实时数据进行管理维护。

设备数据

运行数据

全面测温

IP化通讯



运行及对比分析:

   对设备运行数据按日、周、月、季、年的时间进行趋势分

析，及时了解设备的运行状况；支持同一设备不同时间段的

数据对比分析和同一时间段不同设备的数据对比分析。

电能管理：

  对配电系统的整体电能进行管理，分时分段尖峰平谷电

量、电费统计分析，日周月季年电能消耗的分析，指导企

业错峰填谷，实现配网经济、可靠、稳定运行的目标。

首页展示：

     整体用能：展示能耗数据转换为标煤的数据。                                 用能趋势：展示上月、本月的用电、用水、用气数据。 

     累计用能：展示当年的各类能源消耗情况。                                    企业信息：展示企业名称、所属行业、地址等信息。

     用能概况：展示本周、本月及本年的用电、用水和用气量，并且给出环比数值。

3.企业能效管理系统

       企业能效管理系统实现进出用能单位（一级）、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二级）和主要用能设备（三级）能源计量数据

       在线采集，并将分项计量数据与当地主管部门监管平台进行对接，按照平台要求上传数据。



企业能效管理系统功能

▼ 数据采集

      系统支持通过以下类型方式的数据接入：
       1）支持从现场的仪表获取数据：通过Modbus（GB/T19582）、DL/T645、CJ/T188等协议，从现场仪表采集需
要的能耗实时数据，并进行汇总生成上报的能耗数据。
       2）支持从数据采集器获取数据：通过Modbus TCP（GB/T19582）、MQTT、HTTPS等标准通讯协议从数据采集
器获取能耗实时数据，并进行汇总生成上报的能耗数据。
       3）支持从自动化信息系统获取数据：通过OPC（OLE for Process Control，用于过程控制的OLE）协议从重点用       3）支持从自动化信息系统获取数据：通过OPC（OLE for Process Control，用于过程控制的OLE）协议从重点用
能单位的自动化信息系统采集需要的能耗实时数据，并进行汇总生成上报的能耗数据。
       4）支持手工填报数据：对于不具备在线采集条件的数据，提供手工填报的模式。
      系统提供数据标准的数据接入配置工具，支持上述多种标准通讯协议的软件配置界面，配置完毕后，在能耗在线监
测端设备可运行基于SQL、OPC、Modbus、DL/T645、CJ/T188协议的数据接入执行模块，按照配置制定的规则，定
时从数据采集点获取数据，送入数据处理模块，进行必要的运算处理。 

▼ 实时监测 

     采用最新H5技术，实现传统SCADA监控系统的动态效果，支持网页Web在线组态，实时查看包括电力一次接线
图、能源流向图等实时运行状态及数据。



▼ 数据处理

1）数据统计转换：应依据业务需求，对数据进行统计，转换数据格式、类型及量纲，得到规范化的能耗数据。
2）数据汇总计算：支持能耗数据汇总的计算功能，可将多项能耗数据合并成一个汇总的能耗数据。
3）数据时序存储：根据时间序列存储用能数据，可对多种数据源采集的数据进行聚合、分类存储。
4）数据校验过滤：依据行业、场景的数据采集技术指南要求，判断接入的能耗数据是否符合规范，过滤数据采集过程
中产生的跳变、异变数据。

▼ 资产管理

1）计量器具管理
     计量器具资产管理，包括产品型号、器具计量属性、运行数据、安装信息、检定信息管理，提供设备的全生命周期
数据。
2）用能设备管理
     主要用能设备管理，支持针对用能设备类型、产品信息、运行参数、维护记录等信息管理。

▼ 智能告警

可自定义告警策略和告警参数，通过数据流计算实时对能耗数据异常发出告警，及时发现能源使用中的异常问题。



▼ 数据维护

1）企业基本信息维护：支持企业基础信息、生产信息、地理位置、能管机构、生产班组等信息维护。
2）计量器具信息维护：支持能源计量器具的管理与维护，包括基础信息、检定信息、产品型号信息。
3）能源采集信息维护：支持能源采集指标的可视化配置，支持自定义数据项、配置关联计量器具及换算关系。
4）能源基本数据维护：支持能源品种、能源用途、计量单位、折标系数等基础信息维护。
5）用能结构信息维护：支持分类、分路、分项、分区域等用能基础信息管理。
6）能效基础数据维护：支持能效指标信息配置，将能耗数据换算成折标煤、碳排以及行业规范中的能效数据。6）能效基础数据维护：支持能效指标信息配置，将能耗数据换算成折标煤、碳排以及行业规范中的能效数据。



▼ 数据分析

1）用能概况：支持全厂用能概况统计，包括当日、月、年总折标煤用量汇总，支持各能源品种的用量占比分析，支持
累计用量、月用量的对比分析。
2）用能数据分析：支持根据计量器具监测点同比分析，支持24小时用能趋势分析，支持按照日、月、年等用能对比分
析。
3）用能结构分析：支持分路用能管理、支持区域用能配置及数据统计汇总计算，支持指标用能结构管理。 



● 用能报表统计：支持生产提供能源分类、分项、区域、
部门的日、月、年等用能报表生成。

● 用能集抄统计：提供统一的数据集抄功能，支持自定义
时间段中起始表码值、用量值等数据查询，运维人员可集
中抄录相关用能数据。

● 自定义能源报表：支持生成客制化的统一各种能源使用● 自定义能源报表：支持生成客制化的统一各种能源使用
情况报表。

▲ 用能统计

● 电能质量监测：可监视谐波和三项不平衡等电能质
量问题，提供图形化分析界面。

● 分时电量分析：提供电量按照区域、部门指定时间的尖、
峰、平、谷用量分析报表。

● 负荷预测分析：监测用电负荷，采用多种负荷预测模型，
预测用电高峰期，为企业的电力能源采购提供数据支撑。

● 用电分析：提供用电按区域、部门指定时间的用量、趋● 用电分析：提供用电按区域、部门指定时间的用量、趋
势、同比、排名等图形化分析。

▲电能分析

● 线损分析：针对能源的出入口的监测电分析，监
测能源传输过程中的线路损耗，及时发现跑冒滴漏问题。

● 能效分析：通过图形化的方式直观呈现指定时间段内的用
能情况，包括用量、趋势、占比、排名、同比等分析。

● 设备能效分析：通过对锅炉、电机等大型耗能设备的用能
监测、分析，指导设备运行模式调整和设备改造。

● 能效指标分析：参照国家、地方及同行业用能指标，制定● 能效指标分析：参照国家、地方及同行业用能指标，制定
本企业的具体用能目标，根据实际情况生成数据对标分析。

▲ 能效分析



▼ 能耗大屏

    能耗数据大屏展示企业各区域、各类能源品种的整体使用情况和分布情况，支持定制化的数据能耗大屏。



能管中心系统开放性、模块化的设计使之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定制更多功能，例举如下：

第一、使用智能电表，实现动态实时峰谷电价，高峰

用电时段由用户决定。

第四、控制光伏、风机等发电系统或设备达到稳定发

电功率时才可接入电网。

柔性负荷调度系统，可设置多种调度策略模式，结合与大电网之间的双向互动特性，实现电网与用户之间的互动，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4.1 柔性负荷调度



1.基于小时级负荷预测，在园区多条进线之间合理分配相关负荷

2.园区负荷过大时，即将超过申报的最大需量时，系统立即做出需求侧响应

3.根据预设的响应规则，支持提前制定调整策略计划、避免最大需量超标

4.2 负荷预测

电力负荷构成 物理用电特性 历史需求响应

典型场景设计 激励机制设计 关键参数确定

回归模型建立

综合响应潜力预测

基线负荷分析负荷分类精细化
用电特征 影响因素敏感性分析 互动成本分析 用户参与度分析

调研

分析

建模

预测

采用建立柔性负荷调度模型，基于负荷预测进线需量申请、电力交易（购售电）、需求响应，避免购电申请不合理或出现高额

罚款，为园区电网优化调度和电力交易提供决策依据。

4.3 需量预测



4.5 环境监测

能管中心系统可通过配套采集器采集各种温度、气体、液位、压力等传感器数据，也可以通过各种通讯协议与设备控制器通讯，监控

设备的状态及控制设备的运行；实时数据保存于数据库中以备查询，也可按需生成各种报表。

通过实景仿真，立体展示变配电房设备温度、气体、液位、压力等环境参数；支持视屏联动，出现视屏关联事件时，摄像头会定位到

对应位置，弹出实时画面，用户可以快速获取现场图像。

能管中心系统可接入视频监控、入侵检测、消防等各系统或设备，在单一平台上实现各系统的告警信号展示和联动。

4.4 安防联动

1.实时根据需求侧响应
定制化调整相关用能策
略，发布相关策略后可
自动执行

2.支持接入控制多种能
源来源，如光电、风
电、储能的接入等

3.支持设置离散储能设
备充放电计划，如储能
电站、充电桩等

4.实现多种策略模式管
理，支持接收大电网的
柔性调度模式、定时调
度模式、经济运行模
式、需量控制模式

5.实现多级负荷组合，针对柔性负荷定义相关负荷等
级，实现在负荷调度过程中的等级设定

设置固定时间的储能设备充电计划，设置
光伏或其他发电设备的并网时间

按照需求侧最大需量进行储能充放电，以
及光伏等发电设备的并网计划

按照峰谷平等电价设定调度策略，设置相
关储能设备或离散充电桩等充放电策略

按照最大需量或购电合同中规定的时间
段，接收大网的调度，柔性调控电网负荷



WDMV ATS
中压双电源切换解决方案

        为保障重要负载如大型云计算数据中心用电的连续性、可靠性，万德高科依靠多年行业经验，推出了WD-MV ATS中压双电

源切换解决方案，依据该方案构建的中压双电源切换系统在主电源故障时，能使负载快速自动切换到柴油发电机等备用电源；当

主电源恢复时，能够自动实现由备用电源向主电源的切换。已广泛应用于电信、移动、银行、交通运输等行业。

产品概述

      WD-MV ATS应用灵活，能与各厂家的断路器、电动手车、保护及成套柜无缝衔接，仅通过柜间二次线及通讯线缆即可

实现投切功能，无需改变一次系统结构；模块化设计和强大的逻辑功能可以适用于各种复杂的应用环境，且能按需定制。

适用性



      对于数据中心或其它负载要求高的场合，在市电与柴发或两路市电切换过程中，为了避免大容量变压器的同时启动造成柴

发或部分系统崩溃，需要对负载进行逐级投切，以保证系统可靠运行。中压自动逐级投切系统在市电和备用电源切换过程中，

对中压馈出线按照预先设定的顺序进行自动逐级切除或投入操作，以保证重要供电回路的可靠性。

      中压自动逐级投切系统可以独立运行，也可以作为中压双电源自动切换系统的组成部分，为大型应用场景提供电力保障；

在小型应用环境中，中压双电源自动切换系统和中压自动逐级投切系统可以组合在一个控制柜中，同时提供双电源自动切换和

逐级投切功能。

中压逐级投切系统

8CT/8VT的直接接入, 支持双电源模拟量采集

按需配置的I/O、通信和冗余电源模块

强大的保护和控制功能

灵活的逻辑编程

二次系统权威型式试验报告

      Multilin C60作为WD-MV ATS的主控单元，基于专用的DSP平台，可实现多断路器的实时监控、控制、保护，可作为双电

源自动投切系统机械闭锁的后备保护，以实现可靠的电气闭锁，确保双电源投切的安全性。      

Multilin C60

可按预设逻辑执行全自动操作，减少断电时间

采用整体解决方案一体化专用产品，具有可靠的电气联锁机制

具备自动、手动切换模式，支持负载的逐级投切

模块化的系统控制器，具备强大的逻辑编程功能和对两进线的保护功能

智能化触摸屏控制，实时显示系统状态，多参数现场可调

按需配置的通信接口和协议，可接入各种后台系统

产品特性



典型方案

典型方案一 为关键负荷提供中压双电源切换

典型方案二  为单一配电房的整条母

线提供中压双电源切换（备自投），

并可在切换过程中实现逐级投切功能

典型方案三  同时为本地和远程负载提供中压双电

源切换，并可在切换过程中为本地和远程负载实

现逐级投切功能

AH402 1#控制柜



CONTACT
US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清逸路66号宁波检测认证园B座5楼

0574-87879696

 

www.wande-electri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