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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富达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充电桩智能监控服务平台简介

充电桩智能监控服务平台由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开发，

并授予河南富达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对软件“汽车群充电运营系统 V1.0”

的使用权。

附：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书

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智能监控服务平台证明材料











智能监控服务平台证明材料

此平台系统由青岛特锐德开发人员开发，主要包括监控调度子系

统，运营管理子系统，运维管理子系统，统计分析子系统和财务管理

子系统，共五个子系统，分别针对不同职能的平台用户。

一、系统优势

采用 15kW-60kW多种功率配置方案，满足客户定制化充电需求，

整体状态监测、控制保护功能，确保用户充电安全。充电数据管家式

管理，确保客户充电数据完整性与安全性。无电插头，不充电时，终

端不带电，消除安全隐患。群管群控，提高设备利用率，减少场站重

复投资。刷卡、APP（扫码）、VIN自动识别、调度充电多种启动方式，

操作智能、简单。CMS主动防护，充电安全性提高 100倍和 CMS柔

性充电，延长电池 30%寿命周期，定制化峰谷计费功能，节省充电成

本，搭配恒功率充电模块，效率达 95%以上。

二、监控调度子系统

1、监控平台

功能：提供区域内所有电站情况的一览表及查询功能，在地图上展



示出在建及运营电站的位置。

2、电站实时监控

功能：对单站的终端进行实时监控，包括：终端充电状态、实时数

据，包括 SOC，电流，电量，电压，功率，电池温度，充电时间，充

电市场，充电用户，卡号，车牌号，车辆自编号，车型及故障情况等

信息。

3、充电调度

功能：（1）实现对单个电站所有终端状态的统计，包括：空闲中、

已插枪、已暂停、充电中、离网等。

（2）点击终端状态框中的开始充电、结束充电色块按钮，可直接对



终端实现启停操作

（3）、设置充电模式：根据现场设备情况设置充电模式，一般默认

即可

（4）设置群充策略：根据现场设备情况及充电需求设置群充策略，

一般默认即可

（5）订单查询：查询当前选定电站的充电订单列表

（6）电站充电一览：查看当前选定电站的今日充点电数据及充电趋

势分析

（7）一键充电：点击后，满足开始充电条件的已插枪终端全部启动

充电

（8）定时一键充电：可以根据充电需求设置启动充电时间，当到达

时间点时，满足开始充电条件的已插枪终端全部启动充电

三、运营管理子系统

1、计费计价策略

功能：提供通用版本定价策略的参考，提供定价策略信息的新建、

维护，并且针对每个定价策略可以新增不同的版本。



2、电站管理

功能：商户通过该功能实现对充电站的新建，运营，维护等管理功

能。

3、客户卡的管理

功能：对已经制卡的充电客户卡基础信息进行管理维护

四、运维管理子系统

1、充电实时监控



功能：（1）根据所属城市、所属电站、运营公司、运维公司对终端

进行统计：包括终端总数、终端状态、今日充电量统计、今日充电次

数、今日充电行为情况等等。（2）提供数据分析功能包括：终端离网

分时状态、充电失败率分时状态、终端离网日趋势、充电失败率日趋

势、充电电量及次数日趋势、城市离网率状态、城市失败率状态等。

2、充电预警状况监控

功能：将充电设施的故障代码上传，经平台解析后自动生成预警信

息，包括预警时间，电站名称，终端名称，故障码，故障信息，预警

状态等，同时可点击查看详细预警信息。

3、运维工单



功能：根据反馈的设备故障信息，平台自动生成运维工单，同时派

发给区域负责的运维人员，包括工单编号，工作级别，电站名称，工

作描述，派单人，接收人，工单状态，完成时间，客户联系人，运维

公司等信息，选择一条记录可查看该条工单的详细处理流程。

五、统计分析子系统

1、业务分析

功能：（1）对单站的数据进行统计，包括：今日充电数、今日充电

量、今日碳减排、今日节油、累计充电数、累计充电量、累计碳减排、



累计节油。

（2）对单站的数据进行分析，包括：充电次数本月及上月日趋势分

析、充电电量本月及上月日趋势分析、充电时长本月及上月日趋势分

析、充电利用率本月及上月日趋势分析。

2、数据分析

功能：根据时间段对充电站的充电功率进行分析：不同时间段

的充电功率及电价曲线。并且可以打印出相应的报表，作为充电调

度，降本增效有效依据。

3、运维统计报表

功能：实现对区域内电站中终端的详细信息，包括：终端编号、终



端名称、终端状态、状态变化时间、数据收集时间等等。并支持另存

为表格。

4、充电记录尖峰平谷期

功能：提供对时间段内所属运营公司的电站的尖峰平谷信息的查

询，包括：电站基本情况、订单编号、充电时间、充电电量、充电费

用、尖时电量、尖时费用、峰时电量、峰时费用、谷时电量、谷时费

用、平均电量、平均费用等。

六、财务管理子系统

1、企业客户管理

功能：管理和维护公司企业客户的基本信息，可以对企业客户的所



属个人用户进行添加和删除，包括新建、编辑、查看、停用和人员设

置等按钮。

2、财务信息管理

功能：提供对普通个人用户和企业用户的账户信息汇总查询，包括：

账户类型、账户编码、账户名称、手机号码、充值金额、账户余额、

代金券情况、白条情况等。

3、电站收入情况

功能：统计单个电站的收入情况，包括电站编号，电站名称，所属

城市，月度，充电量，充电金额等信息。

4、APP管理



功能：对 App的轮播图内容和新闻动态进行信息维护管理。可以

新增，编辑，删除和查看，点击新增，可以设置轮播图类型，包括网

址，活动和无跳转地址，所属城市，定制 App，跳转内容填写网址信

息，设置上线和下线时间，发布范围可设置 ALL或安卓或 IOS版本，

轮播图片直接选择添加即可，完成后保存。

5、系统管理

（1）用户管理：用于管理平台操作用户的基础信息，角色信息

（2）角色管理：用于展示平台相关的用户角色，并对用户及角色

进行关联操作。

（3）组织机构管理：用户维护组织机构信息。



附录一

电站管理建站流程操作说明

1、新增电站

点击新增按钮，填写电站名称，项目编号（手动顺序编），序号，

电站类型，所在地，地址，经纬度信息，运营公司，所属行业，充电

位置描述，点击保存。

2、充电设施

根据场站实际情况点击新增单桩为例，点击新增终端，填写 Can

地址（交流为 1，直流为 181），终端类型，操作方式（可多选，但不

可错选），充电功率，平均充电功率，最低输出功率，额定电压，最低



输出电压，最大输出电流，最低输出电流，辅助电源，充电接口（支

持多选），归属场站，最大计量值（一般填写为 999999）

点击保存，终端编号自动生成（此编号即为终端地址）：

3、图片管理

选择新建的电站，点击上传电站相关的图片

4、结算管理



选择电站，点击结算管理按钮，填写收费方式（线上结算），电源

接入（0.4），售电模式（不收），结算依据（甲方表），公司名称，开始

时间，其余项默认即可，点击保存

5、运营信息维护

选择电站，点击运营信息维护按钮，填写运维公司（一般选择运营

公司），运营类型（加盟），设备品牌（选择未知），电站联系人，联系

人电话，投运时间，结算公司（选择收款结算方），开始时间，营业时

间（一般全选，时间选择 24小时，新增），其余项默认即可，点击保

存。

6、计价计费策略维护

在定价策略栏，点击添加，选择之前设置好的策略，保存即可。





附录二

实现用户差异化收费

1、场景描述：在充电设施进行充电运营的过程中，运营商户需要

在同一充电站（终端）针对不同的个人或用户群体制定不同的定价收

费策略，以满足差异化运营的需求，丰富客户运营体系。

2、操作流程：通过平台功能操作配置，实现上述场景需求

（1）选择计费计价策略-定价策略，点击新增

填写策略的基本信息，策略名称，生效时间，失效时间，电费

税率，服务费税率，时段定价等信息，保存。

（2）新建客户组

选择运营管理-电站运营-客户组管理，点击新增



填写客户组的基本信息，名称，所属运营公司，生效日期，失效日

期，责任人等，点击保存

选择刚添加完的客户组，点击成员设置或车辆设置，绑定充电用户

信息（企业或个人）或车辆信息。

（3）电站计费计价策略

选择运营管理-电站运营-电站管理，点击计价计费策略维护按钮

在定价策略栏，点击添加策略



选择对应的客户组，实现该条定价策略与客户组绑定生效

4、使用效果

当用户扫码/刷卡充电时，平台会根据用户的基础信息（手机号或车

架号），判断是否属于某客户组，若属于则按照绑定的特殊定价策略计

费扣费，若不属于，则按照基准策略进行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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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全管理制度

1、目的：

加强安全管理，预防各类事故发生，维护人身、财产安全，保障

充电站正常运营。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充电站运营过程中涉及的人身与财产安全管理。

3、内容：

3.1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

3.2 建立安全管理组织及安全管理的规章制度，明确安全负责人。

3.3制定触电、火灾等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3.4消防设施配备齐全、合理摆放，不得随意挪动，定期对消防

设施进行检查，保证完好有效并做记录。

3.5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及时排除安全隐患，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3.6 确保紧急出入口，消防通道畅通。

3.7 台风、暴雨等天气来临前须对充电设施进行维护，高强闪电、

雷击频繁天气，须暂停充电作业并关闭设备电源。

3.8 定期对员工进行安全法规教育和安全规程与技能培训，巩固

和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和能力。

3.9 员工上岗前必须经过公司三级安全教育培训，考试合格方可

上岗。

3.10 充电设施维护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方能上

岗。



二、充电设施管理制度

1、目的：

保证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进行，为客户提供及时有效的充电服务。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充电设施的清洁，维修和保养等管理。

3、内容;

3.1定期对充电设施外壳进行清洁，对内部进行除尘。

3.2定期对充电设施进行点检，维护和保养，并做好记录。

3.3 充电设施表面须张贴充电操作流程，引导客户进行自助充电。

3.4 充电故障后须按设备故障维修流程及时维修。

3.4.1充电设施维修须由专业人员进行。

3.4.2充电设施维修前应切断电源，如需带电维修时不得单独作业。

3.4.3 充电设施故障检修时须设立警示标识。

3.5 露天充电设施须有安全防护措施，保证充电设施无明显破损、

锈蚀，且保证雷雨等天气的充电安全。



三、消防设施管理制度

1、目的：

保持充电站内所有消防设施完好有效，确保发生火灾事故时能够

正常使用。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充电站内所有消防设施的管理。

3、内容：

3.1定期对灭火器进行清洁，检查和记录。

3.2 定期对消防水泵、阀门、管道、压力表、水喷淋自动灭火系

统进行检查，保持完好有效。

3.3确保消防栓、箱体、玻璃、门锁、水带、水枪、手动报警装

置等完好有效。

3.4确保消防监控及报警系统完好有效。

3.5 确保消防手电筒、安全出口指示灯、事故应急照明灯完好有

效。

3.6 消防器材合理摆放，禁止挪动，严禁损坏丢失，消防扳手应

存放在显眼位置随时备用。

3.7 加强消防设施的巡视检查、保养、更换、发现隐患及时处理。



四、人员管理制度

1、目的：

规范充电站工作人员及其他人员的行为，保障运营安全，树立良

好的服务形象，提高服务质量。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充电站工作人员及其他人员的管理。

3、内容：

3.1工作人员须着装整齐，佩戴工作牌。

3.2 工作人员不得穿戴影响安全形象饰品。

3.3 工作人员须文明用语，提倡使用普通话和微笑服务。

3.4 工作人员当班时严禁离岗、睡岗、喝酒或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3.5 工作人员发现充电车辆明显异常时，应告知客户，提示客户进

行车辆维修。

3.6 严禁非工作人员进入设备室和配电室。

3.7 严禁充电过程中在充电区域来回走动或逗留。

3.8 严禁无关人员插、拔充电枪或触摸充电车辆。

3.9 充电人员操作时轻拿轻放，避免损坏充电设施。



五、车辆管理制度

1、目的：

对充电站的车辆进行管理，保障运营的安全，树立良好的服务形

象，提高服务质量。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充电站内车辆管理.

3、内容：

3.1充电车辆须按标识限速慢行，安全停靠在充电车位。

3.2 车辆充电前确保电源关闭，拉好驻刹，锁好车门。

3.3 禁止在充电过程中开启车门或启动车辆电源。

3.4充电完毕后须检查充电车辆是否与充电设施物理分离，确认后

方能启动车辆。

3.5 禁止非充电车辆占用充电车位。

3.6 禁止车辆停放在进出口或消防通道。



六、配电房管理制度

1、目的;

保障充电站供配电系统处于正常运转。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充电站所有工作人员。

3、内容;

3.1配电房应做好“防雷、防雨、防鼠、防小动物”四防工作，注

意随手关好门窗经常查看防护网、密封条是否完好有效。

3.2配电房应配备足够的消防器材和绝缘工器具且要整齐摆放，定

期检查，保持完好有效，管理人员须熟练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

3.3配电设备的操作应由专业人员单独进行，其他在场人员只作监

护，不得插手，严禁两人同时操作以免发生意外。

3.4 配电房内严禁吸烟，禁止将易燃易爆物带进配电房。

3.5检修人员或其他人员进入配电房必须经过管理员同意后方可

进入。

3.6管理人员定期检查设施、设备运转情况并做好记录，如发现问

题，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处理，保障正常供电。

3.7配电房地面须保持干净，绝缘垫上无灰尘。



七、司机休息室管理制度

1、目的：

提供良好，舒适的司机休息环境。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在司机休息室休息的所有人员。

3、内容：

3.1休息室供电动汽车充电等候期间司机休息使用。

3.2爱护休息室内所有设备，不得随意调控挪动或带走，如有损坏

照价赔偿。

3.3文明使用沙发，座椅等公共设施。

3.4保持室内清洁卫生，不要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和杂物。

3.5禁止在室内大声喧哗和吵闹，禁止在墙上乱涂乱画，禁止在休

息室内赌博。

3.6休息时须妥管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

3.7为了他人的健康，休息室内禁止吸烟。



八、环境管理制度

1、目的;

提供良好的充电环境，提高服务质量。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充电站的卫生、照明等环境的管理。

3、内容：

3.1保持充电站地面清洁卫生。

3.2保持充电设施，消防器材，标示标牌整洁干净。

3.3保持电缆沟干净，盖板齐全

3.4保持停车限位器，防护栏等安全防护措施完好有效。

3.5保持进出口标识，安全警示标识和设备标识等标识齐全、清晰，

如有破损应及时维修或更换。

3.6员工交通工具应在指定地点摆放整齐。

3.7保证充电站光线明亮、照度均匀、保持照明灯具，商标灯箱完

好。

3.8爱护环境卫生，不乱扔垃圾。



附件一：触电事故应急预案：

1、目的：

为最大限度把触电受伤者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把事故人员伤

亡减小到最小程度，特制定本预案。

2、应急领导小组组织机构：

指挥部成立应急救援领导小组，与《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总

预案）中人员分工相同。

3、职责：

组织机构职责、相关人员职责在应急救援中分工配合进行抢险

救援。

4、处置措施：

4.1当发生人身触电事故时，使触电者脱离电源，迅速急救，如果

附近有电源电闸，可立即拉下电源开关或拔下电源插头。

4.2可以用绝缘手柄、电工钳或干燥木棒等切断电源，也可采用干

燥木板插入触电者身下，隔离电源。

4.3对于高压触电事故，可以通知有关部门停电。

4.4穿戴绝缘手套和绝缘鞋，用绝缘杆挑开触电者身上的电线，查

看触电者身体情况。

4.5触电伤员如神志清醒，应使其就地平躺，严密监视，暂时不要

站立或走动。

4.6触电伤员如神志不清，应使其就地仰面平躺，确保气道畅通，

并用 5秒的时间间隔呼叫伤员或轻拍其肩部，以判断伤员是否意识丧



失，禁止摆动伤员头部呼叫伤员。

4.5及时拨打 120急救电话，医护人员未到情况下，应对伤员按心

肺复苏方法进行施救，直到医护人员到达现场。

5、注意事项：

上述使触电者脱离电源的办法，应根据具体情况，以加快为原则，

选择采用。在实践过程中，要遵循下列注意事项：

5.1救护人不可直接用手或其它金属及潮湿的构件作为救护工具，

而必须使用适当的绝缘工具。救护人要用一只手操作，以防自己触电。

5.2防止触电者脱离电源后可能的摔伤。特别是当触电者在高处的

情况下，应考虑防摔措施。即使触电者在平地，也要注意触电者倒下

的方向，注意防摔。

5.3如事故发生在夜间，应迅速解决临时照明，以利于抢救，并避

免扩大事故。



附件二：火灾事故应急预案

1、目的:

为使发生火灾时能采取最有效的方法抢救被困人员或自救，同

时尽可能不使火势蔓延，最大限度减小经济损失，特制定本预案。

2、应急领导小组组织机构：

指挥部成立应急救援领导小组，与《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总

预案）中人员分工相同。

3、职责：

组织机构职责、相关人员职责在应急救援中分工配合进行抢险

救援。

4、应急管理：

4.1高度重视火灾应急预案工作的重要性。

4.2认真切实的做好安全生产事故火灾应急预案编制工作。

4.3结合本项目实际定期或不定期组织预案演练。充分发挥应急预

案在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置中作用，保证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发展。

5、应急程序和原则：

5.1发生火灾，现场最高负责人马上组织疏散人员离开现场。立即

拨打消防中心火警电话（119、110），报告内容为：单位名称、所在区

域、周围标志性建筑物、主要线路、人员姓名、主要特征、地址、火

源、着火部位、火势情况及程度。同时迅速报告经理部及指挥部应急

领导小组，组织相关人员携带消防器具赶赴现场进行扑救。

5.2在向领导汇报同时，派出人员到主要路口等待引导消防车辆。



并组织救助人员、扑灭火灾。

5.3在自救的基础上，当主业消防队到达火灾现场时，说明火灾

情况并全力支持消防队员灭火，听从指挥，齐心协力，共同灭火。

5.4伤员身上燃烧物一时难以脱下时，可以让伤员躺地上滚动或用

水洒扑灭火焰。为防止有人被困，发生窒息伤害，抢救人员时需准备

湿毛巾，蒙住口鼻防止有毒有害气体吸入肺中，造成窒息。被烧人员

救出后应采取简单救护方法急救，同时联系急救车抢救。

5.5保护现场，维护秩序，等待对事故原因及责任人调查。及时

清理火灾造成垃圾并采取有效措施，从而对火灾事故对环境造成污染

降到最低。

5.6火灾事故调查，按事故调查报告分析处理制度规定，作出相关

处理决定，重新落实防护措施。

6、应急状态的解除：

当事态得到控制，危险消除，解除警戒，恢复现场。清理废弃

物。

7、定期培训和演练：

定期组织人员进行一定的消防培训和知识，合格者才能上

岗。通过应急预案演练确保人员熟悉职责和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