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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对绝大多数供水企业来说，占总用户数 20％的大客户贡献了 80％的水费，以往供水企业只能通过每

月一到两次的抄表来了解他们的用水量，对于其每天的用水规律无法掌握。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对

大口径水表的实时监控已日益成为供水企业提高管理水平的发展趋势，通过对大客户的用水信息进行系

统的分析和数据挖掘，对于供水规划的制定、合理的调度、运行的经济高效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体化智能水表（以下称“水表”）具备高可靠性、微功耗、功能齐全、良好的性价比、适用范围广

等优点，实时通讯结合了 TCP/IP和短消息冗余的优势，为全面分析大客户的用水模式提供了可靠的网络

平台。大客户监管系统（以下称“系统”）是水表数据后台实时交换处理中心，采用 B/S架构，具有界面

直观、操作方便、分析功能强大、统计报表完善、监管实用高效等优势。实现了无线远程自动抄表的工

作，对用水量、瞬时流量、压力、倒流等数据全面实时检测，为获取大客户的用水模式和管网运行状况

提供了详细的数据来源。供水企业可及时掌握大客户给水过程的日差系数、时差系数、用水规律、水量

同比环比增减数据，分析水量与水表口径的匹配关系、管网负荷工况、区域水量分布和压力等多种不同

的数据展现方式，为科学选表、降低漏失率、优化管网调度提供了重要依据，确保对大客户供水全过程

有监管措施，同时用水量和压力数据可服务于营业收费系统和供水 SCADA系统,该系统是供水企业提升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效途径之一。 

客户服务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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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求 

根据自来水公司的大客户情况，分为三类： 

 人工抄表客户 

 智能水表客户 

 其他采集水表客户 

这三类水表的大客户都在营收系统开账收费。 

本项目是要求建立一个大客户的信息管理系统，将各种采集的数据汇总，对水表、大客户进行数据

分析展示。 

3 总体构架 

建设大客户管理系统的总体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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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各种水表大客户的数据，建立大客户信息数据库； 

 建设大客户管理的展示平台，将不同系统的水表大客户在同一平台上展示，并加入大客户信息；  

 可以深入分析不同水表的不同信息； 

 开发与营收系统连接接口，应用营收系统的大客户资料、抄表数据等； 

 开发与其他采集数据(其他远程采集水表)转换接口，把它接入智能水表系统； 

 开发远程抄表数据输出接口 

 备份数据方案。 

 

4 网络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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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配置： 

 数据库服务器：存储数据。 

内存：4G 以上 

操作系统：Windows Server 2010； 

数据库：Microsoft SQL Server 2010； 

 应用服务器：安装 WEB 应用程序、接口服务程序。 

内存：4G 以上 

操作系统：Windows Server 2010； 

系统组件：IIS 6；.NET Framework 4.0； 

 通讯服务器：安装 

内存：4G 以上 

操作系统：Windows Server 2010； 

系统组件：.NET Framework 4.0； 

运行环境：必须要固定的公网 IP，带宽不小于 512K，对公网开放 2 个端口 TCP 4000，TCP5000。 

 SMS 接收器：短信收发网关接口、或网关设备 

 客户端： 

操作系统：Windows XP；Windows 7 

系统组件：IE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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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客户管理应用 

5.1 功能框图 

 

 

 大客户信息管理 

 营收指标 

 水量分析 

 抄表情况 

 收费情况 

 客户信息 

 系统设置 

 智能水表系统 

 数据展现： 

最新数据、压力流量、读数累计、日用水量、月用水量、年用水量、用水量对比、峰谷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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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数据等功能模块。 

 报警信息： 

报警监视、压力越界报警、压力突变报警、流量越上限报警、流量转向报警、强磁干扰报警、电

池报警、报警查询等功能模块。 

 信息分析： 

运行图表、流量特性、客户用水量排位、报警统计、流量同比环比、关联展现等功能模块。 

 汇总报表： 

用水量报表、压力报表、反向累计报表等功能模块。 

 系统设置： 

显示方案设置、关联信息维护、滚动报警设置、词语维护等功能模块。 

 

5.2 大客户信息管理主要功能 

1) 营收指标 

提供整个大客户系统的主要指标，可以按月查询。 

 

2) 水量分析 

按年度分析水量情况。可选择分类：行业、册本、区域、集团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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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抄表情况 

按月度分析抄表情况。可选择分类：行业、册本、区域、集团号等等。 

 

4) 收费情况 

按月度分析收费情况。可选择分类：行业、册本、区域、集团号等等。 

5) 客户信息 

查询客户，显示客户基本信息、表卡信息、帐单信息。 

6) 系统设置 

设置系统中的用户权限、词语等等。 

5.3 智能水表系统主要功能 

1) 系统自动接收水表现场最新上传的实时数据，展现大客户的用水相关信息。包括：水表编号（对应

营收系统）、最新压力和水表读数、当天用水量、月用水量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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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最新实时数据表 

  

2) 可实时获取任意时段大客户的用水模式和管网压力，数据可服务于 SCADA系统和管网水力模拟系统，

为科学调度和水量预测提供依据。另外可通过预设比对值移动线查询、核对、追溯用水过程实时检

测的全面数据，汇总和分析大客户不同时段的用水状况和管网工况。（如图二、图三） 

 

图二：七天流量趋势图：常日班生产用户（15分钟保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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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24小时压力趋势图：水压符合国家标准（15分钟保存数据） 

3) 可通过任意时段实时掌握大客户日用水量、月用水量、年用水量详尽数据。分析水量日差系数、时

差系数，了解企业的生产规律、制定更为合理的供水措施。实时数据可服务于营业抄表所、调度室、

计量室、大客户监管等部门。（如图四、图五） 

 

图四：24小时水量时差系数柱状图和日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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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日差系数柱状图和月用水量 

        

4) 可按照天、月、年任意时段来查询水量、压力峰谷值详细数据，自动汇总水量和压力的最大值、最

小值、平均值图表，通过对大客户谷峰值水量和压力进行分析，可及时发现水表计量工况运行是否

异常、用水量是否符合水表流量特性指标。终端用户实时检测的水压数据一方面可作为调度系统管

网监测点的延伸和补充，实现经济调度，起到节能降耗的效果；一方面可起到改善供水服务质量的

目的。（如图六、图七） 

 

图六：流量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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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压力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图表 

        

5) 按照日、月、年自动统计水量环比、同比的数值、增减量和增减变化率数据可共享给大客户室和营

业所等部门，使他们深入分析和掌握大客户的用水规律能为可能，降低了人为操作的工作负担和数

据的不确定性，具备了对大客户 24小时供水全过程在线跟踪管理的能力，及时获悉他们的生产变化

和安排，为区域供水计量管理提供精确而行之有效的依据和服务。（如图八） 

 

图八：日、月、年用水量环比、同比图表 

6) 实现了远程现代化抄表的手段。大幅提高抄表效率，降低抄表管理成本, 提高水费收缴及时率。系

统自动汇总日用水量、月用水量、年用水量明细表，可直接打印成报表存档和保存为 EXCEL格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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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共享给相关部门，抄表数据可服务于营业所开帐收费。压力数据报表可以提供给调度部门参考，

使调度人员更加了解终端大客户管网末梢的水压，进一步优化区域管网服务压力的状况，使得调度

更加精准高效、节能降耗。反向流量报表全面反映倒流水量发生的过程，为管网部门分析倒流原因

（管网波动、违规抽水、人为偷水等）保护供水企业合法利益提供服务。（如图八、图九） 

 

图八：水量月报表 

 

图九：压力月报表 

7) 加强管网运行跟踪管理，优化供水调度。可通过任意时刻拟合分析比对管网负荷状况，深入分析大

客户峰谷值和日常用水管网反馈的工况，寻找管网高效运行的措施，同时可及时发现和纠正部分大

客户不合理的用水方式，降低对管网的损伤，从根本上保障用户正常供水提供良好的管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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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24小时流量压力拟合运行趋势图 

       

8) 通过流量特性图（日流量、月均流量），综合分析大客户用水量与水表口径关系是否匹配。判断是否

存在“大表小流量”的现象，作为科学选表、换表的合理依据，是降低供水企业漏失率和产销差的

有效途径之一。按“企业标准”分析大客户实际用水流量特性图：（图十一） 

 

图十一：DN-150日流量、月均流量曲线图 

结论：低于分界流量时计量不够准确，最小流量以下时可能存在漏失不计量。 

将“DN-150”模拟更换为“DN-100”口径流量特性图：（图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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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口径更换为 DN-100后流量特性图 

结论：流量曲线长期在分界流量以上，完全满足供水需求，水表计量 

精度得到有效保障，建议对该用户采取换表措施。 

在未更换一体化智能水表之前该用户的实际用水特性曲线：（图十三） 

 

图十三：未更换水表前 DN-150口径流量特性图 

结论：在非生产高峰用水的计量精度效果差，用水量长期低于最小流量 

以下，可能存在漏失不计量的现象。 

       

9) 将大客户不同的用水属性按照管网、延线、行业等关联信息分析管网的供水情况，反映了不同区域

的水量分布和管网负荷状况，为供水区域优化调度和分区计量管理提供了实用的基础数据。（如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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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图十五） 

 

图十四：管网关联：同一管网的用户水压趋势图 

 

 

图十五：延线关联：同一延线的用户高峰时段供水趋势图 

        

        

1. 具备供水异常状态主动实时报警功能。一旦发生报警，将不受发送周期的限制，立即发送给中

控室，系统将在各功能页面实时滚动提醒报警状态、时间及数值，确认后将自动保存在报警统

计表中，供相关管理人员查询和事故追忆。报警数据涵盖：压力越上限、压力越下限、流量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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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限、流向突变、突降值、强磁干扰计量装置、电池低电压报警提醒等。（如图十六） 

 

图十六：报警数据统计表 

6 系统接口应用 

6.1 营收系统接口 

大客户管理系统与营收系统的接口，采用数据库之间的交换数据信息。 

大客户管理系统与营收系统的接口分两部分：. 

 大客户的基本资料信息：包括水表资料、客户资料，以营业收费系统的资料为准，间隔一定时

期，对大客户管理系统做更新，间隔周期可以设定为每日做一次。实时以外，如有需要，数据

随时都可做同步。 

 从营业收费系统取得大客户抄表数据。 

6.2 其他远程采集水表数据接口 

智能水表系统与其他远程采集水表的数据转换导入接口，采用数据库之间的交换数据信息。 

主要功能分两部分： 

 最新采集数据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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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数据导入。 

需要提供其他采集水表的数据，以一定周期将最新采集数据更新中间数据表。 

三高开发数据转换程序，实现读取中间数据表中的其他采集终端的数据，并完成数据转换导入

大客户智能水表系统，另外数据转换程序定时将中间数据表中的旧数据删除。 

其他采集水表在新增配置时，需要在智能水表配置系统中预先生成对应的终端编号，然后将编

号与外系统的数据标签名建立一一对应关系。数据转换程序根据这个对应关系将数据导入到智能水

表系统中。 

7 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纪念路 8号财大科技园 5号楼 306室 

邮编：200434 

电话：+86-21-65635776 转市场部 

传真：+86-21-65635781  

网址：www.shanghai3h.com  

客户服务热线： +86-21-55572216 

联系邮箱：3hmkt@shanghai3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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