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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是全球能效管理和自动化领域的专家，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安全、可靠、高效、经济

以及环保的能源和过程管理。集团2014财年销售额为250亿欧元，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拥有17万

名员工。从最简单的开关产品到复杂的运营系统，我们的技术、软件和服务帮助客户管理和优

化运营，通过互联互通的科技助力产业优化，改善城市生态，丰富人们的生活。

在施耐德电气，我们称之为：Life Is On

www.schneider-electric.com/cn



“在大数据时代，依托互联网+的

理念，利用物联网技术、数字化手

段和专家服务，帮助客户优化能源

效率和设备全资产运维管理，显著

提高客户业务绩效。”

Smart Panels

智能配电系统

互联网时代下，物联网IOT技术将在能源、工业，和制造
业等行业发展前景巨大。到2020年，全球将会有500亿个
设备实现互联互通。IOT由IT（信息技术）和OT（运营技
术）深度融合，能够极大的改造电力设备，实现过程和能
源的优化。

中国积极拥抱“互联网+”：2015年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
代会第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
划，要求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与现代制造业实现融合发展，利用互联互通，完
善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实现智能高效。

互联网+

  



施耐德“千里眼”顺应时代发展，助您
实现配电设备智慧运维

施耐德“千里眼”平台是Smart Panels智能配电系统的一部分，将智能硬件中

的有效信息进行处理，为配电设备运行状态监视、运行维护作业管理和设

备资产管理提供“互联网+”灵活应用方案。

施耐德“千里眼”
为人而连接 更便捷                更经济               终身无忧



移动终端平台
随时随地掌握电力信息

故障报警信息
互动式报警，准确实时送达

数字化体验
全新科学管理

提高维护效率
减少电力运维人员投入，

将电工从低效的配电室

值守工作中解放出来

降低能源费用
基于大数据分析，提供

持续咨询服务，帮助用

户通过管理实现节能

节省硬件投资
软件托管，无需投资本

地服务器和备用电源，

减少前期投资和后续维

护成本专业云平台
软件由施耐德电气专业平台

维护，保证系统稳定可靠

即插即用
调试简单，扩容方便

可持续新平台
软件免费更新

使用便捷 成本经济

终身无忧

free



直观的地图导航
> 分布式楼宇建筑的统一管理及信息总览

> 快速判断整体的设备运行和能耗情况

> 通过树形结构可快速追踪设备信息

全面的资产管理
> 详细的设备台帐信息

> 多种实时数据展示方式

> 利用移动设备拍照和填写日志可生成现场记录

> 简单操作即可追溯设备历史趋势

> 可显示触头磨损和分合闸次数等设备核心运维数据

> 为配电柜生成二维码，支持手机APP扫一扫功能

可靠的报警管理
> 根据严重程度设置区分不同等级的报警

> 通过短信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报警信息

> 高速报警响应，可通过手机APP确认和记录报警事件

> 通过报警属性来管理，筛选和导出报警信息

专业的系统管理
> 灵活创建并管理客户

> 不同用户可设置不同功能权限管理

> 多种数据模板及台帐模板可选

网页端

www.schneider-electric.com/cn

精准的维护计划管理 
> 周期性巡检维护（根据资产信息，自动生成计划） 

> 预防性维护（设备寿命计算，设定阀值告警） 

> 计划外维护和随工管理 

> 自动\人工生成工单及派单，工作日程清晰准确 

完善的派工工单管理 
> 工单列表、手动创建工单 

> 工单执行日期提前短信推送执行人（当天创建工单后立刻短信推送 ）

> 工单执行的现场照片&日志的保存与显示 

> 为维护计划任务创建工单、快速查看任务工单 

> 为报警创建工单、快速查看报警工单 



报警管理
> 根据严重程度设置区分不同等级的报警

> 通过短信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报警信息

> 高速报警响应，可通过手机APP确认和记录报警事件

> 通过报警属性来管理，筛选和导出报警信息

> 支持手动触发报警

资产快查
> 通过扫描二维码，快速定位设备信息

> 实时数据分类展示，支持仪表盘

> 简单操作即可追溯设备历史趋势

> 详细的设备台帐信息

> 利用移动设备拍照和填写日志可生成现场记录

派工工单 
> 根据工单列表，快速筛查工单详情 

> 通过短信预设的工单执行日将提前一天通知执行人 

> 通过短信通知当天创建的工单到执行人 

> 工单执行的现场照片&日志的保存与显示 

“千里眼”客户端免费下载体验

施耐德“千里眼”

Smart Panels

智能配电系统
助力企业实现
智慧运维 手机APP端



ComX BOX是专门配合施耐德”千里眼”使用的智能电柜服务器
高性能

> 内置Intel芯片和Linux操作系统

数据传输方式灵活,适应各种环境

> 两路10/100 BASE-TX以太网

> 两路隔离RS485串口

> GPRS/3G/LTE网络

> WLAN

适应恶劣工业环境

> 工作温度范围 -25℃～+70℃

> 整机通过IEC60068-2-1/2/6/14/27/30/31/52；

    IEC 61000-4-2/3/4/5/6/8/18/29；

    ETSI EN301489-1/7/17；EN55022；

    IEC60529，等CNAS相关检测标准

低功耗

> 整机最大功耗 < 5 W (包括WLAN和3G模块)

尺寸紧凑

> 外形尺寸 120×100×50 mm 

    (不含WLAN、3G 天线接口、DIN 卡口)

Smart Panels智能配电系统
施耐德“千里眼”应用系统架构

ComX BOX智能电柜服务器硬件特点

 

LAN

Modbus TCP/IP 协议

Modbus RTU 协议
施耐德 ULP 协议

硬接线

FDM128 
柜门显示

单元

 IFM
通信模块

 IFE1
智能接口

I/O
输入输出

模块

 ComX BOX
智能电柜服务器

 MT 
框架

断路器

NSX
塑壳

断路器

 NSX 
塑壳

断路器

IFE
智能网关

“千里眼”远程管理平台

NSX 
塑壳

断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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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壳

断路器

Smartlink Ethernet
以太网智能终端

Smartlink Modbus
智能接口

 ME1/iEM2000
系列单相导轨

电能表

Reflex iC60 
集成控制
断路器

iEM3000
系列三相导轨

电能表

 RCA
远程控制

附件

 iOF+SD24
断路器
附件

iACT24
接触器
附件

温度
传感器

多功能 
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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