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用电 2019.06 67DISTRIBUTION & UTILIZATION

12业务应用

0 引言

随着能源转型、电力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传统电

力营销客户服务系统已无法满足复杂的用户需求。根据

电力系统关于深化“互联网+营销服务”的要求，实现

一体化线上服务，加快传统线下服务向互联网线上服务

模式转变，建立客户聚合、业务融通、数据共享的统一

网上服务平台［1–4］，实现交费、办电、能源服务等业务

“一网通办”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电力营销客户服务

系统在运营管理系统尚未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统一的

运营支撑系统的框架体系，功能点也不能覆盖公司运营

管理的各个方面，因此，开展电力营销全渠道运营支撑

平台设计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5–6］。

目前，电力营销系统根据功能配置和营销战略部

署，营销渠道建设采用了渠道独立模式，即尽可能实现

渠道的分离，线上线下2种渠道完全处于独立运行的状

态［7–8］。①在组织管理层面，各单位渠道独立分散运

营，缺乏协同和数据共享，各类运营资源未能有效聚

合［9–10］。②在支撑能力层面，现有系统功能已不能满足

运营管理需求，一是系统功能存在无法共享的问题，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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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端系统之间无法联动，这是端到端管理的基础和保

障［11–12］；二是需要进一步深化系统的功能，对运营管理

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优化和提升［13–14］。③在数据管理

层面，各运营渠道数据存在一致性问题，运营数据、业

务数据资源分散，数据结构和数据交互标准未统一，不

利于开展跨渠道、跨专业的数据分析，数据价值难以充

分发挥［15］。

相对于渠道独立分散运营，构建适应“互联网+”
时代用户需求的现代服务体系，可以更好拓展本地化服

务能力，属地化消纳解决用户诉求。文献［16-18］实现

了根据用电客户诉求快速响应、服务快速触达的服务。

文献［19-20］基于业务中台的架构思想，将多个核心业

务中公共的、通用的业务以服务的方式沉淀到了共享业

务事业部，实现提供功能迭代迅速、操作便捷稳定的在

线服务平台。尽管采用中台技术使得业务办理效率和管

控能力得到提升，目前线上渠道的建设仍呈“烟囱”模

式，相对孤立和分散，缺乏协同和集中监控，资源独立

分散，没有形成合力。

现基于业务中台技术，设计研究全渠道运营支撑平

台的架构，以实现渠道管理、内容运营、产品运营、舆

情监测管理的运营功能。并能解决运营内容管理工作较

为分散的问题，对用户进行有效的分类和协同管理，对

广告进行流程和资质管理，并且对版本进行更新维护，

为各级运营人员提供一个可以对运营需求、对运营内

容、产品进行查询管理的运营内容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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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运营支撑平台业务内容

基于业务中台的电力营销运营支撑平台从信息获

取层面打破传统业务交叉、各单位业务独立仅横向展

开、公共类服务不共享融通的管理格局，充分考虑现有

较为横向的业务，以及各渠道独立支撑的特色，从渠道

管理、内容运营、舆情监测管理等运营功能进行功能实

现，利于渠道业务交叉和公共类服务的共享融通。

在渠道管理方面，运营管理人员通过渠道业务运营

模块对共享业务，包括用户中心、工单中心、订单中

心、账单中心、支付中心、积分中心、消息中心和在线

客服中心进行运营管理，并对渠道业务进行线上和线

下管理，实现服务共享中心业务、渠道业务运营管理的

功能。

在内容运营方面，开展总部层面的活动运营工作，

运营管理人员通过活动管理中心可以对全网活动进行流

程管理，包括活动新建、活动下达、活动监测和活动

总结，并对省公司及产业单位的活动进行审批和备案

管理。

在舆情监测管理方面，主要针对在互联网产生的舆

情事件，通过系统内网进行舆情跟踪及应急管理，方便

监测管理人员及时跟踪媒体，监测、汇集、研判网上舆

情，引导舆论方向，化解危机舆论，跟踪事态发展，掌

握舆情的进展与动态，了解当前的社会反响，及时向有

关部门通报，快速应对处理，变被动为主动。

2 业务中台技术

运营支撑平台业务内容多样化，独立分散运营，缺

乏协同，运营资源未有效聚合的现状决定了电力营销多

渠道系统建设需采用“活前端、强中台、大后台”的设

计理念。针对线上渠道分散，业务功能分散到多个手机

客户端，未能满足客户“一网通办”的需求问题，通过

再造业务流程、创新服务模式，实现传统电力服务与能

源电商、电动汽车等新型电力服务跨界融合，实现服务

资源的共享，不断开发电力服务产品，满足客户日益多

元化的服务需求。

业务中台引入互联网的先进技术和架构，利用大数

据等技术，与运营支撑平台的分析应用模块相结合，提

供数据分析挖掘与通用业务支撑服务。

3 电力营销全渠道运营支撑平台总体架构

3.1 系统架构

电力营销全渠运营支撑平台包括线上、线下渠道，

运营管理、展示监控和分析应用，采用业务中台技术进

行设计，集中全渠道资源，实现了线上线下协同服务，

具备搭建电力营销全渠道运营支撑平台的能力。而构建

全渠道客户服务体系，可以为公司提供统一规范、融合

共享的全渠道服务能力，来实现资源配置合理化、渠道

调度一体化、营销服务精准化，让客户服务体验实现再

升级，全力推动业务高质量发展。

随着渠道整合不断加深，全渠道客户服务模式为全

部线上、线下服务渠道提供统一规范接入、融合共享服

务。全渠道运营支撑平台包括渠道前台层、业务中台

层、能力后台层，如图1所示，可实现资源配置、渠道

调度、营销服务精准化。

图1 电力营销全渠道运营支撑平台架构
Fig.1 Power marketing multi-channel operation support platform 

architecture

3.1.1  渠道前台层

渠道前台层是线上、线下渠道的接入层，实现线

上、线下渠道接入，为用电客户提供服务。遵从电力

系统统一技术路线，采用统一规范接口将各渠道前台

应用进行接入。考虑到现有的渠道较多、分散、难管

理，需要梳理目前分布在各渠道的信息发布和管理流

程，建立统一、规范的一体化接入流程，并充分考虑

待建和未来可能新建渠道的兼容性，全面实现所有渠

道的接入标准规范化。在渠道整合后，根据渠道的重

要程度，分步开展渠道的接入工作，已成熟的线上服

务渠道优先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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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业务中台层

业务中台层是为全渠道运营提供核心支撑能力的大

中台，解决业务快速发展与后台系统响应不适配的问题。

在运营管理方面，构建适应总部层面的运营管理体系，

整合和优化运营资源，构建支撑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的

运营管理系统架构。其中，数据中的功能类数据主要是

为了支撑运营管理和监测预警功能。

业务中台层的核心运营管理和监测预警的整体架构

如图2所示，逻辑架构分为3层，分别是数据采集层、数

据分析层和数据应用层。

1）数据采集层。运营支撑平台的数据采集层从电

网各传感器和其他待测设备中自动采集非电量或者电量

信号，传输至上位机，完成分析、处理。数据采集层是

结合基于计算机或者其他专用测试平台的测量软硬件产

品来实现灵活的、用户自定义的测量系统。

2）数据分析层。运营支撑平台的数据分析层是用

适当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收集来的大量数据，通过平台微

服务群进行分析，提取有用信息和形成结论而对数据加

以详细研究和概括总结。这一过程也是质量管理体系的

支撑过程。数字化应用在运营管理支撑中能够提供统一

标准，解决信息孤岛，发现数据价值。

3）数据应用层。数据应用层如图3所示，包括大屏

展示、运营管理、数据加工、数据质量管理等。以数据

为事实基础来支撑业务应用及决策支持，数字化理论涉

及业务理解、数据准备、数据特性分析、数据甄别、数

据模型、数据上线应用、结果反馈等环节。在实用中，

数据应用层可直观地展示数据分析效果，帮助人们快速

作出判断并采取适当行动。

图2 运营管理和监测预警架构图
Fig.2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early warning 

architecture

 

3.1.3  能力后台层

能力后台层由当前在运行的核心业务应用系统组

成，通过应用集成和数据集成的方式，对大中台提供业

务和数据支撑。包括营销业务系统、生产实时管控系

统、营销业务管理平台、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和基础数据

平台等，为营销管理及生产管控提供信息化管理工具。

为实现业务协同，需开展与核心业务系统的接口新增、

数据集成，进行装备升级、架构改造。

3.2 系统部署方式

根据运营支撑平台的安全需求和系统应用场景，面

向电力营销的运营支撑平台系统部署拓扑如图4所示，

分别在内外网进行部署，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

图3 数据应用层
Fig.3 Data application layer

ISC BPM

图4 运营支撑平台系统部署拓扑
Fig.4 Operation support platform system deployment t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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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面向电力营销运营支撑平台的运行稳定性，

采用多地多活的部署模式，当任何一个中心出现故障

时，其他2个中心能完全接管其服务，保证系统整体可

靠性，实现“用户永远在线”的建设目标。

3.3 系统通信方式

面向电力营销的运营支撑平台架构设计中主要采用

以太网为主的通信形式完成对各个终端的通信连接。终

端设备主要以 CAN/RS-485、光纤通信模块等方式接入

数据分析模块或运营监测大屏系统，实现设备的管理与

监测，同时将终端状态信号进行提取、转换，传向下一

个环节。与此同时，无线通信技术为终端设备和全渠道

运营支撑平台提供数据交互支撑。电力营销运营支撑平

台通信网络结构如图5所示。

4 应用场景

运营管理平台的架构设计、开发工作系统设计，包

括功能设计、非功能性需求设计、安全防护设计、灾备

设计、可视化设计、数据库设计等。通过构建适应电力

营销全渠道的运营管理体系，可整合和优化运营资源，

打造支撑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运营管理平台。其中，通过

图5 电力营销运营支撑平台通信网络结构
Fig.5 Communication network structure of power marketing 

operation support platform 

CAN/RS-485

CAN/RS-485

CAN

运营支撑平台可统一运营管理入口，集中开展渠道运营

和活动推广，打造公司互联网服务品牌。可利用运营管

理平台的运营，可利用自身资源聚拢更多合作伙伴，为

用户提供更多全面个性化的服务，提升电力营销系统在

其他领域的竞争力。

在运营渠道管理方面，可获取用户流入渠道，通过记

录各渠道引流状况，选取优质渠道，具备品牌管理、渠道

权限设置等功能。在活动运营方面，可调用活动激励机制，

记录活动参与情况。在产品运营方面，可在首页展示相应

的产品和活动消息，进行首页个性化展示和产品个性化展

示。在用户运营方面，可记录用户在系统中的行为、关注

点等，从而进行用户分群管理。在内容运营方面，可实现

消息精准推送和个性化消息推送。在运营活动管理方面，

可实现活动及活动任务的新建、发布、审核、查询、调整，

以及活动奖励管理、奖品池查询、调研问卷管理等功能。

电力营销全渠道运营支撑平台支撑了电力营销两级

协作的一体化运营体系以及总部、省（市）两级协同运

营体系，满足“集中管控、协同运作”的运营监测原

则，实现了运营内容管理、运营活动管理、运营渠道管

理、运营风险管理等运营管理功能。

5 结语

电力行业运营内容管理工作较为分散，阻碍了对用

户的有效分类和协同管理。本文整合了在线服务资源，

是传统电力供应企业向综合能源服务商发展模式转型升

级的重要推动者；同时，基于业务中台的运营支撑平台

能满足与前端、外部系统之间的交互对接，为国家电网

有限公司线上产品服务运营提供有效支撑，并将线下渠

道宣传资源有效聚合。在渠道管理层面，各单位实现多

渠道协同运营，并实现数据共享，各类运营资源实现了

有效聚合。平台在开发和使用过程中，还需要大量优

化、调整，才能达到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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