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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营配贯通建设旨在通过信息化手段，强化专业间业

务协同和数据共享，实现营配基础数据同源管理，统一

营配数据维护流程标准，基于“营配贯通一张图”开展

跨专业协同应用，目前已完成营配数据采录与治理，同

步开展业务高级应用工作。故障抢修作为营配贯通高级

应用的场景之一，在提高低压供用电可靠性、提升客户

服务满意度方面意义重大。目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简

称国网公司）营销、设备、客户服务中心等部门协同作

业，已基本上实现客户报修位置定位、故障原因研判及

指挥、停电计划报送及发布等场景应用。但围绕以客户

为中心的主动服务上，针对企业或者个人客户，在精准

服务、工作效率、信息共享等方面均存在不足，具有提

升的空间。

基于营配贯通的电网故障智能抢修作业需结合当前

物联网的通信技术，研究关于停电信息、用户定位、故

障研判等方面的应用提升。文献［1-2］分析了营配贯通

内涵与意义，介绍了客户位置精确定位、低压故障快速

判别、可视化的业扩报装处理、停电计划智能制定等应

用；文献［3-5］分析了电力物联网的关键技术以及5G
技术下物联网时代的发展前景；文献［6-9］阐述了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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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故障抢修现状、效率提升以及配电网抢修的科学调度

和资源调配；文献［10］提出了基于“标准地址库”的

客户报修工单快速匹配；文献［11-15］介绍了地图服务

的智能检索、智能调度算法以及GIS可视化应用；文献

［16-19］ 总结了停电信息在电力企业的应用和意义，分

析了综合停电智能优化的层级管理，并介绍了微信公众

号停电主动告知服务应用；文献［20-22］提出有效的

配电网故障研判策略和信息共享机制；文献［23-24］ 分
析电力主动抢修服务的流程和方法，探讨了与移动作业

APP结合的故障抢修业务应用。

本文研究整个电网故障抢修作业过程，分析业务受

理、业务处理、线上交互环节的不足，从客户和电网工

作人员的立场，探讨基于营配贯通的电网故障智能抢修

作业的具体措施，促进低压台区的精益管理，提升面向

居民客户的营销服务水平。

1 故障抢修作业现状

1.1 强化故障抢修作业的重要性

近年来，各个行业企业或个人客户的用电能源需求

越来越大，不仅应用在传统的家庭照明、商业用电、工

厂生产等方面，还渗透冷热电三联供、电能替代等新兴

业务，因此供电的可靠性和服务满意度对国网公司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何高效调动

最优的抢修资源，提高抢修作业的速度，尽可能地接近

客户的期望变得尤为重要。并且在新时代的环境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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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以客户为中心，提升客户服务水平，国家电网有限公

司应持续转变服务模式，在事前、事中、事后的故障抢

修作业过程中提高主动服务意识和全方位服务能力。

1.2 故障抢修作业存在的不足

在整个电网故障抢修作业过程中，用电客户在业务

受理、业务处理、线上交互等环节均参与其中，根据实

际业务开展情况，公司在精准服务增强、工作效率提

升、信息透明公开等方面仍有提升的空间。

1）在业务受理环节，提升停电信息的精准报送，

支撑座席专员与客户友好互动；优化智能检索引擎，增

强标准化地址库的模糊检索；精准匹配停电范围、停电

到户及故障报修工单信息，在客户来电时判断重复工

单，座席专员减少任务下派，提高工作效率。

2）在业务处理环节，通过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

统（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SCADA）

监测分析配电变压器、供电线路运行情况（开关运行状

态、负荷情况），增强智能研判未明故障、派发抢修的

预判和处理；对于设备监测覆盖不到的地区，做好疑似

故障预警和处理；完善客户档案、电网运行等信息的准

确性，通过分析供电路径，支撑现场抢修人员快速定位

故障发生位置，分析出相同故障点的重复报修，自动提

醒对工单进行合并处理。

3）在线上交互环节，利用“网上国网”A P P、

95598网站等在线服务平台，增强停电信息主动推送和

故障抢修作业可视化进度跟踪展示，提升消息站内及时

推送、抢修坐标位置准实时推送以及地图可视化展示。

2 电网故障智能抢修作业发展趋势

2019年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提出“三型两网、世界一

流”能源互联网企业战略目标，各部门逐步落实泛在电

力物联网建设大纲，深化“大云物移智链”等信息通信

技术研究与应用是国网公司的重点任务。营配贯通工作

自2014年启动至今，突破了跨专业协同壁垒，发挥了数

据的价值，深入挖掘利民惠民的高级场景应用。尤其故

障抢修现场作业，最贴近客户感受，因此必须以客户为

中心开展一系列主动、精准的营销服务，满足客户实际

需求，拉近国网公司与广大群众的距离。

2.1 营配贯通支撑手段

1）基于电力高速载波技术实现营配拓扑自动识别。

应用高速电力线载波（high power line carrier，HPLC）

模块，实现台区电力拓扑实时感知，自动更新相关信息

系统档案，提高低压变户关系的准确率。目前国网北京

市电力公司正在应用HPLC电力高速载波技术提升营配

数据质量，整合用电采集信息、电源拓扑信息、客户信

息及地理信息等业务数据，打造精品供电服务区，构建

精准客户服务模式。

2）基于标准地址库开展智能搜索引擎应用。规范

国网公司“三级七段”标准地址码建设，营配贯通涉及

的系统采用统一的地址编码规则和代码，标准地址信息

统一存储在电网资源中心，通过电网GIS平台对外提供

统一的维护、访问服务，实现营销业务应用、PMS2.0、
电网GIS平台、95598核心业务系统的共享。在此基础上，

建立标准地址的同音、多音、近似音相关模糊词库，支

持95598服务过程中以模糊地址、参照物为条件进行查

询的业务，如座席专员进行业务受理时，可通过选择标

准化地址的方式或模糊搜索的方式实现故障报修现场地

址的检索与坐标定位。

3）地图服务数据全覆盖及应用。通过地图数据统

一新增扩容建设和影像数据矢量化加工，实现全网2.5 m
分辨率影像数据的更新和亚米级影像数据在县市城区覆

盖。综合变压器运行信息、用电采集信息以及客户报修

过程等资源信息，研判配电设备运行状态和客户故障报

修准确性，精确分析停电影响的区域范围和用户范围，

实时定位故障位置，并对抢修人员、抢修车辆等资源统

一调配，提高抢修效率。

4）基于电网GIS平台开展数据同源。营销专业通

过业扩流程实现GIS客户资源的图形化维护，生产专业

通过PMS异动流程实现GIS电网资源的更新，调控专业

利用GIS地理接线图自动生成配电网调度图，解决电网

核心数据营配调多头维护的问题，确保静态电网数据同

源，基于电网GIS平台建立统一的营配调数据管理平台，

在此基础上支撑营配调一体化应用的开展。

5）基于大数据分析支撑配电网运维精益管理。在

“营配调一个网”的基础上，充分应用用电采集、配变

监测、架空线路在线监测等系统信息，实时监控配变故

障停电、超重载、低电压状况，实现配电网运行状态的

全景展示，供电薄弱环节的多维判别。结合公、专变报

装容量及实时监控情况，开展配电网负荷与售电量预测

分析、电压质量精益化管控、配电网运行状态动态评价

等主题分析，提升配电网运行和营销服务管理水平。

2.2 智能抢修作业的提升方向

充分利用电力高速载波技术、地图服务、智能引擎、

大数据分析等技术，不仅在数据治理、统一模型建立、营

销精益管理等方面提供服务，更需要在以客户为中心的新

时代市场运作中，深入探索智能抢修作业在停电智能应用

与校核、用户报修定位、智能分析研判、抢修可视化作业

等方面的应用和提升点，研究营配贯通工作对于电网智能

抢修作业的有力支撑，增强跨部门协同作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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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工咨询服务。当客户无法通过播报信息匹配

到符合的停电信息，可进一步选择人工座席进行咨询，

座席专员可查询营销客户档案、历史服务工单信息来定

位客户信息，并与停电影响用户清单进行比对，快速提

醒座席专员。实现停电信息流程化报送，系统增加了变

更轨迹留痕和标记，确保座席专员对以往停电信息的查

阅，主动准确、快速答复用户。

3）主动服务推送。利用微信公众号、“网上国

网”APP移动终端等在线服务渠道，通过客户编号的关

联和绑定，可向客户自动推送计划停电、临时停电等信

息，实现停电范围APP移动终端可视化展示。也可通过

智能在线座席，快速反映自己的诉求，获取区域范围的

停电信息，增加客户与国网公司之间的粘性。

3.1.2  停电信息校核

停电信息校验是对电网公司发布的停电信息准确

性、及时性和完整性进行智能化分析验证和追溯，为广

大群众提供更精准的服务。如图1所示，主要包括计划

停电、临时停电和故障停电的信息校核。

3 基于营配贯通的智能抢修应用提升

3.1 停电智能应用与校核

3.1.1  停电信息智能应用

加强营销、生产、调控以及国网客户服务中心等部

门跨专业协同作业，促进营配调贯通建立的“站-线-变-
户”关系准确性和完整性，实现系统自动分析以及停电

影响设备和用户清单报送。国网客户服务中心座席专员

充分利用停电到户分析成果，最大化服务客户来电诉

求。也可通过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APP、95598网站、

IVR播报等多种渠道，实现计划停电、临时停电等信息

的主动推送。

1）IVR语音播报。根据客户的来电号码，自动查

询客户编号，识别客户身份，检索到用户可匹配的停电

时间范围、区域范围、停电类型等信息，并通过95598
自动语音功能，向客户定向播报。客户可根据自动语音

了解是否存在计划停电，无需人工服务即可解决客户问

题，减少业务咨询、故障报修等类型的人工电话接入。

图1 停电信息校核流程
Fig.1 Power outage information check process

1）计划、临时停电信息校核。属于停电信息报送

准确性校核（事中）。国网客户服务中心座席专员人工

比对客户来电反映的实际停电时间与报送的计划、临时

停电信息，当发现信息不一致时发起校核流程。

2）故障停电信息校核。属于停电信息报送及时性

校核（事后）。系统自动分析前日归档的1个配变10 min
内大于3个的报修工单，比对故障停电信息得出疑似不

及时报送清单，人工核实后发起校核流程。

国网客户服务中心开展营配调数据初步核查，促使

各省（市）公司位根据客户档案信息与“站-线-变-户”

电网拓扑关系开展营配数据校核。针对来电号码与客户

户号自动关联的客户，国网客户服务中心可开展客户档

案信息用电地址、联系信息校核，对营销客户台账异动

进行标注，再下各发省（市）公司进行内部核查和订

正。校核工作覆盖了客户档案信息、停电信息、电网拓

扑关系等信息，环环相扣，倒逼“线-变-箱-户”基础数

据质量，避免数据治理“前清后乱”。

3.2 用户智能报修定位

综合营销客户档案信息，以及客户历史工单中保存

的联系人、电话、联系地址等信息，构建客户联系信息

库，可根据来电号码、故障地址等定位故障位置。并在

此基础上，增加利用地图地标、道路、交叉口等信息定

位用户位置信息，利用客户提供的标准地址，获得用户

所在小区（自然村），以便精准获取客户编号、标准地

址、位置坐标等信息，实现客户的准确定位。用户报修

定位方式如图2所示，包含4种定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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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地图坐标定位

利用GIS地图应用，为座席专员提供可视化的地址

录入方式，自动获取地址坐标。在受理界面快速进入

GIS地图应用界面，利用地址检索功能查询客户地址

坐标，与用户确认故障地点后在地图上标记故障位置，

GIS地图应用将定位故障地点坐标，并将信息反馈业务

系统，并跟随故障工单下发至处理部门开展抢修工作，

减少现场人员与客户沟通环节，大幅提高抢修效率。

3.2.2  标准地址定位

客户来电后可直接将所在区（县）带入地址信息

栏，其余地址信息可按结构化地址开展人工录入。基

于营配调贯通的集成数据和七级标准地址库数据，国

网客户服务中心与各省（市）公司实现标准地址库等

集成数据同步，在中心建立标准地址库应用服务，在

座席专员受理故障工单时，引导客户通过点选标准化

地址确认报修地址。对于无法提供结构化地址的，借

助智能搜索引擎，通过户名、报修地址，以首字母、

同音、多音等方式进行模糊查询，实现在结构化地址

库中的快速检索。用户位置确定后随故障工单派发到

各市（县）抢修部门，协助抢修人员准确定位故障

地点。

3.3 智能分析研判

基于“营配贯通一张图”，综合变压器运行信息、

电能采集信息、客户报修信息等资源信息，研判配电设

备运行、状态监控及报修准确性，精确分析停电影响的

区域范围和用户范围，及时分析和定位故障点，并对抢

修人员、抢修车辆等资源统一调配。

1.  

2. 

3. 

4. 

图2 用户报修定位方式
Fig.2 User repair positioning method

3.3.1  智能研判预警

对配电设备监测覆盖不到位的地区，针对突发密集

性报修，系统自动关联、定位疑似故障变压器等供电设

施，并辅助判断台区低压出线故障停电、台区停电、中

压线路区段停电情况，形成预警工单或主动抢修工单，

提升应对大面积、突发性报修、故障停电的应急服务能

力。通过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召测相关配变信息，通过

SCADA监测分析配变供电线路运行情况（开关运行状

态、负荷情况），智能研判未明故障、派发抢修工单。

3.3.2  停电分析到户

各市（县）调控中心在通过配变运行信息、用电采

集信息、95598故障工单的接入及分析，开展客户故障

报修信息的综合研判的基础上，进行故障停电信息编

译，系统自动生成故障停电范围和影响到户清单。市

（县）调控中心通过流程化报送方式将故障停电信息发

送至国网客户服务中心业务系统，同时在抢修现场确认

后以及抢修过程中，实时对故障停电信息修正。

3.3.3  故障智能合并

座席专员在受理客户来电诉求时，可借助地图及标

准化地址定位、故障电源信息等，定位客户报修范围是

否属于已停电或已报修的范畴，可及时将最新的故障消

息告诉客户，重复工单合并后也大量减少抢修部门的工

作量，避免重复劳动。市（县）调控中心根据故障研判

结果以及电网拓扑关系，通过报修工单结构化地址信

息，实现同一故障电源点的重复报修工单自动合并，避

免重复派工。整体上提升国网公司运营管理水平。重复

工单识别方法如图3所示，主要包括标准化现场地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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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设备2种识别方式。

1）根据结构化报修地址信息，查询标准化地址库

和所属供电单位其他未办结故障工单的受理信息，判断

是否重复报修并进行报修合并。若判断用户的来电报修

为重复报修，保存故障工单，并作为子单合并到其他未

办结故障工单。

2）根据故障电源信息判断是否重复报修并进行报

修合并。查询并列出同一上级电源未办结的故障工单信

息，若判断用户的来电报修为重复报修，保存故障工

单，并作为子单合并到其他未办结故障工单。

3.4 可视化作业

3.4.1  停电可视化

根据停电信息获取停电设备（变压器），然后通过

变压器数据获取客户接入点数据，将客户接入点坐标进

行分析、连接，结合停电影响用户清单工单范围分区结

果，综合分析形成停电设备影响区域范围。通过将客户

位置地图定位，实现停电区域与停电影响客户位置关

系。座席专员通过停电区域可视化功能可直观地查看客

户与停电范围之间的关系，帮助进行辅助判断。

3.4.2  移动配抢作业

根据工单定位、抢修人员业务处理信息等服务资源

可视化功能，开展最优人员派工，与营销业务应用系统

实施同步故障处理过程信息，保障对故障抢修过程的全

面监控，在移动终端上实现可视化、互动化应用功能，

提升现场作业应用体验、加强与客户互动。

3.4.3  抢修进度查询

故障抢修单下派至处理部门后，座席专员可利用

GIS地图应用，实时查看客户报修位置、实际故障发

生位置、抢修车辆或人员当前位置等信息，及时准确

地向客户答复当前处理情况。客户也可利用“网上国

网”APP、95598网站等在线服务平台，实时跟踪故障的

处理情况。

4 结语

结合以往营配贯通的成果和当前泛在物联网相关通

信技术，本文侧重于研究主动预警、精准服务、实时互

动等方面的服务模式，在停电智能应用与校核、用户精

准定位、智能研判与可视化抢修作业方面提出具体实践

建议，进一步提升电网故障智能抢修作业的时效性和可

靠性，整体上提高国网公司的运营管理和社会服务水平。

随着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的推进，电网资产数据进

一步深化治理和贯通，下一步可持续深化功能应用：①

可深化应用停电影响用户清单，利用“网上国网”APP、
95598网站等渠道，精准推送停电信息到户。②完善

“网上国网”APP停电可视化报修和GIS地图服务功能，

支撑客户通过用电地址、客户编号、地理坐标、电表条

形码等信息开展完成故障报修和服务评价。③在全网范

围内推广抢修移动作业微应用，帮助抢修人员在现场实

时上传人员情况、抢修状态和故障照片等信息，进一步

提升抢修作业的智能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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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Repair Operation for Power Grid Fault Based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arketing and 
Power Distribution

MA Jing，HU Yang
（State Grid Information & Telecommunication Group Beijing China-Pow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Beijing 100085，China）

Abstract：By summarizing the existing achievements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arketing and power distribution，combined 
with relate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of the ubiquitous Internet of things on electricity （IoTE），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and deficiencies of current fault repair operations，and sorts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standard address databases，
intelligent search engines and map services．To study new modes of service such as active early warning，precise service，real-
time interaction，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From the aspects of power outage intelligent application and verification，user 
repair and positioning，intelligent analysis and judgment，and visual repair operation，the intelligent fault repair operation based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arketing and power distribution is discussed．The specific measures will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ion 
of marketing，transportation inspection，regulation，customer service centers and other professional departments，facilitate the 
efficient operation of power enterprise employees，enhance the satisfaction of customer service，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business，and improve the operational management level and power supply service capability.
Key words：connection between marketing and power distribution；fault repair；fault diagnosis；standard address database；
map ser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