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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数字能源座谈会
2014 年 6 月 23 日，万寿宾馆，中国 北京

8:00-9:00

签到

9:00-9:20

开幕致辞

致辞 1
9:00-9:10
致辞 2
9:10-9:20

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

布朗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节能处处长

尤勇

主题演讲

9:20-12:20
主题演讲 1
9:20-9:50

题目：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促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
演讲人：中国电子学会节能减排工作推进委员会副秘书长

主题演讲 2

题目：区域数字能源管理平台

9:50-10:20

演讲人：IBM 中国研究院 高级经理

主题演讲 3

题目：基于“云平台”的工业节能减排综合解决方案

10:20-10:50 演讲人：中节能咨询公司信息技术中心主任
主题演讲 4

易明

顾成奎

题目：工业企业能源管理中心建设

11:50-12:20 演讲人：施耐德电气能效经理

薛斌
闭幕致辞

12:20-12:30
闭幕致辞

霍越

题目：两化融合促进工业节能减排

11:20-11:50 演讲人：赛迪工业节能与环保研究所所长
主题演讲 6

尹文君

题目：物联网推进高耗能产业能效

10:50-11:20 演讲人：英特尔大中华区能效政策经理
主题演讲 5

宗芳

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

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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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China Workshop on Digital Energy
June 23, 2014，Wan Shou Hotel, Beijing, China

8:00-9:00

Registration

9:00-9:20

Opening Remarks

9:00-9:10

Welcoming Remarks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Manufacturing,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DOC)

Ms. Chandra Brown

9:10-9:20

MIIT Priorities and Upcoming Projects
Division Director , Energy Saving and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Department ,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IIT)

Mr. You Yong

9:20-12:20
Session 1
9:20-9:50
Session 2
9:50-10:20
Session 3

Keynote Speakers
Ho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Promote
Industrial Green Low-Carbon Development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Commission to Promote Energy
Conservation, Chinese Institute of Electronics (CIE)

Mr. Zong Fang

Regional Digital Energy Management Platforms
Senior Manager, IBM China Research Lab

Mr. Yin Wenjun, Ph.D

"Cloud Platform" Industrial Energy Saving Integrated Solutions
Director, China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10:20-10:50 Group
Session 4

Mr. Huo Yue

IOT to Improve Energy Efficiency in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y

10:50-11:20 Energy Policy Manager, Intel Greater China
Session 5

Mr. Yi Ming

Double Integration to Promote Industrial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11:20-11:50 Director, CCID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Session 6

Energy Management Center Construction in Industrial Enterprises

11:50-12:20 Energy Efficiency Manager, Schneider Electric
12:20-12:30
12:20-12:30

Mr. Cheng-Kui Gu

Mr. Xue Bin

Closing Remarks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Manufacturing,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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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Chandra Brown

Presentation

演讲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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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学会的实践与探索

ICT促进绿色低碳工业发展

ICT——智慧能源的内核

能源革命

演讲内容

1

宗芳 中国电子学会节能减排工作推进委员会
2014年6月20日

信息与通信技术（ICT）
促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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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以
蒸汽机为
标志的第
一次工业
革命，
•

一次
当代，以计
算机和信息
技术为基础
的第三次工
业革命

www.cie-info.org.cn

20世纪以
内燃机和
电气化为
基础的第
二次工业
革命
•

二次

三次

“革命”的驱动力

www.cie-info.org.cn

如今，迎来
以新能源、
绿色能源为
趋势的第四
次工业革命

四次

中国电子学会的实践与探索

ICT促进绿色低碳工业发展

ICT——智慧能源的内核

能源革命

演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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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

风能

www.cie-info.org.cn

生物能

数字化

地热能

智能化（能源信息网）

多样性

商业模式

绿色、分布式能源体系

www.cie-info.org.cn

其他非化
石能源能

可储存新
能源的基
础设施
（氢）

基于新型交
通工具的
物流网络

有效的组合

能源的神
经网络、
智能化电网

可再生能源
的采集和
收集系统
（建筑）

从化石燃料
结构向可再
生能源转型

绿色能源的五大支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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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能源、
数字化、
智慧化能
源系统

分布式

云

www.cie-info.org.cn

重大经济转型时代的来临

对时间和空间的重新定位
世界的格局将发生大重组

绿色

智能制造

数字工厂

生产模式

绿色低碳转型的契机

www.cie-info.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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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ICT）

新一代信息
与通信技术

世界能源消费结构变化趋势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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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促进能源系统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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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系统正在变革之中。
越来越多的可在生能源的
使用、能源存储技术和信
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正在
改变我们的电力系统。未
来的电力系统将更加集约、
智能和平稳
 智能的电力系统：智能电
网可以有效地分配电力

智慧的能源系统

www.cie-info.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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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企业提供了强有力的能源管理、能源决策解决工具；
 给政府提供了能源统计，为节能降耗提供准确科学的统计数据和
分析报告，助力国家实现节能降耗目标。

 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给能源管理带来了便利。

能源信息化

12

环境保护生态建设
防灾减灾（应对极端天气）

重点行业节能减排
低碳试点

www.cie-info.org.cn

推动循环经济

控制能源
B
消费总量

行业节能减排

优化能源结构

智能电网和
分布式能源

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趋势

www.cie-info.org.cn

 电力需求侧管理是Demand Side
Management 三 个 英 文 单 词 首 字
母的缩写（简称DSM）,首先在美
国提出
 DSM实际上是用电管理，涉及到
区域供电与用电负荷的平衡
 中国DSM的内容包括高峰调峰、
移峰填谷、能效电厂等内容，实
现途径是采用电力的分项计量与
数字化采集、需求响应技术、能
效管理与节能改造方法等

 具体应用举例：电力需求侧管
理

案例

15

13











石油石化
钢铁
有色金属
化工
电力
九大行业
轻工
机电
建筑建材
电子

www.cie-info.org.cn

ICT



区域

领域

























北京
上海
山东
黑龙江
安徽
陕西
贵州
青海
青岛
深圳

废物交换
环境监测
污染监控

ICT促进工业领域节能减排

www.cie-info.org.cn

中国电子学会的实践与探索

ICT促进绿色低碳工业发展

ICT——智慧能源的内核

能源革命

演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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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技术密集型

 改变产业密集度

 技术基础高度化、技术开放高度化、经济服务化

 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软化

 改变劳动力结构

 开拓了新的需求，减少了传统产业和物质消耗的需求

 改变需求结构

 产品更新速度快，产业结构不断改革和迅速变动

 改变产业结构要素

ICT促进节能减排（二）

www.cie-info.org.cn
17

做好本行业的生产工艺、流程和设备的优化改造
（ Green to ICT ）
做好传统工业节能的基础支撑和保障
（Green by ICT）
做到行业产品设计和使用过程中是绿色节能
（ Green of ICT ）

ICT促进绿色低碳工业发展的核心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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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促进政府相关循环经济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有助于公众有效参与循环经济建设，完善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建

 培育社会的循环经济理念

长，使循环经济信息咨询服务平台不断完善，提供资源共享。

 催化循环经济建设所需的信息咨询和信息技术咨询市场的高速成

 发展数字化循环经济

产率和能源利用效率

化”不是单纯地减少对资源、能源的利用,其实质在于提高资源生

 技术进步意味资源替代和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循环经济的“减量

 优化循环经济的资源配置

ICT促进节能减排（三）

www.cie-info.org.cn

 企业能源与其他资源管理的数字化、经营管理数字化

管理途径

工厂）

 产品设计数字化、生产过程数字化（数字样机及数字

产品途径

 应用信息技术的高效能新装备代替原设备

装备途径

ICT促进节能减排（一）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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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小

促
进
作
用

ICT

14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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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促进绿色低碳工业发展

ICT——智慧能源的内核

能源革命

演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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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减排工作潜力

ICT促进节能减排（四）

大

23

21

技术管理
宣传教育
知识管理

节能减排

系统优化

信息化
信息与通信技术

支撑环境

技术进步

22

组织建设

对部支撑

会议会展

www.cie-info.org.cn

行业研究

节能减排工作
推进委员会

国际交流

专家委员会

24

应用推广

立节能减排工作推进委员会（简称“节推委”）的工作平台。

 中国电子学会于2007年联合Intel、联想等业内骨干企业成

成立工作平台

区域优化
行业优化
资源配置
全局规划

能源管理
信息平台
生产管理

管理创新

信息化
信息与通信技术

技术改造
信息技术
工艺创新

工作机制（一）

 支撑环境

 系统优化

 管理创新

 技术进步

四种途径

 区域

 行业

 企业

三个层面

ICT促进节能减排（五）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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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与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对接，商讨就工业节能与环境保护建立合作

目

 完成美国能源基金会关于中国电子信息行业先进节能减排技术收集及推广项

流

 与中美能源合作项目（ECP）合作开展中美绿色数据中心节能技术研讨和交

动先进节能减排技术的产业化应用，推动数字能源和节能服务的工作

 与美国数字能效及可持续性解决方案运动联盟（DESCC）建立合作，联合推

 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实验室就开展中国绿色数据中心示范项目的进行合作

 欧盟合作项目——“提高中国中小型电子电气企业的环境和安全绩效”项目

 国际合作与海峡交流

工作成果（二）

 媒介与宣传工作组

 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组

 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和低碳发展研究课题组

 节能减排金融服务工作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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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平台对产业绿色发展的社会化服务能力。

术指导、培训认证及能源规划等服务，创建节能减排的基础服务平台，提高

 为生产企业提供工程研究、项目评估、技术评价、方案实施、决策咨询、技

和政策建议等支撑；

 为政府部门提供行业监管、能源监测、预测分析、应用推广、标准规范研制

 核心任务

入首批10个试点项目。

 中国电子学会作为首批试点机构，“电子行业节能减排专项服务”工作已被纳

承接的政府转移的社会化服务职能，并且加快落实试点工作

 中央领导指示要充分发挥中国科协所属学会的优势，积极承接适合科技社团

 电子行业节能减排专项服务

积极承接政府转移职能（一）

www.cie-info.org.cn

 数字样机技术及数字工厂研究及最佳案例征集

 生态智慧区域工作组

 能源网络工作组

 绿色数据中心能效评估工具研究

成第二期研究并出版，并已启动第三阶段研究工作

 自主发起信息与通信技术促进中国经济转型与低碳发展课题——已完

创新工作

工作成果（一）

 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品生命周期数据工作组及企业节能自愿协议工作组

 数字样机及绿色ICT应用推广工作组

 绿色数据中心工作组

专项工作（9大工作组）

工作机制（二）

16

专业技术
人员及资
格认证

节能技术筛
选和推荐

来更好地保护环境。

能效提升服务

能效
提升

绿色数据中心试点示范建设

信息监测

标准制定
和推荐

 绿色数据中心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帮助中国的数据中心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开展绿色数据中心试点

推进绿色数据中心建设

制或区域平台。

推广与项目服务系统；N个落地服务平台指在各个地方或区域建立专项服务机

个综合服务系统包括：社区化培训及认证系统、通用性数据分析系统、应用

平台、生产系统能效评估服务子平台和绿色制造节能减排技术服务子平台；3

能源消耗和放监测的数据库；3大核心子平台为：产品生命周期数据库服务子

台构成，简称“1+3+3+N”。1个中央数据库为工业领域各重点行业的生产工艺、

 平台以1个中央数据库、3大核心子平台、3个综合服务系统和N个落地服务平

台，即“电子行业节能减排服务平台”。

平台、数据库及资源等，开发支撑“电子行业节能减排专项服务”工作的硬平

 电子学会拟立足于现有的节能减排工作基础，整合已建立的节能减排软硬件

 硬平台建设

积极承接政府转移职能（二）

中央行业数据库

北京

天津

上海

深圳

地方及区域平台

节能减排专业服务机制

培训数据库

南京

制造业软
件、设计工
具及绿色技
术数据库

……

标准、规范
数据库

应用推广与项目服务系统

落地
合作

网络
安全

用户
认证

权限
控制

数据
安全

区域规划
管理

区域规划
实施

区域规划
制定

能源系统

www.cie-info.org.cn

交通系统

智慧规划及
技术应用

“生态智慧区域”理念

…

区域园林绿化

32

区域历史文化保护

区域资源高效利用

区域空间发展动态监控

 整体定位和规划区域的经营、组织以及能源、交通和通讯等核心基础设施系统

 在区域的环境、公共事业、城市服务、产业发展中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ICT）

 应用“智慧”的方法，达到生态、低碳的目标

打造生态智慧区域（一）

社会公共服务

增值应用
绿色制造节能减排技术服务子平台

通用性数据分析系统

产品生命周期数据库（ePCF）服务子平台

社区化培训及认证系统

移动终端应用

电子行业节能减排服务平台总体架构图

生产系统能效评估服务子平台

PC端web应用

 硬平台建设总体构架

积极承接政府转移职能（三）

17

“生态智慧区域中国行”系列活动旨在加强与各地区落地合作，针对地方

33

谈与实施、金融服务、综合规划与咨询等服务。

工业、经济与社会转型需求和关注点，开展国际技术整合与交流、项目洽

www.cie-info.org.cn

城市能源系统节能减排的可执行、可量化、可检验的指导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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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开展过程中将对企业进行调研，征集企业成功的典型案例，编制促进

技术开展深入研究

（即：工业、建筑业、交通系统、和服务业）的各个环节可以采用的智能

 针对我国城市能源系统，即能源的供应、加工、转换、输送和终端消费

 开展“城市智慧能源系统促进中国低碳经济发展”项目

 拟开展落地活动计划：南京栖霞、鄂尔多斯、成都



 开展“生态智慧区域中国行”系列活动

打造生态智慧区域（四）

www.cie-info.org.cn

 筹备成立 “生态智慧区域”专家委员会

打造生态智慧区域（二）

委）

www.cie-info.org.cn

金融机构

研究机构

www.cie-info.org.cn

+10个骨干企业+10个投资基金+节推

“10+10+10+1”模式（即10个区域

 成立“生态智慧区域联盟”，构成

下完成节能减排任务目标。

和创新模式，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前提

助力地方探索节能减排技术推广机制

标准、政策、管理等角度多管齐下，

助学会的“专家库”力量，于从经济、

托承接的政府职能转移工作平台、借

和企业的桥梁的社团组织的优势、依

 充分发挥中国电子学会作为连接政府

 工作核心
生产企业

34

合同能源管
理公司

第三方节能
量认证机构

打造生态智慧区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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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IBM chairs GridWise Alliance

IBM founds the Global Intelligent Utility Network Coalition

2004

IBM Research
establishes smart grid
initiative – begins
collaboration with U.S.
DOE

2000

IBM develops Energy Hub
Launches e-SCADA

2004

2006

IBM Innovation Jam
identifies IUN as “top
idea”

IBM launches E&U
Partner
Industry Network

IBM Commissions
Austin and
LaGaude E&U
Solution Labs

2006

2007

IBM invests $100M in Energy & Utilities Industry Growth Case over 4
years

2000

2008

IBM Builds the 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Nuclear Power in La Gaude, France
The IBM Nuclear Power Advisory Council is formed
IBM chairs DOE’s EAC Smart Grid Subcommittees

2009

IBM launches SAFE

IBM transfers ownership
of Smart Grid Maturity
Model to Carnegie Mellon

IBM chairs GridWise
Architecture Council

2009

Global Smart Grid
Federation Formed

2010

© 2014 IBM Corporation

2010

2012

Optimized Energy Systems Big Bet
Launched at IBM Research

Collaborate with EU on
EDISON/EcoGrid project

2008

2012

© 2014 IBM Corporation

Collaborate with JP METI on Kitakyushu
Smart Community Project

IBM is Investing in the Smarter Energy for the Long Term	

Jun 2014	

Wen Jun, YIN (尹文君)
Senior Manager, IBM Research – China
yinwenj@cn.ibm.com

Regional Digital Energy Management （区域能源数字管理平台）	

Weak Financial
Performance

Import
Dependence

Energy
Inefficiencies

Energy Shortages

Air Pollution

CO2 Emissions

Energy Flow

Information Flow
© 2014 IBM Corporation

To address energy challenges, IBM collaborates with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to build “Smarter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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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IUN
Coalition

Policy and Standards

© 2014 IBM Corporation

Thought Leadership

-

-

Provide better
visibility,
predictability,
measurability and
traceability of how
energy is being used
Energy includes
coal, gas, steam and
electricity

Steel & Iron
	

-

-

Utilize data mining
and other statistical
modeling methods to
identify outlier in gas
and electricity
meters to improve
accuracy
Utilize statistical
analysis to monitor
KPIs of energy use

Mining	

-

Real time data
acquisition, energy
metrics, visualization
and diagnosis

Chemicals &
Petroleum
	

-

© 2014 IBM Corporation

monitor and predict
deviation from
normal energy
consumption
patterns to optimize
maintenance
planning of energy
intensive equipment

Plant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BM Cross Industry Use Cases on Smarter Energy Management

Partner Ecosystem

Solution Delivery

Nuclear Power
Advisory Council

Global IUN
Coalition

Research

Solution Development

Solutions and Delivery

IBM Smarter Energy Focused Areas	

8

Smart Building Analytics
Project

Regional Level

EU EcoGrid Project

© 2014 IBM Corporation

Enterprise Level

Japan Kitakyushu Smart
Community Project

© 2014 IBM Corporation

Regional Digital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has been built on the
Intelligent Energy Analytics Platform	

DOE Pacific Northwest
Smarter Energy
Demonstration Project

Auto Energy Analysis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Project

IBM Smarter Energy Global References (related to energy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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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tem architecture design, and
leading the implementation in the
domains of interoperation, DSM,
network security and distributed
energy sources	
¥ Build up two-way real-time
communication between user
appliance and existing infrastructure,
and collect user energy consumption
information	
¥ Analyze energy consumption patterns	
¥ Realiz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demand response with feedback
signal to user appliances	
¥ Reduce about 10% user energy cost

IBM solutions

¥ Standard data collection interface	
¥ CEMS’s coordination with FEMS/BEMS to
visualize city’s energy use and optimize
total energy distribution	
¥ Innovation of lifestyles, business styles,
and urban planning styles	
¥ Help achieve 8% energy-savings in 2012	

IBM Solution	

¥ Verify elements from technologies to
related mechanisms and business models
in the pilot cities	
¥ Create Community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s (CEMS) to optimize energy use
for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 Pilot City ：a center of heavy and chemical
industry, Steel	

FEMS/BEMS

Conne
ction

Interfac
e

Project overview	

Project overview

¥ 2010-2014： 5 states，11 utilities
¥ Verify intelligent user interaction
technology, intelligent energy
management business model, and
quantify cost and benefits

IBM Regional Digital Energy Management (2):
Japan Kitakyushu Smart Community Project

© 2014 IBM Corporation

© 2014 IBM Corporation

Government
/energy companies

IBM
aggregat
or
system

IBM data center

© 2014 IBM Corporation

Other
applications

Security

Energy
management

Service provider

© 2014 IBM Corporation

The Advanced ICT Technologies to Enable Digital Energy Management

IBM Regional Digital Energy Management (1):
Pacific Northwest Smarter Energy Demonstration Project

Integrated Architecture

Internet

Internet

21

www.eu-ecogrid.net

15

Interoperability

Big Data

Predictive Analytics and Optimization

Visualization & Interactivity

SDK for Application Composability

E&U AOMS
Regional Digital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Summary
FUNCTIONAL
& PERFORMANCE
OBJECTIVES

¥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 and
business model design	
¥ User energy consumption data collection
and system integration	
¥ Renewable energy and electric vehicles
data collection and system integration	
¥ Energy consumption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 Carbon emission analysis	
¥ Business model experiments and
economic analysis	

Implementation overview	

¥ Phase I 8.5million Euros for EDISON
Project, Phase II 210 million Euros for
EcoGrid Project
¥ Partners include governments,
enterprise, util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universities	

EU 20-20-20 Plan	

IBM Regional Digital Energy Management (3):
EU EcoGrid Project	

© 2014 IBM Corporation

© 2014 IBM Corporation

Thank You!

7000

7200

7400

7600

7800

8000

8200

8400

104 kWh

IBM Regional Digital Energy Management (4):
China iCare Project

优化前

优化后

© 2014 IBM Corporation

© 2014 IBM Corporation

总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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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制定产业政策

加强能耗预测预警

把握能源消费趋势

《2014年工业绿色发展专项行动》

《工业节能“十二五”规划》

性工作方案》(国发〔2011〕26号)

● 《国务院“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

●

工业能耗在线监测平台

霍越 2014年6月

CECEP Consulting Co., Ltd.

中节能咨询有限公司

2012年，工信部在河北、上

息监测系统”正式上线

2011年，“工业节能减排信

各地节能减排监测系统经验

能源在线仿真系统

企业能源管控中心

2012年11月，工信部在广东东莞召开

全国工业能耗在线监测试点工作交流会

●

等地开展工业能耗在线监测试点工作

海、浙江、江苏、福建、江西、山东、广东

●

●

●

●

平台建设背景

C

逐步扩展至
覆盖全国的
云平台

研究设计数
据交换标准

目录
ONTENTS

不断完善工
业能耗监测
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互
联互通规范

工作目标

主要功能

核心技术

总体方案

平台建设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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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目录
ONTENTS

可扩展
标准化

分步实施

总体方案
核心技术
主要功能

平台架构

跨平台

平台建设背景

网络拓扑

• 考虑各地对接的时序性，逐步有序推广，
逐渐完善平台

• 提供标准的主数据信息，满足数据结构
和数据内容的一致性

• 保证系统功能、数据接口和物理设备的
可扩展性，以使后续系统能够对接

• 要考虑设计语言、数据结构和管理模式
的多样性, 确保不同系统对接

设计原则

24

数据源

文档资料

业务数据系统

外部数据

数据集市

数据存储与管理

抽取、清理
装载、刷新

数据仓库
管理系统

元数据管理

OLAP服务器

服务

前端工具
与应用

数据挖掘

数据报表

数据分析

云计算环境

海量数据预处
理

海量数据挖掘
算法并行化

用户接口

海量数据挖掘
云服务

分类算法

回归算法

关联规则

结果展示模块

Web服务/知识流

海量数据抽取、转换、清洗、集成、加载

聚类算法

用户输入模块

个性化应用

主要功能

• 在数据传输前与进入数据库前都进行验
证，保证数据存储和业务逻辑的正确性

双重验证

数据仓库监测与维护

核心技术

• 在客户端提供数据转换服务，并进行加
密，在平台解密数据并存入数据仓库

数据加密

海量数据挖掘

总体方案

• 对接入平台的用户提供动态授权码，由
授权码决定用户的访问权限和时间

身份验证

数据仓库

平台建设背景

• 建立VPN网络，保证数据只在虚拟专用
网络中流转

C
目录
ONTENTS

VPN接入

安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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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目录
ONTENTS

主要功能

核心技术

总体方案

平台建设背景

分析模型

电子称重计量器具

煤称重计
量

计划预测

能效分析

能源平衡

能源质量

实时监测

IEMS

电力公司数据
直接介入平台

单独配数据采
集终端

管道输送

非管道输送

燃气用能流量
计

报表管理

计量管理

成本管理

能源考核

过程管理

智慧能源管理

三相电能表、电流互感器及数据
采集终端

液体流量计、流量积算器及采
集终端器具

油能源计
量

电能计量

气体流量计、压力变送器、温度
变送器、流量积算器及采集终端

气体能源
计量

蒸汽用能流量
计

能源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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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

决策支持

节能环保专家团队支撑

统一的标准规范

良好的政策法规环境

结语

综合服务平台

27

Tel：010-62250026 Mail：huoyue@cecep.cn

节能环保领域·咨询服务专家

www.cecep-consulting.com.cn

中节能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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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智能管控并安全的联接

Deliver Intelligence where
needed to acquire and filter
data securely

Individual Energy
Equipment
单个耗能设备

Solutions from device to cloud to
deliver end-to-end
customer value
从设备到云端的全面解决方案给客户
带来端到端解决方案

数以亿计的联网智能设备安全地共享
数据并有效支持老旧和新型设备

Data Analytics for
Management
优化管理的数据分析

Billions of intelligent devices
sharing data and securely, supporting
legacy and new environments

SYSTEMS
联网系统

Energy Efficiency: Equipment, System Management, and Cloud Analytics
能效: 从设备到系统更到云端分析	

Intel
英特尔

Ming Yi
易明

IOT to Improve
Energy Efficiency in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y
物联网提升高能耗工
业的能效水平	

33

1

3

MAG

Health

Transportation

Scalable Roadmap
of Products for IoT
满足物联网应用的
可扩展产品线

¥ Low Power, Integrated SOC 低功耗，集成单片系统
¥ Error Correction Code (ECC) ECC内存检测
¥ Industrial Temperature 适应工业环境温度

Intel® Quark SoC X1000 processor family, features include

¥ Improved Power/Performance 性能更强功耗更低
¥ Error Correction Code (ECC) ECC内存检测
¥ Industrial Temperature 适应工业温度

Intel® Atom™ E3800 processor family for IoT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include

New Announcement 新发布

22

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intelligent-systems/bay-trail/atom-e3800-xerox-solving-business-challenges-video.html 4 44

实施智能管控并安全的联接

Deliver Intelligence where
needed to acquire and filter
data securely

INTELLIGENT DEVICES
智能器件

INTELLIGENT DEVICES
嵌入设备的单个智能设器件

Energy

Industrial

Transforming
Industries

Communications

Consumer

Retail

It’s about the services that get enabled and the revenue derived from them…
它是关于实现服务并从中获取价值。。。。

充分发挥人员，设备，及系统的作用并将数据转化为
能够提供有价值服务可操作信息

…enables people, devices, & systems to turn
data into actionable information that delivers
valued services

一场全球性的革命，数十亿的“设备”无缝连接，受
控管理，并安全地通过网络进行智能数据采集..

A global revolution where billions of
“devices” seamlessly connect, are managed,
and securely interacting over a network for
the purpose of intelligently acquiring data…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s… 物联网是

29

Advanced notification services 高级通知服务

24/7/365 anywhere access 全天候任意地点接入

55

可持续合规的报告

7
Online integrated service and parts locator 在线服务和部件定位

Real time HVAC unit performance 实时暖通空调系统性能
Building performance benchmarking 建筑能效评测
Remote diagnostics and monitoring 远程诊断和监控
Utility grade demand response 需求相应
Performance base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以性能为基础的
Sustainability and regulatory reporting
维护管理

Comfort control analytics 舒适度控制分析

Energy performance 能效分析

Building Performance Management 建筑能效管理 Asset Management 资产管理

¥ 和合作伙伴共同推出的开放
板与参考设计

¥ Working with ODMs to
develop development kits
and reference boards

¥ 与McAfee 和 Wind River 集
成的解决方案

¥ Integrated, validated
solution with McAfee
and Wind River

¥ 基于Intel® Quark SoC
X1000 和 Intel® Atom™
E3800 的网关系统

¥ A family of gateway solutions
starting with Intel® Quark
SoC X1000 and Intel®
Atom™ E3800 processor
families

New
Announcement
新 发布

Daikin “Intelligent Equipment” Systems Solution
大金的智慧设备系统方案

¥ 在云端和网关端安全集中的
数据管理

¥ Secure and federate
data between cloud and
edge for analytics

¥ 保证网关系统的可互换性

¥ Ensure interoperability
between edge systems

¥ 实现无缝连接的接口

¥ Enable seamless interfaces

¥ 基于生态系统应用和服务的
开放架构

¥ Open Architecture for
Ecosystem Apps and
Services

INTELLIGENT
SYSTEM OF SYSTEMS

INTELLIGENT IoT GATEWAY
智能物联网网关

¥ 实现在网关端和数据中心端
的分布式数据分析

¥ Distribute analytics at edge
systems and in datacenter

¥ 对于垂直的端到端分析提供
水平构件

¥ Provide horizontal
building blocks for vertical
end-to-end analytics

¥ 从数据产生价值

¥ Create value from data

END-TO-END ANALYTICS
端到端的数据分析

END-TO-END ANALYTICS
端到端的智能数据分析

¥ IoT analytics is distributed
from devices to data center
¥ 从设备到数据中心都可实施
物联网的数据分析
¥ Optimized Hadoop and other
building blocks for data
center analytics
¥ 给数据中心提供优化的大数
据分析软件
¥ Reference architectures and
case studies in next two
quarters
¥ 在未来两个季度内提供更多
的架构和案例研究

EXTENDING MARKET
ENGAGMEMENT
延伸的市场

66

国
内
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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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案
例

Tokyo  University  
(Japan)  

NGOA  Public  Institions  
国管局公共机构  
  

APP: Application 应用
GW: Gateway 网关
Storage： 存储	

Management of
GWs, Storages,
APPs
对于网关、存储
和应用的管理

v Open system architecture

Proprietary Circuits
CSV Files, … 	

HTTP and XML	

Kajima  Corporation  
(Japan)  

Qingdao  Water  Supply  
青岛市政二次供水  
  

SEIKO  Factory  
(Thailand  )  

BaoSteel  
宝钢集团  
  

（Vietnam)  

Thang  Long  Industrial    Park  

Beijing  Conference  Center  
北京会议中心  
  

现场总线
Not always TCP/IP
并非完全是TCP/IP	

Virtualization of
Sensor/Actuator
可视化传感器和执行器

Data Archive
数据归档

Ø基于多协议网关的全IP架构，兼容主流工业控制总线系统以及多
种无线接入技术
Ø开放的体系架构，基于广域TCP/IP网络进行信息传输
Ø统一了平台与设备之间的通信协议和数据格式
Ø用户通过可视化界面，实时获取数据信息
Ø电信运营级的可管可控
User Interface 客户界面
Reporting
报表
Data Analysis 数据分析
Command Submission 命令
执行

IEEE  1888  Showcase  
IEEE  1888  案例  

TCP/IP Network

v Carrier-class management and control

v Unified communication protocols and data formats

v Be compatible with popular industrial control bus and a
variety of wireless access technologies

IEEE 1888 Ubiquitous Green Community Control Network Protocol
泛在绿色社区网络控制协议国际标准	

China  

Foreign

  

9

Lighting
Air conditioning
Power storage
Fuel cell

Solar panel
Lighting
Air conditioning
Power storage
Fuel cell

Solar panel
Applications
Power storage
Fuel cell

GW

Manufacture
工厂

Building
建筑

Household
家庭

GW

GW

GW

风机
温湿度调节

Fans
Temperature
Humidity

Agriculture
农业

GW

IEEE1888 - Ubiquitous Green
Community Control Network
泛在绿色社区控制网络

GW

Wind Solar Flow
风 太阳能batteries
液流电池

Electricity Source
分布式发电、储电

Data Management
Monitoring
Field Service
Service Center

Operation Center
服务中心

GW

GW

仪表数据管理
收费管理
远程监控
现场服务
客服中心

Power Grid 现有电网
Infrastructure
基础设施

Data Center
数据中心

Data	
  communica7on	
  
through	
  GPRS

通过手机信号与云服务器
进行数据交互	
  

Client	
  monitoring	
  through	
  Internet

客户端通过互联网实现监控	
  

压缩机 Compressors

Hardware	
  on	
  compressor

压缩机卫士硬件模块	
  

云服务器
Cloud	
  Server

压缩机行业物联网节能系统架构的应用	
  
IoT	
  architecture	
  on	
  compressor	
  energy	
  monitoring	
  and	
  saving	
  system	
  

太阳能电池板
照明设备
空调设备
电力存储装置
燃料电池

太阳能电池板
照明设备
空调设备
电力存储装置
燃料电池

家用太阳能电池板
家用电器
电力存储装置
家用燃料电池

Vision  of  IEEE  1888  
IEEE  1888的愿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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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www.iCompressor.cn	
  

报警提醒，ERP管理

集中监控，权限可设

物联网系统特点	
  
IoT	
  system	
  for	
  compressor	
  energy	
  saving

历史数据，一键尽查

实时曲线，分析直观

界面自定，信息详实

1,050,000;	
  86%	
  

50,000;	
  4%	
  

20,000;	
  2%	
  

75kW x 4,000 hrs/yr x 0.7 rmb/kWh
x 5 yrs = 1,050,000 RMB
五年电费成本上百万人民币

100,000;	
  
8%	
  

Installa7on	
  and	
  tuning	
  fee	
  
Electric	
  power	
  cost	
  

Equipment	
  purchase	
  cost	
  

5-‐year	
  maintenance	
  fee	
  

For 60% power saving, thereby, 86% x 60% = 51.6% saving in TCO.
如有60%的电能节约，总拥有成本可以降低约一半

¥ Electric power cost accounts
for 86% of TCO
¥ 电能消耗占总拥有成本的86%

Example: 75kW screw air
compressor with 5-year
utilization
例子：75kW螺杆式空气压缩
机五年使用

节能效果与总拥有成本分析	
  
Energy	
  saving	
  and	
  ROI	
  analysis

32

中国电子报社
（始于1984年
）

原信息产业部计算
机与微电子发展研
究中心（中国软件
评测中心）
（始于1986年）

原信息产业部电
子信息中心
（始于1993年）

2000年合并

中国电子工业发
展规划研究院
（1994年）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CCID）

 我院由原信息产业部四个事业单位合并而成

一、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组织结构

2014.6.23 北京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节能所 顾成奎

信息化推进节能减排典型案例介绍

 以赛迪投资为依托的投资业。

 以赛迪传媒为旗舰的媒体业；

 以赛迪时代为骨干的信息技术服务业；

 以中国软件评测中心为主体的评测业；

 以赛迪智库和赛迪顾问为代表的咨询业；

初步形成了五大业务板块：

一、工信部赛迪研究院：主要业务

三、信息化推进节能减排典型案例介绍

二、信息化推进节能减排作用分析

一、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简介

目 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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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工业节能“十二
五”规划》、《全国工业
能效指南编制》、《节能
环保产业重大知识产权问
题分析及应对策略研究》、
《大宗工业固废信息化综
合管理研究》等一系列重
大课题。

研究表明，ICT技术应用于全社
会带来的节能减排效果是其自
身能耗和排放的5-7倍。

ICT技术对节能减排的作用分析
1、ICT自身的绿色化
2、ICT促进全社会的绿色化。

二、信息化推进节能减排的作用分析



 研究所以业界资深专家
为顾问，形成以博士、博
士后为主的15人研究队伍。

 发展定位:面向政府、服
务决策，对口支撑服务工
信部节能司。

一、工信部赛迪研究院：节能所



3. 在管理上从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变。

2. 在范围上从单个企业向产业链上下游、产业园区延伸，

1. 从单一环节向综合集成转变，

两化融合促进节能减排发展方向

率，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的应用，促进了企业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升，提高了能源利用效

近年来，中国在大力推进两化融合，加强信息化技术在节能减排

途径。

的重点和难点。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是促进节能减排的重要举措和有效

工业作为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主要领域，是节能减排工作

 总体情况

三、信息化推进工业节能减排典型案例介绍

钢产量占世界钢产量的44.3%，煤炭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45%。

220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水泥产量已占世界总产量的60%，粗

制造业最大的国家。

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比例为19.8%，超过美国的19.4%，成为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2.1%，光缆线路长度达到1480.6万公里。

2012年，中国电信业务收入为10762.9亿元，移动电话用户达到11.1亿户

彩电等产量分别达到11.8亿部、3.5亿台、1.3亿台。

年，中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销售产值85044亿元，手机、计算机、

据统计，2000-2010年，中国ICT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高达15.5%。2012

ICT产业已发展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基础性产业

二、信息化推进节能减排的作用分析

34

 典型应用1：用能设备IP化

研究实施数字能源推进计划

采用信息化技术，连接分布于工业锅
炉窑炉设备的传感器、监控设备等，
将设备从分立单元变成集成系统，并
使本地计算机通过网络对远端设备进
行实时系统监测和控制。

工业锅炉窑炉远程监控系统

 典型应用3：数字水泥厂

 典型应用2：重点用能设备状态监控

采用基于全范围在线仿真综合节
能减排技术，通过水泥生产流程
全物理过程在线仿真，支撑节能
减排智能化控制，实现流程工业
的精细化管理。

三、信息化推进工业节能减排典型案例介绍

三、信息化推进工业节能减排典型案例介绍

要参数和能源数据采集的标准化。

数据格式，实现了工业生产过程重

通过泛在智能网关，统一用能设备

系，兼容主流工业控制总线系统，

际标准,该标准基于TCP/IP开放体

络控制协议（IEEE1888）成为国

2011年，中国主导的绿色网

三、信息化推进工业节能减排典型案例介绍

三、信息化推进工业节能减排典型案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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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应用5：区域能源在线监测
在企业能源管控中心和流
程工业在线仿真系统的基础上
，利用物联网等信息化技术，
构造一个面向各地区、相关重
点监测企业的能源在线监测信
息系统，及时跟踪了解全区域
工业节能减排总体情况，准确
把握和分析发展趋势，为国家
及各省市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
领域政策拟定、形势分析等提
供基础数据支撑。

 典型应用4：企业能源管控中心

环境质量监测网体系。

 国控、省控、市控三级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网等；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

4、信息化解决方案尚需在应用中不断完善

3、信息化解决方案成本较高，缺乏融资支持

2、信息化带来的节能减排效果缺乏评估工具

1、信息化推进工业节能减排的潜力认识不足

 典型应用小结：总体发展态势良好，仍存在一些问题

 典型应用6：环境在线监测平台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

三、信息化推进工业节能减排典型案例介绍

三、信息化推进工业节能减排典型案例介绍

整合自动化和信息化技术，通过对企业能源系统的生产、输配和消耗
环节实施集中扁平化的动态监控和数字化管理，改进和优化能源平衡，从而
实现系统性节能降耗，促使工业企业用能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三、信息化推进工业节能减排典型案例介绍

三、信息化推进工业节能减排典型案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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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cidthinktank.com

感谢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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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 – 部门 – 姓名 –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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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 – 部门 – 姓名 – 日期

● 2010/7/21-2011/4/20 如果控制单车电能消耗不超过350kWh/Set，损失最大3.6
MRMB

● 2010/7/21-2011/4/20 某工厂生产节拍与单电耗波动  

  

项目价值  

施耐德电气 – 部门 – 姓名 – 日期

能源消耗由

保障供给向总量控制转变

温室气体排放
日益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造成气候变化问题的

发现需求  -从生产波动开始

全球解决方案业务部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薛  斌

工业企业能源管理中心建设实践  

大趋势  -能源管理成为新型工业化道路“碳可持续发
展”的必由之路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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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

准化

Check

Do

改

Check

Do

Continuous Improvement

持

Act

Plan

施耐德电气 – 部门 – 姓名 – 日期

● 系统涵盖生产流程、监控系统和管理系统
● 组织系指管理和调度组织，人员和组织运行模式是关键  
  
7

正确的时间作出明智的决定即进行运行管理优化，同时在
运行绩效管理方面则变得积极主动，以此获得生产运行绩效
的持续改善。

的知识和实践相结合，从操作员、工程师到管理者，使他们能够在

整合各种信息并在全范围内同时向关键人员提交，与流程

5

● 需要提高现场数据可利用性、可分
析性，使改善成为生产现场“工作
方式”的一部分

● 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管理规程和工
具，帮助识别运营过程中的机会，
以控制成本创造收益

● 需要努力改进速赢项目投资所获初
期收益随时间推移的逐渐消蚀

● 需要实现“流程定义、量化分析、
抓大放小、闭环管理、持续改进”  

系统目标  - 简化获取数据及信息的业务流程，使系统
与组织连接实现持续改进  

施耐德电气 – 部门 – 姓名 – 日期

Act

Plan

Standardization of the
improvement actions

改

后新的起点

New starting point

改

生产运行真实需求  

批量控制  
离散控制  

0  实际生产过程  

1  检测生产过程和操作生产过程  
  

2  监控及生产过程自动控制  
  
时间粒度  
小时、分钟、秒、毫秒  

3  工作流及配方控制生产希望的最终产
品。维护相关纪录和优化生产过程  
  
时间粒度  
天、小时、分钟、秒  

4  建立基本工厂调度-生产、材料使用、
交货和运输，决定库存水平  
  
时间粒度  
月、周、天  

施耐德电气 – 部门 – 姓名 – 日期

数据采集  

各种自动及手工  
过程  

信息产生  

自动集成  
过程  

信息分析  

内在嵌入式  
过程    

建设思路 - 整体规划分步实施，以最低总拥有成本支
持运营规则和改善

连续控制  

生产能源管理  
  
生产调度、详细排产  
可靠性保证  

  
工厂生产计划  
经营管理等  

业务计划及资源分配  

施耐德电气 – 部门 – 姓名 – 日期

Level  0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Level  4  

L3生产运营管理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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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入存储
Purchase
and storage

损失的能源
Loss of energy

加工转换
Processing
and
conversion

输送分配
Transmissio
n distribution

回收利用
Recycling

● 外供  
● 回收  

终端使用
End-use

报表

Reports

具体分析

Detailed Analysis

短期(15min/1hr 间隔)
中期(班/周/月)
长期(季度/年)
开停车

施耐德电气 – 部门 – 姓名 – 日期

●
●
●
●

- 工厂稳定性的影响
- 操作员/团队以及喂料变化的影响
- 外在因数和长期变化的影响
- 程序及维修优化的影响  

● 在不同时间粒度下的分析（通过  3Why和5W1H处理）将揭示生产差别的不同源
头或原因。消除差别（稳定操作）是优化的第一步。  

Dashboards

仪表盘

● 灵活组态的可视化工具是施耐德电气解决方案的关键部分

11

9

生产利用的能量
Energy utilization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工艺损失  
●检修损失  
●中断损失  
●操作损失  
●质量损失  

● 储存损失  
● 加工转换损失  
对外供应的能量
● 输送分配损失  
Energy which is
supplied to outside
● 最终使用  

确定关键指标，建立生产可视化、可追溯  

施耐德电气 – 部门 – 姓名 – 日期

输入体系的全部能
量
All the energy
which is input into
the system

体系边界
System boundary

企业能量平衡通则 （GB/T 3484-2009）
The General Principles for Energy Balance of Enterprise

管理设计遵循ISO/GBT生产能源管理模型  

Metrics
绩效

Inventory
库存

Quality
质量

Planner
计划

Knowledge
知识

Maintenance
维护

15分钟捕捉一次！

手动
输入

施耐德电气 – 部门 – 姓名 – 日期

1 报表点 = 1 捕捉条件
● 每一个“报表点”可以连接多个数据点
● 每一个模块都可反映问题的不同维度，即使是针对同一个数据源

Every 1 minute, check DATA1
If New(DATA1) = Old(DATA1) Capture data

如果(tag 1 = TRUE) AND (tag 2 > tag 3) 捕捉！

每个模块最基本的功能是“捕捉一个数据或事件

Downtime Production
停机
生产

Energy
能源

● 无法满足不同用户的信息需求

● 多样化客户端

● 无法接入已有数据

● 外部集成接口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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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分析缺失、无法捕获过耗事件
● 计算资源的平衡

● 应用服务模块

● 数据上不来或者无效

● 基础技术架构

施耐德的解决方案是基于相互集成的模块所组成的

采用事件捕捉技术  

施耐德电气 – 部门 – 姓名 – 日期

系统架构及功能  

40

公司生产执行管理层  
生产业务流程专家  
计控及信息专家
人事部  - 参与变革管理团队  
●
●
●
●

●
●
●
●
●
●

4个平行过程
项目管理  
业务流程管理  
架构和工程  
变革管理  

定义  
设计  
组态
测试  
部署  
优化  

  …6个阶段  

Make  the  most  of  your  energy™  
善用其效  尽享其能  

施耐德电气 – 部门 – 姓名 – 日期

  
●
●
●
●

用户参与到所有阶段

项目实施

13

可追溯

● 过程、原因和人员

持续改进

施耐德电气 – 部门 – 姓名 – 日期

实现

● 实时控制到决策响应

可视化

● 目标、结果和浪费

最佳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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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dance List

参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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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hop Participants List
谈座谈会人员名单
CNG 中国
Name

Title

Company

Email

Director 处长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IIT)
工信部节能司

youyong@miit.gov.cn

Yuan Ling 袁令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IIT)
工信部节能司

yuanling@miit.gov.cn

Huo Yue 霍越

China Energy
Conservation
Investment Corporation
(CECEP)
中节能

huoyue@netease.com

Liu Mingliang 刘明亮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副秘书长

China Institute of
Electronics (CIE)
中国电子学会

liumingliang@cie-info.org.cn

Zong Fang 宗芳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for CPEC
副秘书长

China Institute of
Electronics (CIE)
中国电子学会

zongfang@cie-info.org.cn

Song Jiaying 宋甲英

Project Manager

China Institute of
Electronics (CIE)
中国电子学会

songjiaying@cie-info.org.cn

Gu Chengkui 顾成奎

Director

Consulting (CCID)
赛迪

ck-gu@263.net

Yong You 尤勇

Xiang Dongnan 项冬南

BII Group 天地互连

Zhang Qianfu 张千福

Sina Corp. 海联讯

Wang Juan 王娟
Li Yadan 李亚丹
Li Chonghui 李崇辉

Project Manager

CIE 中国电子学会
Dell 戴尔
Neusoft 东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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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xiang@biigroup.cn
zhangqianfu@sina.com
wangjuan@cie-info.org.cn

USG 美国
Name

Title

Cathy Feig 费霞

Commercial Officer

Company
U.S. Foreign
Commercial Service

Email
cathy.fieg@trade.gov

美国使馆商务处

Wan Xiaolei 万小磊

USTDA China
Representative

Bao Liting 包丽婷

Commercial
Specialist

Zhixin Wu 吴志新

Daniel Alvarado

Commercial
Specialist
FCS Intern

USTDA China
美国贸易发展署
U.S. Foreign
Commercial Service

xiaolei.wan@trade.gov
liting.bao@trade.gov

美国使馆商务处

U.S. Foreign
Commercial Service

zhixin.wu@trade.gov

美国使馆商务处

U.S. Foreign
Commercial Service

daniel.alvarado@trade.gov

美国使馆商务处

Chandra Brown

Linda Astor

Jenny May

Travis Mosier

Nick Carlson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Associate Director
Office of Technology
& E-Commerce
International Trade
Specialist
International Trade
Specialist
Deputy Director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chandra.brown@trade.gov

美国商务部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linda.astor@trade.gov

美国商务部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jenny.may@trade.gov

美国商务部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travis.mosier@trade.gov

美国商务部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China
美国能源部中国分部

U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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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sonNx@state.gov

美国公司
Name
Sunny Shang
Wenjun Yin, PhD
Jin Dong, Ph.D

Title
Governmental
Programs
Senior Manager
Associate Director,
IBM Research

TBD
Yang Yu

Environmental Affairs
Manager

Yi Ming
Dongmei Wang

IBM China Research Lab

yinwenj@cn.ibm.com

syshang@cn.ibm.com

IBM Greater China
Group（IBM 中国）
IBM Greater China
Group（IBM 中国）
Apple Greater China
中国苹果
国苹果

Energy Efficiency
Manager

Schneider Electric
施耐德电气

Schneider Electric

TBD
Wei Ding

Email

Apple Greater China 中

Karen Cao
Xue Bin

Company
IBM Greater China
Group （IBM 中国）

施耐德电气

Standards Policy
Director
Energy Policy
Manager

Oracle China
Intel Greater China
U.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fice
(USITO)

Policy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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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ang@usit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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