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智能技术与服务
能源，洞察力，成功。
如今，无论您的设备位于何处，都有一种更简便的方式
来进行监控和管理。
注册
（卡特）智能技术与服务
，
让我们在能源方面的专业知识将您的数据转化为洞察
力，从而提高您的盈利能力。

选择

智能技术与服务，让您从每台设备中获益更多

智能技术与服务会提供一种简单的方式来：
实时接收和共享您的设备信息。无论您是管理单个
设备或是整个车队，在施工现场、在路上或办公室
中，定制化数据都唾手可得。

通过连接互联网的设备查看基于互联网的施工现场
地图。现场人员可以看到与经理在办公室中所看到
的完全一致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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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您设备状态、位置、发动机和电气参数以及当前故
障。
利用短信或电子邮件方式直接给您发送定制化提醒信息，
以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利用卡特彼勒在能源领域的专业知识来提高设备性能和预
期寿命，同时降低所有互联设备的运营成本。

机队屏幕
画面

我的
仪表板

设备屏幕
画面

获取您所需的数据来实现能源目标
智能技术与服务会为您提供所需的定制化数据，使您能在导致昂贵的维修和计划外的停机出
现之前快速发现和解决问题。选择最符合您目标的
智能技术与服务功能。无论您的目标是提
高效率，降低风险，削减成本还是提高盈利水平，数据都可以通过任何手机或本地网络连接唾手可得。

标准功能

增强功能

发动机和电气参数

能够添加高精确度的客户定义数据

可视化的历史性能参数
（参数取决于不同的应用）

支持第三方控制器
可集成工厂设备数据采集

故障事件和诊断参数以进行远程故障排除
预防性维护计划

自定义时间间隔的增强图表
高级数据发现功能

选择重要设备数据进行分析

定制化仪表板
无限用户数量
地理围栏

逆变器

个月的趋势数据
通过短信或电子邮件发送的定制化提醒信息
可选的远程启动 停止功能

气象数据
性能数据

移动应用程序

监测能源效率、替代燃料、可再生能源百分比

您的数据，我们共同的价值

如需查看卡特彼勒的“数据规范”和“数据管理”
声明，请访问：

透明地收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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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我们所收集的数据

尊重您的数据权利

适用于所有客户

电力技术
代理商指南——如何利用互联解决方案解决客户痛点

提出问题以更好地了解客户的痛点
痛点：

痛点：

痛点：

痛点：

正确地和按时地管理维护工作

在需要时可随时运行

如何通过提高发电量来提高设备采购投
资回报

对故障代码和通知信息做出快速反应，
保护设备投资

您多久会发现一次您的设备没
有处于随时可运行的状态？

您是否对设备的性能和利用率有
很好的了解？

您是否知道发电机目前存在的故
障？

如果您的设备没有按时启动，
您会损失多少钱？

您是否会跟踪设备的性能？

您是否能够以数字化的方式查看
故障代码？

您如何跟踪预防性维护
工
作计划表：以电子方式、人工方
式或某种混合方式？
您多久会漏掉一次预防性维护操
作？
更好地掌握即将到来的预防性维
护工作（包括一些结果）会为您
的工作带来何种帮助？
在您的组织内，谁负责安排和保
证预防性维护工作的完成？

您的发电机多久会退出一次自
动模式？
您是否曾经想要启动发电机，
但发现其无法启动？

您如何掌握有关设备的生产效
率？
您是否知道发电机运行了多少小
时？
您是否跟踪发电机的负载效率？

您是否收到过提醒信息，通知您
需要注意发电机的状况？
针对某些特定工作或操作，您是
否想收到相关通知信息？

您曾经遇到过蓄电池没电，但
却不知？

强调客户通过使用
创建设备预防性维护计划表
获取即将到来的工作的提醒信
息
轻松购买预防性维护零件和 或
预约代理商预防性维护服务
通过使用分析和算法来优化维
护工作

智能技术与服务将收获的价值
在“远程设备监控
（
）”系统中查看设备是
否处于可运行状态
查看蓄电池电压，了解何时
需要更换。（蓄电池是发电机
组无法启动的第一大原因）
查看屏幕的详细信息，您会
了解设备是否准备就绪

了解发电机组的效率。有助于
了解燃料消耗量与发电量

即时接收发电机故障代码，以
便您采取措施！

设备互联有助于您了解发电机
在某一负载百分比（负载组）
情况下是否处于最佳状况

接收有关运行状态和燃油或机
油油位的通知信息

了解您的燃油是否在发动机中
实际消耗或发生丢失

当蓄电池性能下降时收到提醒
信息

了解为不同客户类型设计的互联解决方案
远程设备监控
备用设备

重要的备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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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设备

远程设备监控高级版
主用 持续应用

混合方式

数据接口
设备的平衡

一般备用发电客户

加速互联方案
代理商指南——如何利用互联解决方案解决客户痛点

谁是目标客户： 在办公楼和其他非关键地点配备在需要时可作为备用电源运行的发电机组的客户

提出问题以更好地了解客户的痛点
痛点：

痛点：

燃油油位，您是否准备好在紧急停电期间继续进行工作？

蓄电池状态，您是否知道蓄电池是发电机组无法启动的第一大原因？

您的发电机组现在有多少燃油可用？

您上次检查蓄电池状态是什么时候？

目前，您如何监测燃油油位？

检查蓄电池状态的频率是多久？

在停电期间，您对运行状态有什么要求？

小时运行？

谁负责派遣油罐车去加油？

谁负责检查蓄电池？
是否有签订客户价值协议

？

他们想要实时更新信息吗？

强调客户通过使用互联解决方案将收获的价值
通过“
远程设备监控”功
能，您可以从用户界面或移动应用程序中直接查看燃油油位
当燃油量降至设定的阈值以下时，您会通过短信或电子邮件
方式获取实时更新信息
在恶劣天气和停电期间可规避风险

通过“
远程设备监控”
功能，您可以从用户界面或移动应用程序中直接查看蓄电
池电压
当电压降至设定的阈值以下时，您会通过文本或电子邮件
方式获取实时更新信息

解释互联方案如何在断电期间消除业务风险

接收提醒信息，
查看事件代码

远程监控和管理设备

查看实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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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备用发电客户

加速互联方案
代理商指南——如何利用互联解决方案解决客户痛点

谁是目标客户：

医院、数据中心、军事设施与政府、核设施、关键电网控制设施、救灾机队、运输（隧道、铁路、
公路、航空）、采矿、工业流程、大型活动

提出问题以了解客户的痛点
痛点：

痛点：

痛点：

在需要时可随时运行

合规性可满足和给出所有法规要求

随时随地远程管理多个设备

您是否曾经想要启动发电机，但发现其无
法启动？
您是否想要发电机在需要时可以启动，以
免造成更多损失？
您是否需要接收实时事件（燃油、蓄电池
等）信息？

您是否需要遵守当地法规或公司规定？

您如何监测参数？

您是否需要提供每周报告？

派驻现场人员管理车队（即售后服务工程
师）需要多少费用？

您是否需要监测排放水平？

您是否需要查看数据趋势，并进行预测性维
护？

您是否需要进行运行测试？
您如何对维护工作进行计划？您是否跟踪
预防性维护工作的计划表？
您的业务会从更有效的跟踪流程中受益
吗？

您是否使用
？

油液分析和 或

在一个通用平台上查看所有设备数据是否可
以简化和改善您的日常决策？
您是否有一支混合品牌的设备机队？

强调客户通过使用互联解决方案将收获的价值
查看是否处于可运行状态

遵守法规和 或公司规定

远程查看发电机参数

查看蓄电池电压

提供报告

接收实时提醒和故障代码

管理维护工作

单击任何特定的施工现场或设备以查看准
确的详细信息
在一个地点可查看所有项目的可视化（数
字）地图

说明互联性和客户价值协议如何让客户放心
获取报告，以及监控测试和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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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在线来源管理您
的混合车队

查看所有设备的分配和状态

主用 持续发电客户

加速互联方案
代理商指南——如何利用互联解决方案解决客户痛点

谁是目标客户：

热电联产、能源公用事业、制造业、农业、温室、井口气、公共或民用服务

提出问题以更好地了解客户的痛点
痛点：

痛点：

痛点：

如何通过提高发电量来提高设备采购投资回报

正确地和按时地管理维护工作

尽可能减少停机时间，以保持设备运行

您是否对设备的性能和利用率有很好的了
解？
您是否会跟踪设备的性能？

您如何跟踪预防性维护
工作计划
表：以电子方式、人工方式或某种混合
方式？
您多久会漏掉一次预防性维护操作？

您如何掌握有关设备的生产效率？

您是否收到过提醒信息，通知您需要
注意发电机的状况？
您是否知道发电机目前存在的故障代
码？

您是否创建每周 每月报告以监控不同的
？

更好地掌握即将到来的预防性维护工作
（包括一些结果）会为您的工作带来何
种帮助？

您如何进行数据输入？

您是否需要收集发电机组以外的其他数
据？

在您的组织内，谁负责安排和保证预防
性维护工作的完成？

自动数据输入会节省您的工作时间和
金钱吗？

您现在如何跟踪发电机的状态？

强调客户通过使用互联解决方案将收获的价值
接收有关设备生产效率的报告

创建预防性维护计划表

可视化设备的历史性能

获取即将到来的工作的提醒信息

高级数据发现选项

轻松购买预防性维护零件和 或预约
代理商预防性维护服务

创建自定义的仪表板
对设备性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无限查看

使用分析和算法所获得的好处

通过采用自动化数据收集流程来跟
踪日常运营和成本目标
创建和分析各种报告以做出明智的
业务决策
即时接收您的发电机是否有故障代
码，以便您采取措施
接收有关运行状态和燃油油位的通
知信息

个月的数据

解释互联性和分析如何带来运营方面的改进
根据报告来分析车队的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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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自己的仪表板以一目了然地监控您的车队

创建针对现场的自定义屏幕和报告

租赁

加速互联方案
代理商指南——如何利用互联解决方案解决客户痛点

谁是目标客户：

代理商租赁车队和租赁客户，可在需要时作为短期 长期需求和特殊情况下的备用电源运行。

了解客户的痛点
痛点：

痛点：

痛点：

痛点：

机队管理利用率、性能、跟踪交付和返
还

正确地和按时地管理维护工作

燃油油位，管理油耗和燃油供给

蓄电池状态，保持启动性能

如何管理交付和返还？

您如何跟踪预防性维护工作？

目前，您如何监测燃油油位？

您是否对设备的性能和利用率
有很好的了解？

预防性维护工作多久会遗漏一
次？

您如何管理已消耗或未补充的燃
油费用支出？

您如何查看设备的生产效率？

更好地掌握即将到来的预防性维
护工作（包括一些结果）会为您
的工作带来何种帮助？

谁负责派遣油罐车去加油？

您是否创建每周 每月报告以监
控不同的
？

您上次检查蓄电池状态是什么
时候？
检查蓄电池状态的频率是多
久？
谁负责检查蓄电池？

他们想要实时更新信息吗？

在您的组织内，谁负责安排和保
证预防性维护工作的完成？

强调客户通过使用互联解决方案将收获的价值

查看屏幕详细信息以确定您的
设备是否以最佳性能运行
管理操作员的错误操作
找到并追回被盗设备
轻松准确地了解整个租赁机队
的位置

创建设备预防性维护计划表
获取即将到来的工作的提醒信息

即时从用户界面或移动应用程序
中直接查看您的燃油油位

利用提醒信息派遣移动技术人员
提供预防性维护服务

当燃油量降至设定的阈值以下
时，您会通过短信或电子邮件方
式获取实时更新信息

管理和优化保养件的库存水平

为您的客户管理燃油供给

监测蓄电池电压，并创建提醒
信息以确保设备始终处于可启
动状态
跟踪蓄电池更换计划表（蓄电

池是发电机组无法启动的第一
大原因）

管理燃油盗用

监控租赁设备的交付和返还

展示我们的移动应用程序功能如何帮助客户解决痛点
接收提醒信息，
查看事件代码
查看所有已互联
的设备

查看详细的
设备数据

订购零件，请
求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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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图上跟踪
设备位置

多个

智能技术与服务产品中进行选择，以满足您的需求

服务订阅级别

标准版

中级版

高级版、高级
（增强功能）

版

基于互联网的安全应用程序，可从互联网远程访问
关键发电机和电气数据；数据隐私和安全性符合卡
特彼勒公司的“互联产品数据规范”

无限数量的用户，按用户角色的功能和查看权限
参数
发动机
电气

（部分）

客户自定义的发动机和发电机参数
设备 发电机的平衡（客户自定义的参数、自定
义的提醒信息）
自定义的高级报告
提高数据采样率的功能

分钟

分钟

秒

预防性维护计划
通过短信或电子邮件提供实时报警和客户自定义提
醒功能

针对单个设备或整个机队的多种查看选项；客户自
定义的仪表板，以跟踪关键的
；图表和趋势以
及历史信息；可供下载的数据

可选的远程启动 停止功能

自定义屏幕设置 入门

可选

使用任何
订购服务，您都可以访问我们免费的门户网站
。注册标准、中级、高级或高级
版订购服务，以充分利用我们的平
台。
将逆变器模块添加到您的高级版订购服务中，然后获取气象数据、逆变器性能数据和关键性能指标（能源效率、代用燃料、可再生能源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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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技术和服务的端到端架构

发电机组控制器、变速箱、
水泵、第三方

蜂窝信号

卡特彼勒网络防火墙

设备数据
智讯模块

以太网

用户现场网络

互联网

服务器和
数据库

互联网

互联网应用程序

用户

发动机

高级安全性概述
（
智讯系统硬件）端到端系统的技术采用多层安全控制和防护措施，以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和信息泄
露。高级安全防护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加密安全控制措施可防止发生未经授权的
统软件更改

智讯系

进行加密和身份验证的远程连接
仅允许由
智讯系统发起的远程连接。设备不会参
与或响应一般的互联网请求

卡特彼勒
基础架构使用了公认的信息安全原则和实践
来保证安全
通过用户登录身份验证和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来实现安全
的互联网应用程序连接

您准备好了吗？
请与我们联系，以了解
更强大的业务能力。

。
“

。保留所有权利。
、
”商业外观以及本文所使用的企业和产品标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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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技术与服务如何帮助您提高设备性能、降低成本和打造

、

及其相应的徽标、“
的商标，未经许可，不得使用。

”、“

”和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