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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宁夏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企业端系统，监

测与上传指标体系、对接配置说明等。本指南主要适用于宁夏重点

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企业端与自治区平台的数据对接。 

2.目的意义 

本指南旨在于指导宁夏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企业端系统

与宁夏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平台（自治区平台）进行数据对

接。保障企业端规范、高效与自治区平台进行数据对接。 

3.企业端具备数据对接的前提条件 

 企业端按照《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技术规范书-

基础信息与格式规范》（NHJC-02-2018）、《重点用能单

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技术规范-系统平台接口协议规范》

（NHJC-03-2018）、《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技

术规范-端设备接口协议规范》（NHJC-04-2018）按要求完

成，并满足使用要求； 

 系统开发和数据处理符合相关政策法规的信息安全要求； 

 使用的软硬件设备符合知识产权相关政策法规的要求； 

 系统各模块状态正常，运行稳定； 

4.企业数据对接申请流程 

企业端具备数据对接的前提条件方可申请与自治区平台进行数

据对接，并填写提交《企业系统数据接入申请表》，申请表内容应

如实、详尽填写，具体详见附录表A.1《企业系统数据接入申请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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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平台对企业填写的《企业系统数据接入申请表》进行审

核，审核通过后提供测试环境供企业上传数据。数据上传稳定后由

自治区平台审核上传数据质量，数据质量合格后由宁夏计质院出具

联网数据质量评价报告。企业得到联网数据质量评价报告后自治区

平台提供正式环境供企业上传数据。详细对接流程见企业端与自治

区平台对接流程图，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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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端与自治区平台对接流程图 
 

企业端 自治区级平台 自治区计质院 

 

 

  
企业端建设完成 

填写《企业系统数
据接入申请表》 

审核《企业数据接入申请表》 

提供测试环境上传通道：
http://111.51.65.76:1600 

审核上传数据质量 审核出具联网数据质量
评价报告 

数据上传正式环境 
 

稳定上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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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监测与上传指标体系 

重点用能单位能耗监测端设备上传到自治区平台的监测指标包

括：重点用能单位企业层面的能源总量指标、能效指标和其他指

标；工序层面的能源指标、能效指标和其他指标。 

重点用能单位采集上传的数据指标按照上传周期不同分为每日

采集上传到国家平台、自治区平台的数据指标和每月采集上传到国

家平台、自治区平台的数据指标。 

其中，每日采集上传的数据指标包括每日指标和实时指标两

类。每日指标为结算日00:00-24:00重点用能单位的能源总量指

标；对于在线采集的数据，一般要求同时采集上传实时指标。实时

指标为每间隔15分钟采集一次的能源消耗实时数据（为消耗数据，

非累计值。如电表，采集保存数据=电表显示累计电量n-电表显示

累计电量n-1）并保存在本地，在指定的数据上传时间与每日上报

数据打包后一同上传到自治区平台。 

（一）每日上传指标说明每日采集上传的数据原则上要采用在

线直接采集方式采集。主要包含如下数据指标： 

1.重点用能单位和重点工序的每日能源总量指标 

（1）外购能源消费量：外购能源消费量指重点用能单位在一

定时期内实际消耗的、非自产的各类能源的数量。 

外购能源消费量采集原则是： 

①以法人单位为边界，用能单位从其他重点用能单位购入、调

入的能源，只要不是自产能源，均属于外购能源。 

②外购能源要采集实际消耗的数量，以投入重点用能单位第一

道生产工序为准。对不具备采集条件的部分固态能源，可以近似为

从购入库存第一次分配到各生产环节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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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重点用能单位自产能源无论外供还是自用都不计算在外购能

源消费量中，但重点用能单位开采能源自用部分除外。 

（2）外供量：指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加工转换产出量或能源回

收利用量中，对其他用能单位供应的部分。 

2.重点用能单位和重点工序的能效指标、产品产量指标具备自

动采集条件的重点用能单位，能效指标应采用在线直接采集的方式

每日、每月上传；暂不具备自动采集条件的重点用能单位，要加快

实施在线监测改造，改造完成前应采用人工填报方式至少要每月上

传一次。 

具备数据在线直接采集条件的重点用能单位，产品产量指标每

日、每月上传；暂时不具备采集条件的重点用能单位，要加快实施

在线监测改造，改造完成前至少要每月上传一次。 

（二）每月上传指标说明重点用能单位每月采集上传的数据指

标包括重点用能单位每月能源总量指标（重点用能单位各能源品种

的购进量、外供量、期初库存、期末库存、综合能源消费量）、重

点工序每月能源消费量指标、重点用能单位经济指标。 

具备自动采集条件的数据应采用在线直接采集方式，不具备自

动采集条件的可暂时采用人工填报方式报送。 

   6.对接配置说明 

1.1企业端上传能源种类与格式  

企业端上传能源种类与格式：以常用的主要5类能源种类电、

柴油，天然气、蒸汽、燃煤为基础，如下表1所示，其他能源种类

请参照《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技术规范-能源品种采集

规范》（NHJC-07-2018）中的要求，详见附录表A.2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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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能源类别 电力 燃煤 柴油 天然气 蒸汽 

能源单位 千瓦时 吨 吨 立方米 百万千焦 

 

上传时间：小时数据、日数据。在线数据上传频率每小时不小

于4次，即小于或等于15分钟上传一组数据。 

1.2 对接协议 

（1）接口地址 

重点用能单位对接宁夏回族自治区平台首先需要在自治区平台

进行注册，测试环境注册地http://111.51.65.76:1600。 

（2）接口说明 

1）服务地址获取返回码定义 
 

返回码 说明 

0 请求成功 

E1001 平台服务异常 

E1002 服务器数据库异常 

E2001 请求参数异常，缺少必填项 

E2002 请求参数异常，参数格式不合法 

2）端设备注册协议代码示例 
 

类型 说明 

URL http://111.51.65.76:1600 

Method POST 

 

Request 

{ 

"enterpriseCode":"91330000573973053F",//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egion":"110101"//行政区划代码，具体到县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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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 

"responseCode": “0”, // 返回码，详见表 3 

"responseMessage": "RECEIVE SUCCESS", //状态提示 

 "deviceId": "0ef6ecea08bf84c7b639c3e9b84ed546",//设备序列号 GUID 

 "loadConfigURL": "192.168.1.2/downloadBaseData",//基础数据下载地址 

"loadDicVersionURL": “192.168.1.3/versionCheck”,//平台版本下载地址 

  "centerInfoURL": "192.168.1.4/uploadConfigData",//用能单位基础信息

配置上传地址 

  "centerDataURL": "192.168.1.5/uploadEnergyData",//采集数据上传地址 

  "centerInfoDownloadURL": "192.168.1.6/downloadConfigData",//用能单

位基础信息配置下载地址 

  "centerDataDownloadURL": "192.168.1.7/downloadEnergyData",//采集数

据下载地址 

"uploadTime":"01:05:00";//上报时间点 

} 

3）端设备注册标签说明

Request 

 

 

 

Response 
 

标签名称 标签含义 

deviceId 数据项的值，数据单位按“NECC-NHJC-02”要求 

centerInfoURL 用能单位基础信息配置上传地址 

centerDataURL 采集数据上传地址 

loadConfigURL 基础数据下载地址 

centerDataDownloadURL 采集数据下载地址 

uploadTime 上报时间点 

4）用能单位基础信息上传协议代码示例 
 

类型 说明 

URL http://111.51.65.76:1600/uploadConfigData 

Method POST 

标签名称 标签含义 

enterpriseCode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egion 行政区划代码，具体到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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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 { 

"provinceId": "0ef6ecea08bf84c7b639c3e9b84ed546",//从服务地址

发布平台获取(必填) 

"enterpriseCode": "91330000573973053F",//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必填) 

"collectItemConfig": [ // 采集数据项配置(必填) 

{ 

"name": "全厂-二次能源-电力-购进已消费", // 采集数据项指标

名称 

"processCode": "00", // 生产工序，参照行业采集指南，(必填) 

"processUnitCode": "00", // 工序单元 ( 必填 )  

"equipmentCode": "00", // 重点耗能设备类型(必填) 

"equipmentUnitCode": "00", // 重点耗能设备编号(必填) 

"energyClassCode": "02", // 采集对象类型(必填)  

"energyTypeCode": "3300", // 能源分类 + 分项(必填)  

"dataUsageCode": "11", // 用途编码 ( 必填 )  

"inputType": "1", // 数据采集来源 ( 必填 )  

"dataValueMax": 300000,// 数据最大值(非必填)  

"dataValueMin": 0,// 数据最小值(非必填） 

“statType”:”1”, //采集频率，0 实时; 1 日; 2 月;3 年

"collectSystemName": "SUPCON 能源采集系统", // 采集系统名

称 

"remark": "", // 备注 

"scope": 1 // 范围 1：全厂，2：生产工序，3：生产工序单元，

4：重点耗能设备 

} 

], 

"enterprise": { // 用能单位(必填) 

"code": "91330000573973053F",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必填)  

"name": "示例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 单位名称(必填)  

"typeCode": "159", // 单位类型(必填) 

"typeName":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 单位类型名 

"industryCode": "C3120", // 行业编码 ( 必填 )  

"regionCode": "410481", // 区域编码(必填 6 位到地区级别)  

"regionName": "舞钢市", // 地区名 

"center": false, // 是否央企(必填) 

"corporationCode": "91330000573973053F", //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必填) 

"jgzh": false, // 是否能源加工转换类企业(必填) 

"energyConsumeLevel": 4, //1:5000吨以下, 2:5000~10000 

吨，3:1万-10万吨，4:10万-50万吨，5:50万-300万吨，6:300万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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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填) 

"latitude": 33.283433, // 用能单位主要厂址中心纬度(必填) 

"longitude": 113.505883, // 用能单位主要厂址中心经度(必 

填) 

"phone": "0375-8111111", // 企业联系电话（必填） 

"fax": "0375-8111111", // 传真 

"email": "zxjc@163.com", // 电子邮箱 

"address": "河南省平顶山市舞钢市人民大道1号", //地址

"zipCode": "462500" //邮编 

"url": "", // 用能单位网站地址 URL 

"fieldCode": "100", // 领域编码，工业:100,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200,住宿和餐饮业：300，批发和零售业：400，教育：500，其

他：600 

"fieldName": "工业", //领域名称"corporationName": 

"赵钱孙", //法人代表"registerDate": "1998-10-

1000:00:00", //注册日期"registerPrincipal":10000, 

//注册资金，万元"energyOffice": "机电能源部", // 

能管机构名称"energyOfficial": "李周", //主管节能领

导姓名 

"energyOfficialPosition": "机电能源部主任", // 主管节能领 

导职位 

"energyOfficialPhone": "18866669999", // 主管节能领导联系 

电话 

"energyPass": false, // 是否通过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energyRespName": "吴郑", // 能管负责人姓名

"energyRespPhone": "18677778888", // 能管负责人电话

"passDate": "", // 认证日期 

"passOrg": "", // 认证机构 

"productionLine": "电弧炉生产宽厚板短流程生产线", //企业

主要生产线名称 

"leadingProduct": "钢板", //企业主导产品 

"remark": "企业信息化水平落后，除电力消费数据外，其他数据

指标均采用人工填报方式上传", // 备注 

}, 

"group": { //集团（非必填） 

"name":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 集团名称 

"address": "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 //集团地址

"remark": "" // 备注 

}, 

"process": [ // 生产工序(非必填) 

{ 

"processCode": "06", // 生产工序编码

"processName": "电炉工序", // 生产工序名称

"remark": "" // 备注 

} 

], 

"processUnit": [ // 工序单元(非必填) 

{ 

"code": "01", // 工序单元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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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1电炉", //工序单元名称

"processCode": "06", // 生产工序编码

"commDate": "2010-10-1000:00:00", //投产

"designedCapacity": "年产钢水50万吨", // 

"remark": "" //备注 

} 

] 

 

 

日期 

生产能力 

RESPONSE { 
 

 

} 

 

"responseCode": “0”, //返回码，详见表 3 

"responseMessage": "RECEIVE SUCCESS", //状态提示 

5）用能单位采集数据上传 
 

类型 说明 

URL http://111.51.65.76:1600/uploadEnergyData 

Method POST 

 

 

 

 

 

 

 

 

 

 

 

 

REQUEST 

{ 

"deviceId": "0ef6ecea08bf84c7b639c3e9b84ed546", 

"enterpriseCode":  "91330000573973053F", 

"data": [ 

{ 

"dataCode": "04-01-00-00-040200-30", 

"dataValue": 123.45, 

"inputType": 1, 

"statType": 1, 

"statDate": "2014-10-09 00:00:00", 

"uploadDate": "2014-10-10 21:58:46", 

"scope": 1, 

"valid": true 

}, 

{ 

"dataCode": "04-02-00-00-040200-30", 

"dataValue": 234.56, 

"inputType": 1, 

"statType": 1, 

"statDate": "2014-10-09 00:00:00", 

"uploadDate": "2014-10-10 21:58:46", 

"scope": 1, 

"valid": true 

} 

], 

} 

 

RESPONSE 

{ 

"responseCode": “0”, //返回码，详见表 3 

"responseMessage": "RECEIVE SUCCESS", //状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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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采集数据上传标签说明 
 

标签名称 标签含义 

enterpriseCode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dataCode 上传数据项编码（参照NECC-NHJC-02） 

dataValue 数据项的值，数据单位按“NECC-NHJC-02”要求 

valid 数据有效性：true 有效数据；false 可疑数据 

scope 数据范围：1 全厂；2 生产工序；3 生产工序单

元；4 重点耗能设备 

inputType 数据采集类型：1 管理信息系统；2 生产监控管理

系统；3 分布式控制系统；4 现场仪表；5 手工填

报 

statType 数据采集频率：0 实时、1 日、2 月、3 年 

statDate 数据统计时间yyyy-MM-ddHH:mm:ss，为数据统计周

期的起始时间 

uploadDate 数据上传时间yyyy-MM-ddHH:mm:ss 

7）采集数据下载协议代码示例 
 

类型 说明 

URL http://111.51.65.76:1600/downloadEnergyData 

Method POST 

 

 

 

REQUEST 

{ 

"deviceId": "0ef6ecea08bf84c7b639c3e9b84ed546", //从服务地

址发布平台获取 

"enterpriseCode": "91330000573973053F", 

“statType”: 1, 

“statDate”: ”2014-10-09” //统计时间 

} 

{ 
"responseCode": “0”, // 详见表 3 

"responseMessage": "RECEIVE SUCCESS", //状态提示 

"data": [ 

{ 

"dataCode": "04-01-00-00-040200-30", 

"dataValue": 123.45,//数据项的值，数据单位按“NECC-NHJ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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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求 

"inputType": 1, 

"statType": 1,//数据采集频率，0 实时、1 日、2 月、3 年

"statDate": "2014-10-09 00:00:00",//数据统计周期的起始时 

间 

"uploadDate": "2014-10-10 21:58:46", 

"scope": 1,"valid": true 

}, 

{ 

"dataCode": "04-02-00-00-040200-30", 

"dataValue": 234.56,//数据项的值，数据单位按“NECC-NHJC-0 

2”要求 

"inputType": 1, 

"statType": 1,//数据采集频率，0 实时、1 日、2 月、3 年

"statDate": "2014-10-09 00:00:00",//数据统计周期的起始时 

间 

"uploadDate": "2014-10-10 21:58:46", 

"scope": 1, 

"valid": true 

} 

], 

} 

8）采集数据下载标签说明 
 

标签名称 标签含义 

enterpriseCode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dataCode 上传数据项编码（参照NECC-NHJC-02） 

dataValue 数据项的值，数据单位按“NECC-NHJC-02”要求 

valid 数据有效性：true 有效数据；false 可疑数据 

scope 数据范围：1 全厂；2 生产工序；3 生产工序单

元；4 重点耗能设备 
inputType 数据采集类型：1 管理信息系统；2 生产监控管理

系统；3 分布式控制系统；4 现场仪表；5 手工填

报 

statType 数据采集频率：0 实时、1 日、2 月、3 年 

statDate 数据统计时间yyyy-MM-ddHH:mm:ss，为数据统计周

期的起始时间 

uploadDate 数据上传时间yyyy-MM-ddHH:m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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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信息上传必须配置项目 
 

省 平 台 上 传数据 值 考 虑 全厂能 源 ， 全 厂能源 代 码示

例:"dataCode": "00-00-0000-XXXXXX-XX" 

电力："00-00-0000-023300-21"  

燃煤："00-00-0000-010100-21"  

柴油："00-00-0000-022100-21" 

天然气："00-00-0000-011500-21"  

蒸汽："00-00-0000-023200-21" 

拆分说明： 

"processCode": "00", // 生产工序，参照行业采集指南(必

填) 

"processUnitCode": "00", // 工 序 单 元  ( 必 填  ) 

"equipmentCode": "00", // 重点耗能设备类型 (必填 ) 

"equipmentUnitCode": "00", // 重点耗能设备编号(必填) 

"energyClassCode": "02", // 采 集 对 象 类 型 ( 必 填 ) 

"energyTypeCode": "3300", // 能源分类 + 分项(必填) 

"dataUsageCode": "21", // 用途编码(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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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表A.1 企业端系统数据对接申请表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企业地址经

度 
 企业地址纬度  

组织机构代

码 
 用能规模 百家/千家/万家 

社会统一信

用代码 
 

第三方能耗监测系统

厂家名称 
 

能耗在线监

测负责人 
 联系方式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港澳台企业□外商投资企业 

所属行业 （按照GB/T 4754 规定编码填写） 

企业近三年

综合能源消

费量（万吨

标准煤，当

量值）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企业近三年

产值（万

元）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主要产品  

主要用能品

种及能源消

费量 

品种 单位 消费量（2019年） 

□煤炭 万吨  

□电力 万千瓦时  

□天然气 万立方米  

□柴油 万吨  

□汽油 万吨  

□热力 万千焦  

□其他   

接入能源种□煤炭□电力□天然气□柴油□汽油□热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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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可多选，在相应□打√，若有其他，填入） 

是否配备能

耗监测端设

备 

□有□无 

在线采集方

式 

现场计量仪表 □有□无 

工业控制系统 

PLC □有□无 

DCS □有□无 

FCS □有□无 

生产监控管理系统 
SIS □有□无 

MES □有□无 

管理信息系统 
ERP □有□无 

MIS □有□无 

其它  □有□无 

企业计量器

具配备情况 

电表有      □无 接入点位数量 一级器具数量（关口） 

水表□有无 接入点位数量 一级器具数量（关口） 

天然气有无 接入点位数量 一级器具数量（关口） 

蒸汽□有无 接入点位数量 一级器具数量（关口） 

油表□有无 接入点位数量 一级器具数量（关口） 

其他：□有无 接入点位数量 一级器具数量（关口） 

煤计量方式  

其它需要说

明的情况 
 

申请调试单

位信息（盖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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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采集数据编码表 
 

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编码 

一次能源 01 

二次能源 02 

耗能工质 03 

非能源类产品 04 

一次能源折标系数 05 

二次能源折标系数 06 

耗能工质折标系数 07 

能效指标 08 

经济指标 09 

其它数据 10 

表A.3能源品种编码表示例 
 

能源分类 能源分类编码 分项 能源分项编码 

 

 

 

原煤 

 

 

 

01 

其他原煤 00 

无烟煤 02 

炼焦烟煤 03 

一般烟煤 04 

褐煤 05 

洗精煤 06 洗精煤 00 

其它洗煤 07 其它洗煤 00 

煤制品 08 煤制品 00 

焦炭 09 焦炭 00 

 

其它焦化产品 

 

10 

其他焦化产品 00 

焦油 01 

粗苯 02 

焦炉煤气 11 焦炉煤气 00 

高炉煤气 12 高炉煤气 00 

转炉煤气 13 转炉煤气 00 

发生炉煤气 14 发生炉煤气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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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分类 能源分类编码 分项 能源分项编码 

天然气（气态） 15 天然气（气态） 00 

液化天然气（液态） 16 液化天然气（液态） 00 

煤层气（煤田） 17 煤层气（煤田） 00 

原油 18 原油 00 

汽油 19 汽油 00 

煤油 20 煤油 00 

柴油 21 柴油 00 

燃料油 22 燃料油 00 

液化石油气 23 液化石油气 00 

炼厂干气 24 炼厂干气 00 

石脑油 25 石脑油 00 

润滑油 26 润滑油 00 

石蜡 27 石蜡 00 

溶剂油 28 溶剂油 00 

石油焦 29 石油焦 00 

石油沥青 30 石油沥青 00 

其它石油制品 31 其它石油制品 00 

热力 32 热力 00 

电力 33 电力 00 

煤矸石用于燃料 34 煤矸石用于燃料 00 

城市生活垃圾用于燃料 35 
城市生活垃圾用于燃 

料 
00 

生物质废料用于燃料 36 生物质废料用于燃料 00 

余热余压 37 余热余压 00 

其它工业废料用于燃料 38 
其它工业废料用于燃 

料 
00 

其它燃料 39 其它燃料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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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数据用途编码示例 
 

用途分类 用途分类编码 用途分项 用途分项编码 

 

购进 

 

1 

购进 0 

购进已消费 1 

购进未消费 2 

 

 

消费 

 

 

2 

能源消费合计 0 

工业生产消费 1 

非工业生产消费 2 

工业生产消费用作原 
材料 

3 

 

产出 

 

3 

产出 0 

用于工业 1 

用于非工业 2 

回收利用 4 回收利用 0 

 

库存 

 

5 
期初库存 1 

期末库存 2 

外供 6 外供 0 

 

指标 

 

7 
验证 1 

考核 2 

 

其他 

 

8 
其他 0 

运输工具消费 1 

 

 

 

 

 

 

加工转换投入 

 

 

 

 

 

 

9 

其他 0 

火力发电 1 

供热 2 

原煤入洗 3 

炼焦 4 

炼油及煤制油 5 

制气 6 

天然气液化 7 

加工煤制品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