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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本地国有平台和民营科技企业（力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各自发挥自身优势，合作成

立智慧供水服务有限公司，形成“区级指挥平台 +镇级服务中心 +兼职村级用水协管员”的三位

一体运营新模式。其“政府公信力、国企社会责任 +企业技术支撑 +金融服务”的完美结合，为

农村供水长效服务提供可复制的新型运营模式，让村级供水管网实现村企联动、资源共享、快速

响应、优质服务。该模式简称“3+3+5+6”（3：三方合作；3：三位一体；5：五方共赢；6：

六大特点）。

多元合作，打造“三位一体”运营新模式

三方合作

“政府、企业、银行、协管员、用水户”五方共赢：	

政府：持续有效发挥服务于民的作用	

企业：通过运营管理服务实现经营目标	

银行：实现乡村振兴服务和扩展金融业务	

协管员：贴心服务，每单奖励，获取回报	

用水户：充值返现优惠（每次充值满 10元返 5元，每年可享受 30元返现）

区级指挥平台 镇级服务中心 村级用水协管员

总揽供水服务

为全域农村供水中枢

供水区域网格化

为全域供水服务骨干

上门提供服务

为全域供水服务终端

三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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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体运营新模式六大特点
科技支撑管理

实时损耗检测

水费应收尽收

重点用户特殊服务

村级优质服务

惠民政策

充分利用最先进的力创智能水表 +4G通讯 +大数据分析 +云平台技术应用等，解决农村供水量大面广、环

境条件差、用户文化层次低、用水量小、跑冒滴漏严重、难管理等难题，为服务模式提供最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通过大 /中 /小母子表分段管理、数据整点冻结、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及时发现漏损，将漏损控制在10%以内。

通过远程付费的方式，先缴费后用水 , 欠费即关阀，杜绝人情水，水费应收尽收。

对五保户、贫困户、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特殊标识、特殊服务。

建行的信贷员合作，形成末端服务的队伍，用合作解决末端服务问题，将供水服务纳入银行信贷员统一考核，

服务专业、及时、细致、到位。

开卡即送礼品（油、面、米）；一年享受 6次，每充值 10 元减免 5元优惠活动，使用水户用一半的价格

就能用上及时、方便、足量、洁净的生活用水。

村级协管员，是我们与省建行合作，与裕农通业务合一，充分利用建行遍布各村的

服务网点，同时对供水进行上门服务和设备的巡检。

镇级服务中心是每个乡镇的服务网点，承担着所辖乡镇的各村用户的服务与管理，

每个乡镇配备3-5人的专业化队伍，大概每个人服务10个村，给用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1）	全权负责村口表至用户表之间的户表（含户表）管线巡护及供水抢修、户表的维护、

全方位供水运管工作，精细化管理运营，全面保障农村供水安全有效运行。

（2）	负责新接用户的建设管理及村内工程建设管理。对服务范围内的用水纠纷及投诉

问题处理。负责收取用水户水费、缴纳村表水费，进行独立核算。						

（3）负责研究和推广应用科技手段，降低村级供水网络管线的跑冒滴漏，推动节水降耗。

村级
协管员

镇级
服务
中心

承担着全域运维调度、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数据管理、客户管理、缴费管理等各

种信息，是服务新模式的运行枢纽和核心。

（1）实行 24小时实时监控，发现异常及时通报给镇级服务平台，进行维护。

（2）	监控服务质量，针对重大事件，可统筹调配资源，及时快速解决问题。

区级
平台

“区级指挥平台+镇级服务中心+村级协管员”
三位一体运营新模式职能解析

供水服务模式广受关注

《中国水利》杂志2022.3 期《农村供水保障专辑》

特邀发稿，作为全国农村供水服务典型经验做法进行

推广

2021年11月24日在

农村供水规模化会议

上，田学斌副部长对

此模式给予充分肯定：

“莱芜区政府、企业、

银行深度合作，构建

全区智慧化的农村供

水管理新格局”。

山东济南市莱芜区打

造农村供水“三位一

体”运营服务新模式

荣登水利部红榜

力创公司董事长入选全国“农村供水专家库”

水利部领导安排莱芜区水利局录制视频并

开始在全国培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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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创自	2007	年进入集成电路设计领域以来，始终将“数字化仪器仪表	SOC	芯片”作为

自己的研发方向，截至到目前已有	6	款通过山东省科技成果鉴定，其中	3	款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被工信部授予“2011	年第六届中国芯最具潜质奖”。主要应用于物联网超声水表、热量表、

流量计，电测控仪表。

自主创“芯”

SOC= 信号
采集

微控制器
（MCU）

显示驱动
（Lcd）

存储
（Flash）

通讯
（com）

力创提供全方位一揽子服务

用“芯”助力民族品牌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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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村饮水安全而生丨卓越性价比的追求者



09 10

精度高计量：管道无阻挡，无转动部件，不会产生堵塞，计量更精准

预付费阀控：欠费关阀

高防护等级：适用于更多现场环境，防护等级 IP68

高端屏显：段码液晶显示，方便数据查询

数据远传：4G数据远传

数据冻结：日用水、月用水自动定时结算，月用水数据保存 24个月，数据不丢失

低功耗设计：3.6V 锂电池供电，电池寿命 6年以上

压力检测 (选配 )：采集管道压力

充值：支持网络远程充值和本地刷卡充值

功能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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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特点
水表井由井底 +组合井池 +井盖（密封灰膏）通过自带卯榫结构，相互卡接固定组合而成	

积木式结构，每层重量轻，安装、搬运方便，节约施工机械费	

非屏蔽井盖，便于信号穿透传输	

水管进出，全预留孔，方便安装	

抗压、抗侧击	

组合井池侧面板设置有提手，方便搬运

井底设排水孔，便于水排出，避免水表被水泡

内壁设计外置天线固定栓，便于天线安装	

可以根据水表井的实际深度需求，安装相应数量的组合井池，从而方便地调节水表井深度，提高了使用灵活性

习总书记视察山东时重点强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走好集约节约发展之路。力创将心怀“国之大者”，

在建成国内唯一一家大型水资源计量装备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基础上，强抓国家战略机遇、创新驱动、高端引领，打造国内

最大的水资源计量装备产业基地。

测试中心建立了千吨八米可变明渠测量校准平台 ( 坡度、宽度、形状、表面糙度四可变）；DN2000 大型管道水流

量校准平台；150 米大型静水槽流速校准平台；流体测量现场校准机器人系统。中心运营后，可对 DN15~DN2000 口

径水表、流量计及明渠计量设施进行检测校准。其测试能力及技术水平将达到全国领先，从而带动全省、黄河流域及至全

国的水资源计量装备产业提升与发展，从而实现黄河水资源的节约利用。

计量检定把控卓越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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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应用

智慧水务云平台

可视化页面展示整体信息

按照行政，利用图表结合的方式逐级展示、分析日、月、年各个时间段用水走势

针对老年人、贫困户等特殊群体进行独立数据监控、统计、报警

用水情况、缴费数据、报警分析等运行数据实时展示

三维地图与无人机航拍结合，立体展示项目现场情况

水源地水位、流量、水质、设备运行情况监控

水厂进水、出水、水质、各类设备运行情况监控

管网漏损、漏损曲线、管网压力、爆管预警、漏点分析、末端水质分析查询与报警

实时数据、历史数据、设备状态数据、行政用水、用户用水数据查询、分析与报表导出

地理信息导入，结合三维地图，展示设备安装现场情况

漏损、设备状态异常、欠费预警与报警等报警数据分析

开卡、缴费、票据等收费信息统计

数据分析表头自定义、设备数据批量导入等设备与数据维护

云服务器免维护

分级管理

支持功能定制

移动支付

“从源头到龙头”全系统集成

全面可视化功能

大数据分析

3D立体化展示

远程充值：支持支付宝以及微信，安装支付宝以及微信客户端完成支付

充值查询：查询某个行政下的某个用水户或者的多个用水户的充值记录及充值途径

GIS信息：查看安装设备的地理位置，支持缩放到一定系数后显示文本，根据区域动态加载点信息

报警分析：根据智慧水务云平台报警数据进行实时报警信息推送

营业收费管理系统

档案管理 抄表管理 报装系统管理 应收账务管理 票据管理

收费管理 报表管理 手机 APP 微信公众号 数据迁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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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一张表

系统自动进行用水统计，各区、镇

各阶段（日、月、年）用水量，用水量对比，

走势、排名。

监控一张表

以区用户登录显示各镇版块的数据

统计情况；以镇用户登录显示各村版块

的数据统计情况；包括：总用户数、连

续三天不上数、断续上数、三天内用水

突增、单日用水突增、欠费（缴费）相

关数据、不同类型用户用水量、数据异

常等的统计数。

数据运行一张表

			功能包含：

		(1) 欠费数据

		(2) 警报数据

		(3) 缴费数据

		(4) 村欠费排行榜

		(5) 当日报警分析

		(6) 村缴费排行榜

		(7) 欠费村分布

		(8) 村当日详细报警数据

		(9) 缴费趋势分析

地理信息查询

针对各种类型安装终端，显示其所

有用水户地理信息位置及相关的用水信

息。

管网漏损分析	

依据村口表和多用户水表的分布地

点，选择管网和查询的时间段，查询各

个管网在这段时间内的供水量、漏水量、

漏损率信息。

		用曲线图和柱状图的形式，展示管

网在一段时间内的漏损率信息。

根据行政、仪表设备类型进行用水分析	

根据行政、仪表设备类型查询用水

户的实时剩余水量、累计用水量，历史

剩余水量，查询用水户的历史状态，查

询水表、终端、通讯设备的对应关系，

可对水表进行开关阀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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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卡、用水户充值及网络充值信息	

			根据行政单位、柜台查询在某段时间

内的用户的开卡信息，在某段时间内的

充值信息，选择用户，点击“缴费”，

进入到支付方式选择界面。选择支付方

式进行缴费。

提供贴心的个性化服务

对贫困户，老年人及其他需要关注

的特殊群体进行特殊标识可实现欠费不

关阀，增加并提前通知紧急联系人，从

而提供精准服务。

支持手机APP

支持手机APP、微信小程序、微信

公众号等方式的查询、分析、缴费和管理，

实现水费充值闭环管理。

项目案例

服务模式典型案例

产品安装案例

莱芜区智慧供水服务新模式（22 万户）

东平县智慧供水服务新模式（15 万户）

莱芜区智慧供水指挥中心

东平县智慧供水调度平台

高庄镇供水服务中心

大羊镇供水服务中心

村内安装点

村内安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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