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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中低压智能选型使用说明 

（V1.0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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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选型功能使用方法 

1. 通过产品类型进行选型   

打开网址 https://www.lpc.siemens.com.cn/，进行选型。 

安卓版下载, 扫描下侧二维码, 进行安装: iOS 版本即将完成, 敬请期待 

第一步：默认界面 

浏览器版本 

 

 

APP 版本 

                    

     移动版本下载地址                             APP 版本界面 



                                                                                使用说明 

www.lpc.siemens.com.cn 第 3 页，共 22 页 

第二步：选择所需选型系列 3WT 

 
 

第三步：点击进去出现此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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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点击所需参数，右侧出现型号价格等信息 

 
 

 

第五步：附件选择→加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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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产品系列进行选型 

例：若知系列为西门子 3WT 系列 

第一步：打开网页，输入所需查询系列名称，查询 

 
 

第二步：出现搜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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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点击进去出现以下界面，根据所需参数选型 

 

3. 将已选型产品加入右下方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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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件选型使用方法 

第一步：选择需要此附件的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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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西门子组合订货(默认选择同本体组合一起订货) 

 

 

 

第三步：选择蓝色可同本体一同装配出厂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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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系统自动做冲突检查 

 

 

第五步： 单独订货方式(取消组合订货勾选) 

选择需要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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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清单产品列表导出至 excel 文档 

 

6. 删除列表误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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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清空产品列表 

 
 

8. 下载产品选型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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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查询功能使用方法 (网页版本) 

1. 标准型号或订货号查询 

第一步： 选择 清单/查询 

 
第二步：拷贝或输入产品标准型号或订货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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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点击 查询 

 

2. 非标准型号查询(模糊查询) 

第一步: 拷贝或输入非标准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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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点击 查询 

系统自动分析该非标型号, 并给出符合分析结果的选型界面 

 

第三步：检查或修改选型条件, 确认 OK, 点击添加 

注意所选目标中红色部分及未处理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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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手动替换  (网页版本) 

第一步：对已经查询好的清单进行替换处理 

说明: 如果只有型号清单, 需要按照第二章,查询的方法, 确定查询清单 

 

 
第二步：点击替换 

系统弹出替换目标产品系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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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系统自动分析带替换的相应参数, 并自动选择最接近的规格供用户参考, 用户查看左侧对比列表, 

注意红色行.  选出符合要求的选型条件.  

 

四、 批量自动替换(网页版本, 内部用户权限) 

第一步：对已经查询好的清单进行替换处理 

说明: 如果只有型号清单, 需要按照第二章,查询的方法, 确定查询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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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点击 批量替换 按钮 

选择替换目标品牌及产品系列, 多个产品类型时, 每个选项卡中的产品系列都需要选择  

a.  选择替换品牌(部分竞争对手替换为西门子品牌会自动给出推荐的系列) 

b. 选择替换产品系列. 

c.  选择 标准模式 或 优化模式 

d.  重新开始批量替换, 

     选中: 对已经替换的部分重新按照选择的条件重新批量替换.  

     不选: 批量替换时, 忽略已经接受的行. 只对未接受和拒绝的行进行处理. 

 

标准模式和优化模式说明: 

标准模式: 

标准模式:系统根据选型的条件参数进行对比选型,参数按照大于等于的 

条件进行计算筛选, 

优化模式:系统根据产品部门预设的替换条件进行替换,没有预设值得仍 

按照标准模式选择. 

锁定:清单中有多个系列同类产品,如:清单中框架有 MT 和 MVS, 锁定时, 

系统只按照该选择进行替换不锁定时, 系统查询产品部门预设对应表,  

找到 MT 用 3WL 替换,MVS 用 3WT 替换. 

  

优化模式: 

行业选择: 选择符合这个项目所属行业, 系统会根据产品部门提供的预设 

值作为替换的初设条件. 

优化方案的其他设置: 此处为用户决定参数, 优先级高于系统预设值.  

脱扣器: 所选产品系列下所有脱扣器列表.  

  固定: 系统只根据此脱扣器功能为基准选择.  

  不固定: 系统根据此脱扣器功能为基准选择, 并考虑待替换规格否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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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接地保护 

    额定短时分断能力 Icu:选择该系列可选的 Icu 值, 替换时>=此选择. 

    额定运行分断能力 Ics: 选择该系列可选的 Ics 值, 替换时>=此选择. 

    额定短时耐受能力 Icw: 选择该系列可选的 Icw 值, 替换时>=此选择. 

    二次控制电压: 选择该系列控制电压值, 替换结果选择此控制电压. 

 

第三步： 点击开始替换.点击 开始替换, 等待系统进行替换过程.  

系统自动根据替换规则,  对清单中的产品列表进行自动替换.  

 

第四步： 审核 

系统自动替换完毕, 弹出对比产品差异表 

用户根据实际标书或技术要求的需要, 选择接受替换 或 不接受.  

选择不接受, 清单全部处理完毕后, 可重新选择批量替换 或 替换(手动替换),选择符合要求的替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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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相关说明: 

1.  第二列的颜色: 绿色:已经接受的行, 黄色: 未处理的行, 橙色: 未接受的行. 

2.  批量接受条件:同该行相同差异 选中状态: 点击接受时, 会同其他未处理 

     行进行对比, 和此行差异一样的行, 同时被置为接受状态. 未选中:只对本 

     行起作用. 不接受按钮只对本行起作用. 

3.  忽略已接受: 选中状态: 点击上一行或小一行时, 跳过已经接受的状态(绿色). 

     未选中:按顺序移动. 

4.  转行号: 输入行号,处理的行转到对应的行. 

 

五、 云存云取的使用方法 

第一步：点击“云存”输入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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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保存成功 

 

第三步：点击“云取”可下载上次保存的数据，云取时列表需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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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注册功能使用说明 

第一步：点击“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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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输入相关信息，进行注册 

需注意:输入的登录密码必须必须包含大小写字母,数字,特殊符号如#，至少 6 位，以上条件缺一不可 

 

第三步：输入相关公司信息，完成信息填写后点击“注册”注册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