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类号   TP311.13        密级    公开        

U D C                   编号    10003       

 
 
 
 
 

清   华   大   学 

博 士 后 研 究 工 作 报 告 
 
 

能源互联网信息能量融合技术研究 

 

明  阳  阳 

 

 

工作完成日期   2014 年 6 月—2018 年 6 月 

报告提交日期       2018 年 6 月 

 

清  华  大  学  （北京） 

2018 年 5 月 

 

 

 

 





 
 

 

 

能源互联网信息能量融合技术研究 

 

 

THE RESEARCH ON THE CYBER AND ENERGY INTEGRATION TECHNOLOGIES FOR 

ENERGY INTERNET 

 

 

博  士  后  姓  名 明阳阳 

流动站（一级学科）名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  业（二级学科）名称 信息与通信系统 

 

 

 

 

研究工作起始时间 2014 年 6 月 18 日 

研究工作期满时间 2018 年 6 月 4 日 

 

 

 

 

清华大学人事部（北京） 

2018 年 6 月 

 

 





I 
 

 
内 容 摘 要 

本报告对本人在博士后期间的工作进行总结，主要相关工作如下。 

1. 将能源互联网整体架构划分为价值层、业务层、信息层和能源层，并进一步

在相关维度上对能源互联网架构进行研究。 

2. 介绍本团队提出的信息-能源基础设施一体化概念，基于此，对能源互联网

通信、安全、业务、价值传递、商业模式和实际项目等方面进行研究。 

3. 通信方面，借助 SDN 概念，实现了基于信息物理融合的能源互联网能源传

输线路的建立和撤销，体现了系统的灵活性和可靠性。 

4. 安全方面，提出一种基于低密度校验码（LDPC）的能源互联网安全通信方

式，用户隐私和系统安全得到增强。 

5. 业务方面，借助线性相关理论，提出一种基于线性相关的能源互联网用电量

预测算法，其性能类似传统神经网络算法。 

6. 价值传递方面，以传统 Gossip 算法为基础，提出了一种可以达到供需平衡的

分布式平均算法，实现网络节点间的能量共享。 

7. 商业模式方面，重点对能源互联网主体划分、平台发展规划、光伏衍生模式

和以用户为中心的综合能源服务平台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同时介绍一个能源

互联网实际研究项目。 

通过以上介绍，列举了本人在博士后期间的主要工作和成果，并为后续研究提供

参考。 

 

 

关键词：能源互联网，信息-能源基础设施一体化，SDN，LDPC，用电量预测，能量共享，商业模式，研究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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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port summaries the author’s research on Energy Internet (EI) in 

postdoctoral period. Related work is listed as follows: 

1. We divide the framework into value layer, traffic layer, information 

layer and energy layer; and research EI according to the related dimensions of 

every layer. 

2. We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and energy integration in 

infrastructure proposed by ourselves. Based on this framework, we research 

the communication, safety, traffic, value transfer, business model and real 

project in EI. 

3. In the communication aspect, with the help of SDN, we realize the 

found and delete of energy transmitting lines with the aid of information, 

which embodies the flexibility and security of this system. 

4. In the safety aspect, we proposed a secure communic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Low Density Parity Check Code (LDPC), which enhances the 

privacy of users and the Robust of EI system. 

5. In the traffic aspect, based on linear correlation theory, we proposed a 

new load forecast algorithm, whose predicting performance can be compared 

to that of traditional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N). 

6. In the value transfering aspect,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Gossip 

algorithm, we propose a distributed averaging algorithm, which can realize 

the balance of energy and load, and could be used in energy sharing of energy 

nodes in the network. 

7. In business model aspect, we focus on the research of the related 

business body, platform developing schedule, derived model in PV 

(photovoltaic), and the platform for combined energy service based on the 

idea of “focusing on the customer” in EI. At the same time, we cite one r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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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in EI. 

Through above introduction, this report illustrates the main research 

work in author’s postdoctoral period, which can be made a reference for other 

researches. 

 

Keywords: Energy Internet, information and energy integration in 

infrastructure, SDN, LDPC, load forecast, energy sharing, business mode, real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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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1.1 能源互联网相关背景 

在人类经济生活的发展过程中，基础设施为其不可缺少的部分。一

方面，基础设施为工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另一方面，技术的

创新与发展 终归结为基础设施的提升。当进入 21 世纪，知识经济的时

代需要新的基础设施的支持，将基础设施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由此产

生了赛百平台(cyberinfrastructure)[1]。 

2007 年 7 月，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PCAST)在题为《挑战

下的领先———竞争世界中的信息技术研发》的报告中列出了 8 大关键

的信息技术，其中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CPS)位列首

位[2]。2009 年，中国推动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 IOT)领域的国家战略[3]，

信息技术使能下的基础设施变革成为大趋势。 

从清华大学前校长高景德院士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CCCP”概念

(现代电力系统是计算机、通信、控制与电力系统以及电力电子技术的深

度融合)，到 90 年代韩英铎院士提出的现代电力系统三项前沿课题(柔性

输电技术、智能控制、基于 GPS 的动态安全分析与监测系统)[4]，再到近

年来智能电网强调的信息流与能量流的结合[5]，无不突出信息技术与现代

电网的紧密结合。作为智能电网 2.0，能源互联网是互联网技术、可再生

能源技术与现代电力系统的结合。未来的智能电网就是“能源互联网”。 

随着信息互联网的广泛部署和实施，“互联网+”的相关应用不断得

到扩展和深化。目前国际上提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也包含了融

合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6]，构建新型能源供需架构的思路，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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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相关技术获得了广泛关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的作者杰瑞

米·里夫金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经济趋势基金会创始人和总裁。里夫

金在书中提到未来理想的能源互联网场景：“在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将

需要创建一个能源互联网，让亿万人能够在自己的家中、办公室里和工

厂里生产绿色可再生能源。多余的能源则可以与他人分享，就像我们现

在在网络上分享信息一样。” 

信息通信与能源电力结合发展分为 3个阶段[7]。第 1个阶段为数字化、

信息化阶段，信息通信为能源电力行业提供服务，带来方便、快捷等好

处。第 2 个阶段为智能化阶段，也就是智能电网阶段。信息通信成为能

源电力基础设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信息流与能量流的结合为特征。

第 3 个阶段为信息物理融合阶段，表现为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与能源电力

基础设施的一体化，也就是信息能源基础设施一体化意义下的能源互联

网阶段。 

对于能源互联网概念存在着多种理解，为了突出以电网为主要联网

形式、以输送清洁能源和全球互联泛在为特征，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概念

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与广泛认可。 

1.2 国内外发展现状 

1.2.1 国外发展现状 

下面对国际上几个能源互联网相关项目进行介绍和分析[8]。 

1) 美国 

2008 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项目“未来可再生电力能源传输与管理

系统”(the future renewable electric energy delivery and management system，

Freedm system)[9,10]，研究一种构建在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分布式储能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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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的新型电网结构，称之为能源互联网。 

效仿网络技术的核心路由器，他们提出了能量路由器(energy router，

或称为能源路由器)概念并进行了原型实现[11]，利用电力电子技术实现对

变压器的控制，路由器之间利用通信技术实现对等交互。Freedm 是从电

力电子技术的角度出发，希望以分布对等的系统控制与交互，实现能源

互联网的理念。Freedm 系统的目的是架设智能微电网，并实现智能微型

电网的互通互联。Freedm 系统的能量路由器是以电力电子变压器(也称为

固态变压器)为核心[12]，通过远程可控制的快速智能开关实现微电网或者

线路的智能通断控制，并加之以能量管理系统。该能量路由器的功率部

分实现了 7.2kV AC、10kV DC 和 120V AC、400V DC 的控制，通信模块

则采用了 Zigbee、Ethernet 和 WLAN 三种模式实现能量路由器内部和能

量路由器之间的通信。 

 

图1-1 Freedm系统结构示意图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团队更关注智能电网的底层

信息架构，提出“以信息为中心的能源网络”架构[13]，以期在一个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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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中将智能通信协议与电能传输相结合，能够实现分布式控制，以及

对于价格信号或更详细可用电量的持续需求响应。以信息为中心的能源

网络在配电系统之上覆盖了信息传输，遍布各种物理场所，如机房、楼

宇、社区、发电孤岛和区域电网等。该研究团队构建的能源网络对电源、

负荷或储能容量进行分组，构成能源子网；子网通过名为“智能电源开

关(IPS)”的接口与该网络的其他部分进行交互。能源网络将其子网成员

的总供需以可预测、可筹集、可调整的计划商品的形式表示，并在电源

和负荷间不断进行电力交易时为双方提供通信服务。该能源网络是以互

联网数据中心作为研究的案例，对深层需求响应和“随供电量调整负荷”

进行研究，随后将这种智能负荷的概念扩展到数据中心之外，应用于整

座楼宇乃至楼宇群。需要提及的是，该课题组正在设计可扩展能源网络

模型—LoCal。LoCal 旨在研究信息传输怎样才能更好地支持能源系统，

紧密集成发电、储能和用电，并开发各种规模的能源信息接口和传输协

议，包括机房、楼宇设施、储能设施、楼宇和电网发电级等。通过信息

交流，更好地感知可用电量和负荷状况，更准确地匹配电源与负荷，消

纳可再生能源，实现更高水平的整体能效，并避免过度超量配置能源系

统。 

新兴能源公司 Stem 开发了一款用于商业建筑的智能电池[14]，将精简

型的汽车锂离子电池和电力电子设备相连接，这些电力电子设备在向楼

宇供电和从电网中充电这两种状态间快速切换，而大量的智能分析是通

过云计算来完成。这样的智能电池只要稍加拓展以实现相互间的通信与

控制，就完全符合里夫金描述的以建筑楼宇为单元的能源互联网原型，

这是从储能的角度实现能源互联网的典型例子。 

2) 欧洲 

E-Energy 是 2008 年德国联邦经济技术部与环境部在智能电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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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推出的一个技术创新促进计划，是基于 ICT 的未来能源系统[15]。它提

出打造新型能源网络，在整个能源供应体系中实现综合数字化互联以及

计算机控制和监测的目标。E-Energy 充分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开发新的

解决方案，以满足未来以分布式能源供应结构为特点的电力系统的需求。

它将实现电网基础设施与家用电器之间的相互通信和协调，进一步提高

电网的智能化程度。 

 
图1-2 德国E-energy计划6个试点项目 

换句话说，其目标不仅是通过供电系统的数字联网保证稳定高效供

电，还要通过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优化能源供应系统。德国总理默克尔

专门针对 E-Energy 表示:“应该为能量生产和消费提供智能 IT 支持，包

括从电站中的发电机到客户的各个环节。” 

把信息通信技术和能源这两个领域综合起来是 E-Energy 项目的重点，

在解决核心技术之后，德国准备从配电到循环电网打造一个全新的能源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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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15 年，E-Energy 会引导德国由集中发电模式逐渐过渡到集中式

大型发电厂和用户侧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共存， 终在 2020 年实现在

电力系统中覆盖信息网络，并且能源网络中所有的元素可以通过互联网

的信息协调工作。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研究团队开发的“Energy Hub”称之为能量集线器

[16-19]，是由计算机科学中集线器的概念引申而来，也叫能量控制中心。

宏观上看，“Energy Hub”是一个信息中心，它通过超短期负荷预测以及

实时在线监测分布式电源、配电网的潮流数据，对各发电侧及受控负荷

侧进行优化控制。“Energy Hub”规模可以覆盖一个家庭甚至整个城市。

“Energy Hub”在系统中是一个广义的多端口网络节点，它与配电网连接，

对配电网上的能量起到补充、缓解、转换、调节、存储的作用。“Energy Hub”

上的端口分为输入和输出两种，输入侧一部分为从配网流入 Hub 的电量，

另一部分为从各分布式电源中流入 Hub 的不同形式的能量；输出侧一部

分为供给各种负荷(电/热，冷)用的不同形式的能量，另一部分为反馈回

配网中的冗余电量。 

3) 日本 

日本研制的数字电网路由器，称之为“电力路由器”，可以统筹管理

一定范围区域的电力，并可通过电力路由器调度地区电力[20]。日本数字

电网是建立在互联网的基础之上，通过逐步重组国家电力系统，逐渐把

目前同步电网细分成异步自主但相互联系的不同大小电网，把相应的“IP

地址”分配给发电机、电源转换器、风力发电场、存储系统、屋顶太阳

能电池以及其他电网基础结构等。类似互联网中的信息传递，该网中能

源分配由电力路由器完成，旨在实现使电网的运转与 Internet 一样，其架

构如图 1-3 所示。 

电力路由器与现有电网及能源局域网相连，可以根据相当于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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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的“IP 地址”识别电源及基地，由此就可进行“将 A 地区的风力发

电电力送往 B 地区的电力路由器”等控制。在电网因发生灾害而停止供

电时，电力路由器之间可相互调度蓄电池存储的电力，从而防止造成地

区停电。 

 

图 1-3 日本数字电网框架模型 

2011 年，日本成功展示了“马克一号”数字电网路由器 DGR)。DGR

通过提供异步连接、协调局域网内部以及不同局域网来管理和规范用电

需求。多支路的 DGR 由固态 AC/DC/AC 变换器组成，能够根据不同需求

并随着电网频率的变化适时提升或降低电压。2013 年 5 月，日本数字电

网联盟设立项目公司，在肯尼亚的未通电区域开展实验。此外，位于东

京都港区的 VPEC 公司通过电力系统自身携带信息，而不需要通过互联

网实现信息传递。该公司开发了电力供给系统“ECO 网络”，如图 1-4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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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ECO 网络框架结构 

通过带有蓄电池的电力路由器，统筹含有发电设备以及需求侧的一

定面积的区域。电力路由器能够根据蓄电池剩余电量改变输出电力的频

率。电力路由器通过邻近电力路由器发来的频率信息来判断邻近发电站

所具备的电量余量，再根据这一数值差异，形成站所间自律性电力流通

的机制。由于 ECO 网络中信息由电力特性体现，减少了对信息基础设施

的依赖，结构较为简洁，也更具备抗灾害的能力。 

4) 发展类型小结 

总结以上项目，可以看出对能源互联网的理解主要有三种： 

1. 以互联网的开放对等理念和体系架构为指导，形成新型的能源网。

这时候能源互联网(Energy Internet)的本质是能源网。以美国的

Freedm 为典型代表，效仿网络技术的核心路由器，提出了能量路

由器的概念并且进行了原型实现。 

2. 借助互联网收集能源相关信息，分析决策后指导能源网的运行调

度。这时候能源互联网(Internet of Energy)的本质还是信息互联网。

以欧洲的 E-Energy 为典型代表，打造一个基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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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供应系统，连接能源供应链各个环节业务流程，实现示范应

用形成能源需求和供给的互动。 

3. 以上两种理解混合在一起，两种成分都有，以日本的数字电网、

电力路由器为典型代表。 

1.2.2 国内发展现状 

2012 年 8 月 18 日和 2013 年 9 月 25 日，由中国科学院主办的能源互

联网论坛分别在长沙和北京举行。会议文集刊登在《中国科学：信息科

学》2014 年 6 月期的可再生能源互联网专题[21]。 

能源互联网技术目前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但相关研究尚处于起

步阶段。从 2013 年开始，北京市科委组织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和“能

源互联网”专家研讨会，并启动了相关软课题研究，完成了《北京能源

互联网技术及产业发展研究报告》，形成详细的能源互联网调研报告和路

线图，为进一步科技立项提供指南。2014 年 2 月和 6 月国家电网公司于

南京和北京召开“智能电网承载第三次工业革命”研讨会，中国电科院

于 2014 年 6 月启动了“能源互联网技术架构”方面的基础性前瞻性项目

研究。同年 2 月国家能源局也启动了中国能源互联网发展战略研究。 

国家能源局于 2016 年 2 月 29 日公布了《关于推进“互联网+”智慧能

源发展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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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互联网+智慧能源 

按照《指导意见》的部署，2016 年到 2018 年是能源互联网发展的第

一个阶段。具体而言，2016-2018 年推进能源互联网试点示范工作。要建

成一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试点示范项目。通过示范项目测试相关技

术的落地能力，考察整个能源互联网的实际运行性能和能源使用效率，

检验能源互联网实际交易平台运行绩效，从而对能源互联网的可靠性、

可行性、高效性、鲁棒性、经济性和先进性进行检验，通过正面示范增

强投资者的信心，促进更大规模的投资，带动能源互联网相关产业的发

展。 

接下来的 2019-2025 年，能源互联网将实现多元化、规模化发展，初

步建成能源互联网产业体系，成为经济增长重要驱动力。规模化的能源

互联网需要实现区域能源互联网的互联，形成真正的双向能源网络，通

过网络实现能源的高效共享和利用。通过前期对相关技术的验证，在本

阶段实现相关技术和设备的大规模部署和应用，并不断改进以提高网络

性能，并 终形成稳定高效的能源互联网生态系统。 

2016 年 3 月 30 至 31 日，由中国国家电网公司、联合国关注气候变

化行动、国际能源署和美国爱迪生电气协会联合主办的全球能源互联网

大会在北京召开。 

2016 年 8 月，国家能源局在系统内部印发《关于组织实施“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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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能源(能源互联网)示范项目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提

出将开展综合和典型创新模式的两类能源互联网试点示范。鼓励城市综

合示范区对可再生能源渗透率、灵活性资源比例等设置挑战性目标，鼓

励开展 100%可再生能源示范区的研究规划；探索邻近城市间能源生产与

消费协同模式；探索弃风/弃光/弃水制氢、供热的循环利用模式。同时，

提出典型创新模式试点示范，包括基于电动汽车、灵活性资源、智慧用

能、绿色能源灵活交易和行业融合五种情景的能源互联网试点。此外，《通

知》鼓励各地区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支持能源互联网建设和运营的政策措

施。 

2017 年，首届 IEEE Conference on Energy Internet (ICEI 2017)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21 日在北京会议中心举办。第二届会议将于 2018 年 5 月在

北京邮电大学举办。 

2017 年 12 月，作为全国首批“互联网+智慧能源”（能源互联网）示

范项目之一的浙江嘉兴城市能源互联网综合试点示范项目正式启动。这

意味着一个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城市发展时期的到来，也将成为浙江省

电力公司构建浙江特色的区域能源互联网发展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除了清华大学，目前国内开始从事能源互联网研究的单位还包括国

防科技大学[22]、天津大学[23]、中国电科院、中科院电工所、中科院声学

所[24]等。 

1.2.3 未来研究方向 

能源互联网相关研究可围绕以下几方面开展： 

1. 能源互联网仿真环境。基于现有的电网仿真环境，结合信息物理

融合仿真技术，将信息基础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仿真紧密结合，

开发适合能源互联网场景的软硬件结合的仿真平台，为能源互联



12 
 

网研究与发展奠定基础。 

2. 能源互联网基础技术。研究能够支撑能源互联网平稳高效运行的

相关技术，包括管理、监控、预测、处理、保护等相关软硬件支

持技术。 

3. 能量路由器样机研制。集成新一代信息技术、柔性输电技术、大

规模储能技术和电力电子控制等方面技术的 新成果，研发新一

代能量管理系统，以实现分散协同式的能量交换和路由管理，研

制具有产业化前景的中低压大容量的能量路由器样机。 

4. 能源互联网示范工程。根据本报告提出的信息能源基础设施一体

化意义下的能源互联网典型场景，建设能源互联网仿真环境，配

置能量路由器设备，进行能源互联网示范工程建设。一个好的示

范工程是对能源互联网理念、技术与标准的整体验证，是能源互

联网大规模发展的必经之路。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本报告主要针对能源互联网的信息能源融合相关技术进行研究，列

举了能源互联网相关仿真、算法、商业模式和应用，内容涉及通信、安

全、业务、价值传递和商业模式等方面。通过该研究，建立了一个在信

息-能源基础设施一体化基础上的能源互联网具体实现架构。通过以上研

究，以期推动相关技术在国内的落地和实用化，促进中国特色能源互联

网的建设和实现，为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和保证。 

本报告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第二章进行能源互联网架构体系研究；第三章进行能源互联网信息

通信基础设施设计[25]；第四章研究软件定义能源互联网[26,27]；第五章研

究能源互联网通信安全[28]；第六章研究基于线性相关的能源互联网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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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量预测[29]；第七章研究分布式能源共享算法[30]；第八章研究能源互

联网商业模式和相关研究项目举例。 后是结论和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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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源互联网架构体系 

2.1 相关概念 

能源互联网是以互联网理念构建的新型信息—能源融合“广域网”，

它以大电网为“主干网”，以微网、分布式能源等能量自治单元为“局域

网”，以开放对等的信息—能源一体化架构真正实现能源的双向按需传输

和动态平衡使用，因此可以 大限度的适应新能源的接入。虽然能源形

式多种多样，电能源仅仅是能源的一种，但电能在能源传输效率等方面

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未来能源基础设施在传输方面的主体必然还是电

网，因此未来能源互联网基本上是互联网式的电网。 

能源互联网总体架构如图 2-1 所示。微网、分布式能源等能量自治单

元可以作为能源互联网中的基本组成元素，通过新能源发电、微能源的

采集、汇聚与分享以及微网内的储能或用电消纳形成“局域网”。能源互

联网是此基础上的广域连接形式，作为分布式能源的接入形式，是从分

布式能源的大型、中型发展到了任意的小型、微型的“广域网”实现。

大电网的形成有其必然性，在传输效率等方面仍然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

将来仍然是能源互联网中的“主干网”。微网或分布式能源的接入、互联

和调度比较灵活，但存在供电不稳定等问题；大电网供电稳定但无法适

应大量新能源的灵活接入和动态调度。而能源互联网可以起到衔接作用，

综合两方面的优势。能源互联网采取自下而上分散自治协同管理的模式，

与目前集中大电网模式相辅相成，符合电网发展集中与分布相结合的大

趋势。 

 



16 
 

图 2-1 能源互联网架构 

目前开展的智能电网基本是现有电网架构下的信息化、智能化，能

源互联网则是借鉴互联网理念构架的新型电网，其中的开放互联、能量

交换与路由等特征有别于目前一般意义下的智能电网，也可以形象地称

为智能电网的 2.0 版本。 

2.2 内涵和外延 

能源互联网的内涵是以互联网理念和思维变革能源基础设施。如果

说智能电网还是现有电网架构上通过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手段，解决设备

利用率，安全可靠性、电能质量等基本问题，能源互联网的根本不同则

在于其采用互联网理念、方法和技术实现能源基础设施架构本身的重大

变革，使得能量的开放互联与交换分享可以跟互联网信息分享一样便捷。

能源互联网区别于传统能源基础设施的本质特征包括如下所述的开放、

互联、对等和分享。 

1．开放 

互联网实现信息的随时随地接入与获取，主要取决于开放式的体系

结构。能源互联网要实现开放性需要可再生能源和储能、用能装置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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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即用”。能源互联网的发展要借鉴互联网的发展方式，走标准先行，应

用驱动，进一步带动产业和市场发展的道路。 

2．互联 

“局域网”与“广域网”的本质不同，在于“广域网”必须解决规

模化开放互联的问题，这就需要简洁易行的标准协议作为基础。“局域网”

内部可以进行多种能源形式的转换，可以进行风、光、储、用的平滑与

协调。另一方面，“广域网”的互联必须建立在局域消纳的基础之上，形

成简捷的能量交换方式，才可能实现大规模互联。 

3．对等 

同传统电网自顶向下的树状结构相比，能源互联网的形成是能量自

治单元之间的对等互联。任意单元之间的连接是逻辑上的，真正的实现

必须建立分散路由的基础之上。能量的传输应该是多次路由的结果，路

由之间是解耦的，从而可以避免一系列安全稳定性问题；同时传输路由

的路径之间可以是动态互为备用的，在保证冗余和可靠性的同时不降低

系统的利用率。 

4．分享 

分布、分散与分享也是能源互联网的主要特征。能源互联网没有中

心化的调度与管理。借鉴互联网应用中借助社交网络的信息分享机制，

能源互联网中各局域网间的能量交换与路由也都是就近实时动态进行的，

以分散式的局部 优实现全局能量管理的调度优化。 

能源互联网的外延在于信息物理融合，真正实现信息能源基础设施

的一体化。 

信息基础设施与能源基础设施发展的内在动因决定了信息能源基础

设施走向融合一体化发展的道路。未来信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为核心，

通过高速通信网络相连接，同时支持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接入，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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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过程中遇到了明显的能源瓶颈；同时，智能电网与能源互联网的发展

对信息化、智能化的要求越来越高，迫切需要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支撑。

信息能源基础设施之间的功能、性能等方面的互补性也为其融合一体化

提供了经济可行性。 

基于以上内涵，能源互联网体现了以下的意义和作用： 

1. 能源互联网为现实意义下能源可持续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道路 

能源可持续发展是当前摆在人类面前 重要的难题，可再生能源的

发展虽然提供了彻底解决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希望，但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方面仍然存在问题。 

能源互联网在现实意义下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里夫金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做了这样的描述: “当数以百万计的建筑实

时收集可再生能源，并通过智能互联电网将电力与其他几百万人共享，

由此产生的电力使集中式核电与火电站都相形见绌。” 

2. 能源互联网适应和支持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接入 

欧盟、美国和中国相继分别提出到 2050 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

给中占 100%，80%和 60%～70%的目标。而风、光等大部分可再生能源

的间歇不稳定性决定了现在的集中式电网结构无法适应如此规模的可再

生能源接入。能源互联网通过局域自治消纳和广域对等互联， 大程度

的适应可再生能源接入的动态性，通过分散协同的管理和调度实现动态

平衡。 

3. 能源互联网在安全、可靠、稳定以及利用率等方面技术优势明显 

互联网体系架构决定了其鲜有安全稳定性问题，通过大量冗余等方

式保证整体上的可靠性，同时通过分散路由等方式实现设备和线路的动

态备用，保持一定的利用率。能源互联网可以借鉴其中的机制，但能量

和信息的交换和传输有本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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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现在集中式电网自上而下的紧耦合模式，能源互联网是局域自

治，在广域互联中可以通过储能缓冲、直流输电等方式实现解耦，同时

局域不稳定问题可以通过广泛互联实现广域的动态互备用，达到安全稳

定可靠的目标，而不是依靠过大的安全裕度而降低了系统利用率。 

4. 能源互联网是源用混合场景下对现有输配网的有益补充 

能源互联网不是取代现有电网架构，而是着重在分布式可再生能源

接入越来越广泛，源用混合场景越来越普遍的形势下借鉴互联网理念提

供一种自下而上的新型组网方式，能源互联网通过局域自治和广域能量

交换 大限度的消纳源用的动态性，减少对大电网的影响，大大降低大

电网的安全稳定性风险，是对现有大电网的有益补充。这跟智能电网基

于现有网架结构，通过提升信息通信以及控制能力来实现优化调度以提

升安全稳定可靠性有本质的不同。 

2.3 具体架构设计 

全球能源互联网是能源互联网的高级阶段，把全球范围内的所有可

操作能源都互联起来，形成国家之间的能源共享与交易。能源互联网的

技术性和经济性因素都已在微网、城市互联和国家互联阶段解决，而能

源安全与政治环境成为能源互联网在全球范围互联的主要因素。全球互

联不同于国家互联和城市互联，能源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电能由于其

独特的自然属性，易于传输、故障状态下无污染扩散、安全性可控等，

使其成为国家之间能源共享的 佳形态。因此，全球层面的能源互联网

主要体现在全球电网互联。 

（1） 架构特点 

在地理结构上，能源互联网包括微网、城市互联、国家互联和全球

互联四个层级。在功能划分上，每一个地理层级都包含价值层、业务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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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层和能源层四个功能。这构成了全球能源互联网的矩阵架构，如图

2-2 和图 2-3 所示。 

 

图 2-2 能源互联网地理结构与功能划分矩阵架构 

 

图 2-3 能源互联网四层架构实现 

下图 2-4 给出了全球能源互联和国家能源互联网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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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国家能源互联网情景 

 

(b)全球能源互联网情景 

图 2-4 全球与国家能源互联 

（2） 功能特点 

能源互联网的整体架构可以分为价值层、业务层、信息层和能源层，

其中价值层负责实现能源互联网整体价值以及各个组成部分的基本价值，

业务层负责业务流的制定、运行和交易，信息层负责信息流的采集、传

递、应用与交互，能源层负责能源流的生产、管理与共享。整个架构以

价值为导向，通过业务层、信息层和能源层的相互配合，实现能源互联

网能量的精确调度与高效利用，解决现有的能源和环境危机，保障社会

经济的正常运行。根据该目标，能源互联网需要提高各层功能和服务的

运行效率，并形成整体控制，以避免分散控制造成的各自为政，相互制

约，为此，业务流、信息流和能源流的融合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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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能源中，电力由于其特殊性，适合进行远距离传输和高效使

用，其使用过程不会对环境和大气造成危害，方便建立网络状电能运输

体系，并具有可扩展、可进行电力控制的优点。而其它能源，如天然气，

无法自动化的对其传输和使用进行控制。而且一次能源所产生的冷和热，

由于具有传输损耗，也仅能在局部为用户提供能源，无法形成真正意义

上的全局性的能源互联网络，但其架构可以与电力能源互联网的局部架

构类似，且内容和原理近似。由此，以下的讨论主要以电能形成的能源

互联网为基础，对其总体架构进行研究和阐述。而对其它能源，可以基

于电能形成的能源互联网，额外进行控制，但仅能对能源传输关键部位

进行监测和控制，如阀门、流量表等，无法实现类似电能系统的全局、

各环节整体控制。其监测和控制精度也远小于电力网络，达不到电能系

统所具有的控制精度和性能。 

以从上至下的顺序，即依次对电力网络的价值层、业务层、信息层

和能源层所应具有的功能和服务进行介绍，介绍中涉及能源互联网运行

流程中的各个基本部分，从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电、调度这六

个方面依次进行分析，以期得到一个清晰、明确的能源互联网架构。 

2.3.1 价值层 

能源互联网建立的目的，就是实现其所期望的价值。其基本价值在

于通过先进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支撑，以充分利用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和

减少大气污染为目标，结合各种大数据分析技术，远程自动控制技术，

分布式储能技术，采用各种先进的电力电子设备、嵌入式传感器设备、

高性能储能设备，以及建立采集监控物联网、电动汽车车联网，云数据

中心处理平台，从而形成更加智能化、自动化的电力系统网络，保障能

源互联网相对于传统电网更加平稳、更加高效、更加经济、更加鲁棒的



23 
 

运行，体现更优越的电力网络性价比，减少人工使用成本，避免人工操

作的易错性，由此带来发电商发电效益、输电商输电效益、微网运行商

管理效益以及客户用电效益的各自 大化，实现多赢。同时对于整个社

会、经济、民生，带来更高的用电保障和更经济的用能成本，体现出能

源互联网的基本价值和优越性。 

分布式发
电

高质量输
电

高智能可
控变电

增值服务

精确及时
调度

高智能可
控配电

新增价值

 

图 2-5 电网各环节价值分析 

（1） 发电主体价值 

发电方的价值在于通过电力网络为用户提供电能。由于电能的特殊

性质（非物质，瞬时性），发电方和用电方必须在电力生产和电力消费间

保持同步。对于传统的电力发电方来说，需要随时随地预测用电负荷，

并基于该预测进行电力生产资源的投入，以保证产生足够多的电能。传

统的电力预测，主要基于天气和历史数据。此类预测在能源互联网中同

样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能源互联网会以更高的频率、更细的粒度、更

全面的覆盖，收集和监控整个电力网络用电负荷相关数据，同时基于云

信息中心，结合大数据技术，应用需求响应和需求侧管理，以及高性能

的分类预测算法和实时/超实时仿真软件，分别对能源互联网进行超短期、

短期、中期、长期的用电负荷预测，其精确程度远远大于传统电网所做

的用电预测，从而可以更精确的决定发电方所应提供给电网的电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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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生产成本的基础上，保证供需平衡，是保证整个网络平稳运行的基

本条件。 

基于能源互联网的发电，相比于传统电网，除了各种集中式发电厂

和集中式可再生能源发电基地之外，一个重要特征是其还包括各种分布

式可再生能源发电（如风能和太阳能光伏等）。此类分布式发电一般位于

能源微网中，一般以建筑物或小区为单位安装相应发电设备，具有规模

小，易波动，间歇性的特点。由此，其价值主要在于为本地局域网用户

提供电能，实现高效率、低污染的局部电能消纳。由于分布式电能生产

天然具有的不稳定性，虽然已经通过微网对其与主干电网进行了隔离，

微网内部同样会受其影响，因此及时、精确的电能负荷预测同样是分布

式电能生产的基本要求。通过负荷预测，结合其它先进的调度技术如需

求响应，发电方能够实现按需供应，充分体现能源互联网电能生产价值。 

（2） 输电方价值 

由于电能本身只是一种能量，没有任何物质形态，仅能经过金属性

媒介传递，基本无法通过交通工具运输（除了电能存储设备）。发电方产

生的电能，需要及时甚至瞬时的传递到用电方，因此需要建设必要的输

电网络并实现各区域输电网络的互联，其规模可以从区域级发展到国家

级甚至于建立全球性电力传输网络。传输电能，是输电方的基本价值。 

在能源互联网中，需要更加强调输电网所传输电能的稳定性和高质

量，在传统网络中，由于通信技术的缺乏，管理人员无法实现对整个电

力网络状态全局感知，只能对每个具体设备或具体区域范围内的设备进

行监控，如市内高压输电线路、区域内高压变压器等，导致形成了信息

孤岛。同时，无法有效及时的通信也使得对输电网络的控制变得更加困

难，导致了操作人员仅能通过整体模糊判断下达宏观性的控制命令，而

无法给出精确的微观控制要求。这导致传统输电网络的运行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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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电方的输电价值也大打折扣。 

而相对的，能源互联网利用各种新型的传感监测设备，以及新设备

本身具有的多种通信功能，通过与电网同时建立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结

合互联网与物联网的先进思想和技术以及高性能的云信息数据中心，能

够对输电网络形成全局态势感知，可以不间断、高频度的对传输线路上

的电能质量进行监控。并基于现代电力电子技术和控制设备，如

STATCOM，UPQC，DVR 等，可以在电能质量跌落时，及时进行控制。

通过控制，保证了电能供应的连续和稳定，同时也体现了能源互联网现

代输电网络的价值。 

（3） 配电、变电方价值 

为了减少输电损耗，输电网络，特别是远距离、跨区域输电网络，

一般采用高电压传输，而用电方为了保证用电安全和操作方便，一般采

用低压供电，且通过并联连接相关用户。因此，变电和配电网络和设备

承担了电压转换和电能分配的功能，是其基本价值所在。 

由于我国传统电网建设的“重输电、轻配电”，导致了配电网传输效率

低下，故障频出且维修困难，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而能源互联

网针对这一现状，加大了对传统输、配电网的改造。在上面广泛部署传

感器，形成传感器网络，同样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对输、配电网的整

体监控，同时利用各种人工智能技术，努力提高输、配电设备的智能性

和可控性。同时通过大数据技术，结合可视化和远距离通信网络，可以

实现对输、配网的远距离分析与控制，实现诸如状态判断、故障定位、

网络设备重配置等功能。通过一系列技术改造，能源互联网输、配系统

实现了对电力传输和分配的有效控制，体现了其在能源互联网中不可缺

少的价值。 

（4） 调度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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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能源互联网各个区域的电能需求是随时间变化的，且各区域的

变化具有一定的时空特性，距离越大，时空特性差异越明显，同时，各

种能源生产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可以通过有效的调度来保证各种电网用

户的供需平衡，提高能源使用的效率和网络运行的稳定性，从而产生可

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由此体现了调度方（调度系统）在能源互联

网中的价值。 

在传统电力网络中，如输电方、变电方和配电方，由于监控设备和

通信资源的缺乏，调度系统很难形成对整个电网运行状态的全面、精确

了解，从而只能采用“以效率换安全”的方式，即通过大量增加电能冗余来

减少不安全事件发生的概率，带来运行效率低下的副作用。 

在能源互联网中，通过使用与前面各方类似的方式，可以获得更加

全面的数据，形成对整个网络各个设备和部件状态的实时、精确了解，

使得精确、及时调度成为了可能。通过精确、及时调度，其对电网高效

运行的辅助价值也得以充分体现。 

（5） 用电方价值 

用电方的基本价值，是实现对电能的使用，通过电力消费，为整个

社会的生产、生活提供清洁能源，保障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和人民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电能使用是整个电能能源互联网的 终价值，该价值的有效实现，

是以上发、输、变、配、调各个环节的价值基础和 终体现，没有用电

的价值，就不会存在以上各方的价值，而该价值的提高，也会带来以上

各方价值的提高，是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相比于传统电网的固定电价机制，能源互联网可以根据生产成本以

及生产容量动态变动价格，并基于对用户用电数据的分析，根据其用电

特征，为其提供合适的电力服务，以 大化的体现用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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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价值维度划分 

价值层可以分为三个维度，即阶段、价值和属性，阶段维度体现了

价值层相关技术和应用的演变过程，具体可以分为示范期、推广期和成

熟期。该维度在各层中均存在，而其它维度有所区别。价值维度体现了

价值层的具体内容，包括售电、交易和生态系统。属性维度体现了相关

技术和应用的属性，包括用户体验、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示范期 推广期 成熟期

售电

交易

生态系

统

价值

阶段

电动汽车移动
充电（G2V）

电动汽车电网能量
双向交互

（G2Vand V2G）

集中式售电

分时电价+尖峰电价

需求侧管理/需求响应用电合约

期货交易

区域性交易

电力销售系统
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坚强能源互联网

微网价值链 价值驱动，三流融合

多方式多途径混合售电平台，售电安全保障，能效保障

电动汽车充放电整
体调度

             
                               

         低碳技术
节能技术

智
慧
能

源

清
洁
能

源
替
代

能
源
按
需

共
享

碳
排
放

交
易

多
方
利

益
博
弈

能
源
高

效
利
用

环
境
改

善

自
由
交
易

方
式

电
能
质

量
保
障

按需响应电价

国家级交易

月交易日前交易

         需求响应（DR）
需求侧管理（DSM）

实时电价
分布式售电

属性

分散开放式售电

全球交易

用电交易保险

电力服务系统 网络功能扩展服务
能源产业

网间价值环

源-网-荷协同优化

分布式能源大规模接入本地能源高效利用 解决弃风、弃光

 

图 2-6 价值层相关技术和应用 

（1） 价值-阶段维度 

1) 售电价值 

为了实现该价值，能源互联网售电的基本目标是 终建立一个多方

式、多途径、灵活自由的混合售电平台（可以借助云技术），并提供必要

的安全保障和一定的能效实现保障。 

在能源互联网示范期，仅进行了能源微网的试点建设，网络规模较

小，微网之间缺乏连接，电力销售服务系统较为简单，主要进行集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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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台式）售电，售电方式除了面向中小客户设置固定电价之外，将尝

试采用分时电价+尖峰电价，从而引导电力用户根据主干网实际电力提供

情况，合理、经济用电。此时发电方已经可以考虑利用用户自身的分布

式发电资源，利用可变电价机制实现二者之间的协调互补。 

到了能源互联网推广期，网络规模和覆盖面积扩大，微网间可以实

现互联，将出现较多的电力服务商，可以建立不同等级、不同规模的售

电平台，集中售电方式将逐步转换为分布式售电方式。同时基于先进信

息通信系统的支持，售电方将可以提供实时电价，用户用电的选择性将

更为灵活、及时和方便。 

当能源互联网进入成熟期，国家范围乃至全球范围的能源互联网将

基本形成，利用基于云平台和大数据的电力交易方式，售电方式将变得

更加开放和分散，即不同电力生产商和销售商与各类用户之间可以任意

进行不同规模、不同时间范围、不同数量的电力交易，从而实现能源互

联网利用先进的信息网络技术实现大范围能源自由共享的目标。此时，

电力价格的制定需要考虑采用按需响应技术带来的供需关系改变，以各

方利益 大化和能源利用效率 优为目标，通过多目标线性规划等相关

技术，进行电能交易价格的制定。 

2) 交易价值 

随着能源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规模将不断扩大，覆盖范围将越来越

广，其能量交易将从区域性交易逐步转变为国家级乃至全球性交易，借

助高性能的发电量预测技术和高效及时调度技术，所允许的交易日期提

前量也将越来越长，从目前已经在欧美国家实现的日前、日中交易，逐

步发展为月交易和期货交易。为保证交易的安全性，可以基于需求侧管

理和需求响应技术与用户签订用电奖励和惩罚合约，并进一步引入交易

保险机制，通过经济刺激保证高峰用电量削减，减少发电商的电力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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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3) 生态系统 

鉴于我国的能源分布现状，我国的能源互联网将以西电东送、西气

东输、建设坚强能源互联网为主要特征。在能源互联网示范期，需要建

立基于微网价值链的电力销售系统，到了推广期，则需建立基于网间价

值环的电力服务系统，实现对能源服务的深度挖掘，并在成熟期实现各

种网络功能扩展服务业务和体系的建立。 终通过价值驱动，实现三流

融合，建立现代化的能源产业。 

（2） 属性-价值维度和属性-阶段维度 

此两个维度的具体属性包括用户体验、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1) 用户体验 

能源互联网的实现将对人类的整个生态系统产生影响，用户的主要

直观感受将是自然环境的改善、用电的便利性和人类社会的更加和谐。

特别在交易和售电方面，用户体验倾向于自由、方便的交易方式和稳定、

可靠的电能质量保障。以上体验，将增加用户对能源互联网的忠诚度，

从而为服务提供商带来更大的经济价值，提升投资方的信心，吸引外部

投资，加快能源互联网的发展。 

能源互联网与用户体验相关的另一个场景是电动汽车的充放电。目

前相关的移动充电技术已经基本成熟，并向着无线化的方向发展。在能

源互联网的示范初期，主要是目标是建立完善电动汽车移动充电基础设

施，到了推广期，则需考虑汽车和电网的双向充放电机制。到了成熟期，

电动汽车将实现普及，其充放电对电网的稳定性带来巨大影响，由此需

要进行电动汽车充放电的整体调度。 

2) 经济价值 

能源互联网对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主要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实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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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碳排放权交易，将刺激发电商尽量提高可再生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从而对自然环境产生保护，节约相关能源资源。 

为了通过交易获得经济价值，在未来的电能买卖过程中，生产方和

交易方可以根据自身利益进行市场博弈（如拍卖或竞价）。根据博弈理论，

通过建立合理的交易机制和管理机制， 终博弈结果将达到 佳均衡状

态，根据此状态进行交易，将实现双方利益的 大化。 

售电的经济价值在于通过售电合理安排电力生产，实现能源的高效

利用。 

为了实现能源互联网的整体经济价值，在示范期，主要通过采用低

碳技术和节能技术实现环境保护和能效提升，到了推广期，则主要采用

需求响应和需求侧管理增加能源互联网的经济价值。进入成熟期后，则

需通过源-网-荷-储协同优化，达到发用电的精确平衡同步，实现用电效

率和运行成本的 优化。 

3) 社会价值 

能源互联网所体现的社会价值主要在于减少温室效应和雾霾，并通

过自由交易实现各种能源的按需共享，并实现清洁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替

代，避免能源危机，建立智慧能源。其发展策略将从本地能源高效利用

开始，并通过广泛互联，逐步解决部分地区的弃风、弃光问题， 终实

现分布式能源的大规模接入。 

具体应用：源-网-荷协同 

“源-网-荷”柔性互动是指电源、负荷与电网三者间通过多种交互形式，

实现更经济、高效和安全地提高电力系统功率动态平衡能力的目标。“源

-网-荷”互动本质上是一种能够实现能源资源 大化利用的运行模式。如

图(a)所示，传统电力系统运行控制模式是电源跟踪负荷变化进行调整，

尚未形成明显的互动关系。未来电网由于电源、电网和负荷均具备了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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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特征，将形成全面的“源-网-荷”互动,呈现源源互补、源网协调、网荷

互动和源荷互动等多种交互模式(见下图(b))。 

 

图 2-7 源-网-荷互动内涵 

源网协调是指在现有电源、电网协同运行的基础上，通过新的电网

调节技术有效控制间歇性能源大规模并网及分布式接入电网时的“不友

好”特性，间歇性电源和常规电源一起参与电网调节，使得电源朝着具有

友好调节能力和特性(即柔性电厂)的方向发展；网荷互动是指在电网出现

或者即将出现问题时，通过负荷有计划的主动调节来改变潮流分布，确

保电网安全经济可靠运行；源荷互动是指电源和负荷均可作为可调度的

资源参与电力供需平衡控制，负荷的柔性变化成为平衡电源波动的重要

手段之一。以上 3 种互动其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电源侧、负荷侧

的变化都必须通过作为物理载体的电网进行相互作用,因此,电网必须具

有柔性开放的接入能力和灵活可控的调节能力才能承载“源-网-荷”互动，

即未来电网必须发展成为柔性电网。此外，各种电源的特性各异，且存

在地域和物理特性上的互补性，因此，除了上述 3 种模式外，还存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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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互补模式。 

源源互补 

未来电网的一次能源具有多样性(如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

发电、海洋能发电等)，其时空分布和动态特性均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和广

域互补性，通过源源互补可以弥补单一可再生能源易受地域、环境、气

象等因素影响的缺点，并利用互联大电网中多种能源的相关性、广域互

补性和平滑效应来克服单一新能源固有的随机性和波动性的缺点，从而

有效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减少电网旋转备用，增强系统的自主

调节能力。 

源网协调 

现有电网运行控制是按不同时间尺度综合应用负荷预测、机组组合、

日前计划、在线调度及实时控制等，实现电源和电网的协同控制。随着

间歇式能源的大规模集中并网和小容量分布式接入电网，源网协调主要

体现在：一方面，将规模化新能源与水电、火电特别是抽水蓄能等常规

能源分工协作，进行联合打捆外送；另一方面，根据电网供需平衡需求，

可通过微网、智能配电网等将数量庞大、形式多样的分布式电源进行灵

活、高效的组合应用。伴随源网协调技术的发展，间歇式能源的可预测、

可调度和可控制能力将大为改观，从而克服其“不友好”的特性。 

网荷互动 

作为电力系统功率瞬时平衡的一方，负荷特性及行为特征很大程度

上决定着电网的安全性和经济性。不同负荷对供电可靠性要求是有区别

的，随着需求侧的逐步开放，通过电价政策激励用电侧资源进行主动的

削峰填谷和平衡电力，将成为提高电力系统运行经济性和稳定性的重要

手段；作为备用的另一种形式，可中断负荷是电网可调度的紧急备用“发

电”容量资源，可以经济、有效地应对小概率高风险的备用容量不足，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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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电网的安全可靠运行。随着分布式电源、微网、电动汽车、储能等的

广泛应用，新型柔性负荷具有发电和(或)储能的特性，能够与电网进行能

量的双向交互，可以参与电网调控并可以成为黑启动电源。 

源荷互动 

未来电网是由时空分布广泛的多元电源和负荷组成，电源侧和负荷

侧均可作为可调度的资源。负荷侧的储能、电动汽车等可控负荷参与电

网有功调节，电力用户中的工业负荷、商业负荷以及居民生活负荷中的

空调、冰箱等作为需求侧资源能够实时响应电网需求并参与电力供需平

衡，通过有效的管理机制，柔性负荷将能够成为平衡间歇性能源功率波

动的重要手段。 

柔性电网 

电源和负荷都需要通过电网进行相互作用，这就要求电网必须具备

柔性开放的接入能力和灵活的调节能力。未来电网调度控制中心将综合

各种先进技术和智能化手段，对电网进行主动的监视、分析、预警、辅

助决策和自愈控制，辅助调度员应对电网可能出现的各种扰动，为电源

和负荷的友好互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灵活交直流输电系统的广泛

应用也将为现代电网的安全、经济、可靠和优质运行提供有效的手段，

而静止无功补偿器(SVC)、统一潮流控制器（UPFC）、基于电压源换流器

的高压直流输电(VSC-HVDC)装置等先进电力电子装置具有快速调整有

功、无功功率的能力，能够灵活调节和动态优化电网潮流分布，提升电

网运行的可控性和弹性。 

2.3.3 业务层 

能源互联网的业务流也贯穿于整个电力网络，从发电方的发电业务，

输电、变电、配电方的输电业务，到用电方的用电业务，形成了一条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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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的业务链。下面就业务逻辑单元、利益相关方、交易机制和业务

流动机制对能源互联网的业务层进行分析和研究。 

（1） 业务逻辑单元 

尽管电力系统功能分为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电和调度等六

个单元，真正的业务逻辑实体仅存在发、配、售三个方面。相比于传统

电网，能源互联网业务改变主要集中于配电业务和售电业务两个方面。 

由于能源互联网中微网的出现，业务逻辑单元中增加了对分布式可

再生能源的接入业务和销售业务。由于微网中采用了分布式可再生能源

发电装置，且微网内多余的电能会反馈到主干电网中，因此配电网需要

对其进行管理和控制，由此产生了新能源接入业务和微网配电服务。同

时，分布式可再生能源需要进行局部消纳，或与其它微网进行共享，由

此，需要增加与分布式能源销售相关的业务逻辑单元。 

（2） 利益相关方 

发电业务：对发电业务，其主要的利益相关方为发电方和用户。发

电方从发电中获取利润，用户通过使用电能实现相关的工作和生活。由

于发电方追求利润的 大化，而同时用户追求尽可能小的用电成本和稳

定的电能质量，二者相互制约，并在自由交易的情况下，形成了发电方

和用户的博弈。根据纳什博弈均衡理论，二者的博弈存在一个 优点。

该 优状态是发电业务所追求的目标。 

不同于传统的电力网络，能源互联网实现了微网内的分布式发电，

由此，在发电业务中增加了两个利益相关方，即分布式发电方和分布式

发电相关用户。这两个利益相关方同样追求利益 大化，但其目标建立

在 大化消纳本地可再生能源的基础之上。 

由于能源互联网售电业务的放开，能源服务公司可以充当用户的代

理或中间商，因此也算一种特殊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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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业务：配电业务的利益相关方包括配电公司和用户。在传统电

力网络中，因为用户需要通过配电网络使用发电方提供的电能，使用了

配电方的电力基础设施，出于建设成本、运营成本和盈利，用户需要向

配电公司支付相关输电费用，该费用一般可由发电方（大客户直供）或

能源服务公司代为缴纳，并将其计入卖电价格之中。 

以上在能源互联网中同样存在，同时在能源微网中，还存在分布式

发电，而其电力的传输和使用可以不用经过配电公司建立的输配电网络，

由此不存在配电业务的利益相关方（除了微网配电）。实际上，配电业务

的利益被合并到了发电业务或售电业务。 

售电业务：对于传统网络，由于对电力系统的管控，用户只能从电

力公司购买电能，相关的利益对象仅包括电力公司和用户。而在能源互

联网中，出于对售电业务的放开，各种能源服务公司均可以进行售电业

务，利益相关方扩大为电力生产公司，能源服务公司以及各类用户。 

（3） 交易机制 

在传统能源互联网中，一般用户只可以以固定价格从电网公司购买

电能，而大用户可以与电网公司签订独立的供电协议。交易机制较为简

单，价格固定，电网公司会承担一定的风险。如果在电能传输过程中使

用了配电网的基础设施，可以由发电商或电力服务公司向配电方缴纳一

定的网络租用费用，并将其计入 终销售价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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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业务分析 

随着能源互联网的出现，发电端和售电端均被放开，将出现许多独

立的发电公司和能源售电服务公司。此时，除了大用户可以与发电公司

直接签订用能协议之外，主要通过发电公司与能源服务公司签订购电协

议（批发），同时能源服务公司与用户签订用电协议（零售），并提供不

同种类的用电服务。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所需要的能源服务公司。

如果用户与服务公司之间采用固定电价，而服务公司与发电公司采用实

时电价，会给服务公司带来一定的购电风险（国外已有相关的案例）。而

通过在用户端采用分时电价或实时电价，电力能源的消费成本会与用户

的用电成本直接相联系，可以降低服务公司所承担的部分风险。 

在能源互联网交易机制中，需求侧管理或需求响应成了一个重要的

部分。当发电方因为出现电力负荷尖峰而采用其它临时性发电设备时，

辅助发电设备的临时性使用会带来极大的发电资源浪费，从而从整体上

增加了发电成本。在传统电网中，调度人员可以通过切负荷的方式强制

部分电力设备的使用，以保障更重要设备的用电安全，这种粗鲁的做法

会对设备相关企业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破坏电力社会的整体和谐。 

在能源互联网中，通过从“以用电决定发电”向“以发电决定用电”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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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变，人们开始研究需求侧管理和需求响应相关技术。二者通过经济

的刺激，引导用电用户改变自身的用电特性，从而实现“消峰填谷”或发电

与用电的精确匹配。要实现该目的，能源服务公司可以通过制定可变电

价，如“分时电价+尖峰电价”或“实时电价”，引导用户在高价格期间减少

对电能的使用，将使用转移到低价时段。或者对用户在高峰时段的节点

行为设立相应补贴，同时签订相关合约以保证避免尖峰负荷的出现。 

目前国外已经进行了关于建立能源互联网交易平台的相关实验，如

德国的 E-energy 或美国的 Opower，通过交易平台的建立，人们可以获得

更廉价的电力来源，电力来源的多样性也得到了保证。 

（4） 业务流动机制 

在传统电网中，发电-输电-售电相关业务形成了链式反应，业务流在

该架构下单向流动，前者的业务质量决定了后面部分的业务质量，造成

用电效率的低下和较高的发用电代价以及大量不必要的基础设施投入。 

到了能源互联网，基于先进的信息流基础设施，信息流的双向流动

以及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广泛接入，造成了业务流也呈现出双向流动的

趋势（主要在输电和售电端）。即电力消费者也是电力生产者，它在消费

电能的同时，也可以向主干网传输能源，由此产生了相关的业务和业务

双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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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业务维度划分 

示范期 推广期 成熟期

工控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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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损失 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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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业务层相关技术和应用 

业务层包括阶段、业务、属性三个维度。每个维度分别包含示范期、

推广期、成熟期，和工控层、调度层、策略层以及物理属性、商品属性

和社会属性等方面。 

（1） 业务-阶段维度 

该维度包含基于阶段演进的各层相关业务。 

1) 工控层 

相关业务实现包括从微网分布式能源接入发展到配网分布式能源接

入并 终实现分布式能源的大规模普遍接入。因配网相对于微网缺少一

定的隔离措施，加上分布式能源生产的波动性，对电网的稳定运行冲击

更大，需要采用更好的监测和控制技术和设备，同时利用储能设备，实

现对网络能源利用的动态平衡和实时调度。 

该层还将采用冷热电三联供、冷热泵等技术。通过相关技术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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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各种能源的互补性，建立能效服务平台，实现能源的梯级利用，以

减少能源消耗，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通过逐步减少石化能源的比重，能

源互联网将 终达到以清洁能源替代传统石化能源，使电力生产方式成

为能源利用的主要方式。 

2) 调度层 

微网是能源互联网的基本组成单位，其独立操作和能量自治是保障

能源互联网安全稳定运行的一大特点和优势。因此调度层首先应该实现

基于微网的自动调度和控制，需要通过相关监测设备对自身并网、离网

状态进行感知，并根据各种状态采用不同的控制策略，充分利用微网内

部的分布式能源发电和分布式储能，保证其重要设备的持续能源供应。 

能源互联网调度运行需要在保证内部的能量自治单元（如微网）可

靠运行的同时，实现自治实体间的分布式协同调度。 

能源互联网的电力生产并不局限于一种能源来源，且各种能源生产

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因此多能互补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一种

重要途径。并且随着能源互联网规模的扩大，不同地域间的能源生产和

消费同样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可以进一步实现跨时空全球多维多能互补。 

调度层的 终目标是实现全球全网综合调度，在微网内部实现发配

售一体化。 

3) 策略层 

能源互联网的一个重要的业务实体就是能量管理系统（EMS），介于

能源互联网的复杂性拓扑架构，为了方便管理，减少处理时延和通信带

宽需求，可以实现分层分级的 EMS 管理体系，其等级划分将依据网络的

规模或覆盖范围。 

在管理系统之上，能源互联网需要实现一体化、自动化、智能化的

网络操作运营，并同时逐步完善电网的自动保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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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能源互联网相关业务将覆盖支持网络运行的各个功能，具体

包括状态分析、态势感知、拓扑优化和网络自愈等。并 终利用跨层技

术实现能源互联网业务安全保障体系。 

（2） 属性-业务维度和属性-阶段维度 

基于物理属性，在工控层、调度层和策略层的相关技术包括多时间

维度负荷预测（基于时间范围，可以分为超短期、短期、中期和长期预

测），发用电平衡同步（保持发电量与用电量的精确匹配）和风光伏建模

（基于对风光伏发电量的预测进行实时电网调度）。 

在物理属性方面，需要逐步实现在线监测与预警、分布式电源与新

能源并网、智能变电站、信息化架构建设、集中策略与分层分布控制以

及调控一体化等技术和应用。 

基于商品属性，在工控层、调度层和策略层的相关技术包括多目标

优化（一般以生产代价 小化，用电效率 大化，减少环境污染等为目

标，可以采用二次编程等技术），需求竞价和辅助服务（通过对用户负荷

进行有效管理和引导，实现用电曲线的平稳化，达到用电端与发电端的

供需匹配），以及用电服务和扩展服务（基于相关服务，可以挖掘电能商

品的潜在价值，和网络相关价值）。 

在商品属性方面，能源互联网需要逐步完善其相关交易机制，首先

需要实现包含各个层面的电力双向自由交易，然后通过建立虚拟电厂等

方式整合各种分散式发电资源，以方便调度和使用，并 终利用目前已

经普及的互联网络，建立实现 O2O 用电平台。 

基于社会属性，在工控层、调度层和策略层的相关技术包括用电质

量保证（好的用电质量能够保证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正常运行，减少因故

障或异常引起的经济损失），运行风险 小化（基于运行风险 小化原则

进行合理调度，可以降低在用电高峰出现电力中断等严重电力事故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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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保障合理的电能质量），需求侧管理（在策略层面上实现电能的基本

保障）。 

在社会属性方面，首先需要利用各种先进技术和设备实现能量损失

小化（涉及发、输、配、用等各个方面），并进一步对用电需求整形（以

减少需求波动，降低边际发电成本）， 终通过发电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

的结合，实现发用电精确匹配。 

具体应用：虚拟电厂 

虚拟电厂指通过分布式电力管理系统将电网中分布式电源、可控负

荷和储能装置聚合成一个虚拟的可控集合体，参与电网的运行和调度，

协调智能电网与分布式电源间的矛盾，充分挖掘分布式能源为电网和用

户所带来的价值和效益。 

虚拟电厂=发电系统（DG）+储能设备+可控负荷+通信系统。 

虚拟电厂的提出是为了整合各种分布式能源，包括分布式电源、可

控负荷和储能装置等。 

虚拟电厂主要由发电系统、储能设备、通信系统构成，见下图： 

 

图 2-10 虚拟电厂组成 

1. 发电系统主要包括家庭型(domestic distributed generation，DDG)

和公用型(public distributed generation，PDG)这 2 类分布式电源。

DDG 的主要功能是满足用户自身负荷，如果电能盈余，则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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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的电能输送给电网；如果电能不足，则由电网向用户提供电能。

典型的 DDG 系统主要是小型的分布式电源，为个人住宅、商业

或工业分部等服务。PDG 主要是将自身所生产的电能输送到电网，

其运营目的就是出售所生产的电能。典型的 PDG 系统主要包含

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装置。 

2. 能量存储系统可以补偿可再生能源发电出力波动性和不可控性，

适应电力需求的变化，改善可再生能源波动所导致的电网薄弱性，

增强系统接纳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能力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

发电和用电之间的严格同步性约束。 

3. 通信系统是虚拟电厂进行能量管理、数据采集与监控，以及与电

力系统调度中心通信的重要环节。通过与电网或者与其他虚拟电

厂进行信息交互，虚拟电厂的管理更加可视化，便于电网对虚拟

电厂进行监控管理。 

根据虚拟电厂信息流传输控制结构的不同，虚拟电厂的控制方式可

以分为：集中控制方式、分散控制方式、完全分散控制方式。 

1. 集中控制方式下的虚拟电厂可以完全掌握其所辖范围内分布式

单元的所有信息，并对所有发电或用电单元进行完全控制。 

2. 分散控制方式下的虚拟电厂被分为多个层次。处于下层的虚拟电

厂的控制协调中心控制辖区内的发电或用电单元，再由该级虚拟

电厂的控制协调中心将信息反馈给更高一级虚拟电厂的控制协

调中心，从而构成一个整体的层次结构。 

3. 在完全分散控制方式下，虚拟电厂控制协调中心由数据交换与处

理中心代替，只提供市场价格、天气预报等信息。而虚拟电厂也

被划分为相互独立的自治的智能子单元。这些子单元不受数据交

换与处理中心控制，只接受来自数据交换与处理中心的信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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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接受到的信息对自身运行状态进行优化。 

基于虚拟电厂能够带来的巨大收益，国外已经具有了虚拟电厂的先

例，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EnerNOC，运营中心具有需求侧响应和管理

的能力，为电厂及用电客户提供服务，外包管理超过 27GW 电力，客户

包含超过 14,000 家网点的企业和电厂，形成全球 大的虚拟电厂，

EnerNOC Open 致力于提供开放电网、开放标准、开放平台下的开源能量

管理解决方案，受到了广泛关注。 

2.3.5 信息层 

在能源互联网中，各层的实现均离不开信息流的支持，换句话说，

信息流是价值流、信息流以及后面提到的能源流实现的功能基础。信息

流的运行离不开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下面就信息的采集、传递、应用和

与其它流的交互进行分析。 

（1） 信息的采集 

在传统电网中已经建立了对电网信息的采集系统，如基于 PMU 的

WAMS 系统和基于 RTU 的 SCADA 系统。前者的 PMU 设备采集频率较

高，功能较为完善，主要进行实时电能相位测量，但生产成本较高，目

前仅部署在高等级电压的重要设施之中。 

RTU 成本较低，但采集频率仅为秒级，无法满足电网实时精确控制

的需求，且测量功能较为简单。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传统电网的信息采集无法完全覆盖整个电力

传输网络，容易形成测量盲点，且不重视对用户信息的测量。而在能源

互联网中，预计通过先进、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可以实现对网络任意

设备、任意细节的信息采集（包括用户设备），从而获得及时的全网状态

数据，实现对网络整体性能的精确了解，从而制定出 优的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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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的传递 

在传统电网中，由于通信基础设施的限制，信息仅能实现单向传递，

无法进行信息交互，极大的限制了电网控制系统的性能。 

而在能源互联网中，通过对通信设施的改造，形成了网状的信息交

互网络，信息流可以双向流动，可以实现任意设备、任意人员、任意系

统的交互，交互的灵活性大大增加，网络的控制和运行变得更加协调，

可以充分体现出能源互联网的开放、互联、对等、分享的基本特征。 

在现代电力网络建设中，电力光缆中预留了充足的光纤通信信道，

从而大大节省了电力网络中通信系统的建设成本。由此决定了光纤通信

适合于能源互联网的信息流交互，其大容量、低噪声、低干扰、无辐射、

高发展潜力的特点使得能源互联网的主干网通信设施普遍期望采用光纤

通信，并试图将其扩展到接入网的层面（例如通过以太网 pon，EPON）。 

能源互联网的信息流接入网通信中，除了光纤通信，电力线通信和

无线接入通信也是有力的竞争者。电力线通信基于无需额外的通信线路，

从而极大的减少了运行成本，但电磁干扰和高噪声是其主要缺点，需要

进一步技术改进。 

无线接入技术，由于其具有较高的移动性，较多的通信技术（3G，

4G，5G，WiFi，WiMax，ZigBee），且这些技术具有不同的通信距离和

通信质量，可以覆盖一个城市中的任意大小的范围，由此导致了其较高

的灵活性，但安全接入和电磁辐射是其存在的两个潜在问题。 

（3） 信息的应用 

在传统电力网络中，处于信息来源的限制，系统操作人员只能根据

这些不完全的信息对电网运行进行粗粒度的状态分析与控制，其分析和

控制功能相对简单，如进行模糊区域间电能调度或人工进行故障定位等。 

到了能源互联网，基于物联网技术和信息-物理融合，操作人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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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整个电网的运行状态进行精确、细致的理解，同时应用大数据技术和

云平台，通过云数据中心和综合控制中心，在要求的计算时延范围内，

分析、制定出合理的控制控制动作和控制策略，并通过高速通信网络，

准确无误的将控制命令传递给控制对象，从而保证相关策略的及时、有

效执行。 

（4） 信息流与其它流的交互 

通过对相关信息的采集、传递和应用，能源互联网将表现出越来越

高的智能性和可控性，信息流与其它流的联系也将愈发紧密，表现出高

度的互动性。 

信息流和价值流：可以说信息决定了价值，价值流的实现需要以信

息流为基础，如在发电方的负荷预测，输、变、配方的监测数据采集，

以及用电方的实时电价和用电信息获取。同时信息流需要以价值为根本

出发点决定信息的传输方式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构建。 

信息流和业务流：信息流和业务流是并行不悖的两个实体，但业务

流和信息流之间相互依赖，信息流需要根据业务流特点和内容来制定信

息传输内容和信息传输方式，并建立相应的信息应用。业务流需要借助

信息流完成业务的建立、实现和监控。 

信息流和能量流：能量流动需要保证其安全性，可靠性和有效性，

由此需要对每个传输环节进行严密的监控，这一切离不开信息流的支撑。

同时，在能源互联网中，能量流是信息流赖以生存的基础，没有能量传

输，信息流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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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信息层分析图解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能源互联网中，需要以价值流为导向，实

现信息流与业务流和能源流的互动，信息流、业务流和能源流的融合将

是未来能源互联网的重要发展趋势。 

2.3.6 信息维度划分 

信息层包括阶段、信息和演进三个维度。每个维度分别包含示范期、

推广期、成熟期和采集、传输、应用以及智能化、信息-物理融合、基础

设施一体化等几个方面。下面对此进行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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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传感/信息集中

大数据

 

图 2-12 信息层相关技术和应用 

（1） 信息-阶段维度 

该维度主要包括基于阶段维度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相关技术发展情

况。其中传输涉及到能源互联网通信系统，而采集和应用则可归于能源

互联网信息系统。 

1) 能源互联网信息系统 

1. 采集 

采集和监控密不可分，是能源互联网运行的基础，采集结果的实时

性、精确性和完整性决定了能源互联网的整体性能。采集系统包含标识、

传感、集中等几类技术。在列举相关技术之后，将对相关系统和设备进

行介绍。 

标识技术 

标识技术包括 RFID、二维码、三维码、生物特征识别（虹膜、指纹）

等，其中 RFID 利用射频通信技术，无需与被测物体进行接触就能进行信

息交互，从而实现设备身份信息的自动化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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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互联网中，人与设备或设备与设备之间的通信必不可少，物联

网标识是设备自动化操作的前提条件。随着技术的发展，RFID 标识技术

将与传感和自动控制等技术相融合，实现标识、传感、控制的一体化，

构建无处不在的物联网网络。 

传感技术 

传感功能一般通过使用嵌入式传感器（或传感器网络），对电网内主

要设备、设施、线路和环境进行监测或控制，采集相关设备的状态量、

电气量或量测量，并主要通过无线接入网将数据传输到上层控制设备。 

传感是智能感知和智能量测的基础，在能源互联网中将得到广泛应

用。传感设备将向着低通信功率、高带宽利用率、通信模式多样化、受

环境影响小、能源自供给等方面发展。 

信息集中技术 

为了合理利用网络频谱资源和时间资源，减少传输能量开销和通信

包头开销，本地集中处理必不可少。经过集中处理，在共享通信资源的

同时，可以有效的去除噪声，恢复丢失的部分数据，去除信息中的冗余，

提高网络的并发用户数量。 

由于能源互联网所收集的数据量巨大，数据格式各不相同，且存在

着噪声和丢失，因此数据集中将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未来的数据集

中将着重于提高本地信息处理性能和效率，设置统一的数据转换格式，

提取本质特性数据，降噪和判断异常等方面。 

采集系统和设备 

在传统电网中已经建立了对电网信息的采集系统，如基于 PMU 的

WAMS 系统和基于 RTU 的 SCADA 系统。这些采集系统可以融合到能源

互联网的采集系统之中。 

RTU 成本较低，但采集频率不高（秒级），没有统一的时间标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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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测量相位信息，无法满足部分能源互联网实时精确控制功能的需求。 

PMU 设备采集频率较高，功能较为完善，可以进行实时电能相位测

量以检测系统异常，同时通过 GPS 实现对数据的精确定时，从而可以有

效提高系统对故障和异常的实时检测能力，保障系统的安全。但 PMU 生

产成本较高，目前仅部署在高等级电压的重要设备和线路之中，其规模

难以适应能源互联网的要求。 

能源互联网在用户侧，主要通过安装智能电表实现用户数据采集。

该设备在传统电网中，作为 AMR 系统的一部分，已经部分替代了传统电

表，但普及率偏低，功能也不太完善。通过提高智能电表的普及率和性

能完善，并与 SCADA/RTU 监测系统和 WAMS/PMU 监测系统相结合，

共同形成能源互联网高级测量基础设施，实现对全网信息的精确、广泛

测量和采集，是能源互联网成熟期的主要目标。  

2. 应用 

信息的获取是为电网运行和控制而服务的。在传统电力网络中，出

于信息来源和通信技术的限制，系统操作人员只能根据采集到的不完全

的信息对电网运行进行粗粒度的状态分析与控制，从而导致其控制策略

相对简单，如只能进行粗略的区域间电能调度或人工进行故障定位等。 

到了能源互联网，基于物联网技术和信息-物理融合，操作人员可以

对整个电网的运行状态进行及时、精确、细致的理解，同时应用大数据

技术和云平台，通过云数据中心和综合控制中心，在要求的计算时延范

围内，分析、制定出合理的控制动作和控制策略，并通过高速、鲁棒的

通信网络，准确无误的将控制命令传递给控制对象，从而保证相关策略

的及时、有效执行。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数据中心和云平台将是信息应用的物理基础，

并可以在此基础上实现大数据分析(其计算方式包括并行计算、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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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计算和云计算)。通过这些计算工具，能源互联网将能够实现负荷建

模、负荷预测、故障定位、需求响应等功能，并 终实现全网态势感知。 

安全防护体系 

另外，对于整个能源互联网系统，需要建立实现信息通信安全防护

体系，这在每一个阶段均需要考虑，但可以随能源互联网功能的完善而

逐步实现。其基本的技术包括：系统隔离、虚拟化、鉴权、加密、认证、

数字证书、密钥管理公共设施等。 

2) 通信系统 

传递 

与传统通信网络类似，能源互联网的通信方式可以分为有线和无线

两种。相比有线通信，无线通信具有建设成本较低，部署快速等优点，

因此在能源互联网建设初期和中期具有一定的性价比优势。但无线通信

同时具有安全威胁较大，使用成本较高，易受干扰等缺点，因此随着能

源互联网的建设完善，其将逐步被光纤通信所取代，并与电力线通信一

样，成为能源互联网通信的辅助备用设施和技术。 

在示范期，出于价格和技术上的限制，有线通信可以采用传统光纤

通信和窄带电力线通信，其特点在于通信速率优势并不显著，但可以实

现相关技术设备的平滑升级。而此阶段的无线通信可以使用 2G/3G 和

WiFi。 

到了推广期，通信容量需求进一步增加，有线通信可以采用性能更

高的 EPON 或 GPON 光纤通信技术和以 OFDM 技术为基础的宽带电力线

通信。而无线通信则可采用性能更高或更加节能的 4G，5G，WiMax 和

ZigBee 等通信技术。 

到了能源互联网的成熟期，由于光纤基础设施已经普遍铺设，全光

网络将成为可能，基于光纤通信容量大、速度高、保密性强、无电磁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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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等特点，可以保证能源互联网相关信息的快速、有效传输，为能源互

联网提供强大的功能支持。 

目前，基于 TCP/IP 协议的广泛应用及其建立的强大信息通信网络和

平台，可以考虑在能源互联网中继续使用，作为其通信基础。但是，已

有研究表明，目前的协议普遍很难满足在紧急情况下（故障、自然灾害），

能源互联网的通信时延要求，需要考虑对已有协议的进一步简化和改进，

或设计更高性能的通信协议流程和通信网络架构，该问题将是未来能源

互联网信息通信系统建设的重要研究目标。 

（2） 演进-信息维度和演进-阶段维度 

本维度将描述在能源互联网演进过程中，信息层面所使用的相关技

术和应用。 

1) 智能化阶段 

能源互联网信息层面采集、传输和应用的智能化体现在自适应采集，

跨层通信和智能代理等方面。通过这些智能化技术，可以显著提高网络

的运行效率，减少控制开销和处理流程的复杂度。 

智能化能源互联网在示范期需实现的主要功能包括智能分析、智能

判断和智能交互，在推广期则为智能调度、智能传输和智能感知，到了

成熟期，其目标是全网智能化，包括智能化应用和智能化服务。 

2) 信息-物理融合阶段 

在该阶段，能源互联网信息层面采集、传输和应用将以信息-物理融

合为主要特征，相关技术包括嵌入式传感器、共缆传输、光纤与电力线

组成复合光电缆，以及无线传感器网络等。 

在能源互联网的示范期，信息-物理融合体现在嵌入式设备的研制和

使用，到了推广期，则会形成嵌入式系统，实现它与电力相关基础设施

的融合。 后在成熟期。则需要实现基于业务流、能源流和信息流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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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融合，并在全网范围内实现融合。 

3) 基础设施一体化阶段 

这里强调的是信息-物理基础设施一体化，它是信息物理融合技术的

进一步发展。在采集方面，系统需要融合物联网和车联网的相关技术和

服务，在传输方面，系统需要融合信息互联网相关技术和服务，到了应

用层面，则可实现软件定义能源互联网与柔直技术的联合运行。 

在示范期，基础设施一体化需要实现能源系统和信息系统基础设施

的一体化供能和一体化安装建设，到了推广期，需要实现线路/设备的一

体化，以方便控制和管理，到了成熟期，则需要实现相关线路和设备的

操作/管理的一体化。通过一体化进程，可以大幅提高系统性能，减少操

作延时和复杂度，方便实时控制交互，提高设备的利用效率，实现信息

系统与能源系统的互补。 

具体应用：大数据 

能源互联网可以实现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接入，具有微网集

群间或微网和主干网间的电力双向自由共享，用户按需响应，以及利用

大规模储能设施实现削峰填谷等功能。系统具有很大的计算复杂度和较

严格的处理传输时延，以及海量的数据存储需求，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将

成为必然。同时，能源互联网由于其开放、对等、互联、分享等特征决

定了能源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要求[31]。 

首先，能源互联网的能量和信息交换是以开放平台和架构为基础的，

任何节点(无论是电源、电网还是用户)都可以随时加入和离开，这对于大

数据管理的标准化和安全性方面的要求都会比较高。 

其次，能源互联网节点间是对等互联进行能量和信息交换的，相当

于一方面要完成传统能量管理系统的功能，同时还要保证系统的分散协

同。例如一个区域能源互联网就要具有独立运营实体和能量管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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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运行的稳定性、电能质量、以及与用户的互动等，都对数据的采集、

通信和处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后，能源互联网要支持灵活的能量和信息分享，尤其是新能源的

接入、分散式能量管理和与用户负荷互动的加强，对数据处理的实时性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源互联网是未来实现电力市场和实时电价的基础，

因此大数据处理的实时性要支持从底层的能量交换控制、上层的能量路

由与管理，乃至新的商业模式和市场机制等等，大数据采集、分析和处

理的速度要求更高。 

大数据分析在能源互联网中的应用包括负荷建模、负荷预测、状态

评估、电能质量监测与控制、需求侧管理与响应、分布式能源接入、多

能调度规划、自动故障定位、系统安全与态势感知等。 

1. 负荷建模 

作为电力大数据和云平台的结合，负荷云库概念被提了出来。负荷

云库主要利用云平台存储的能源互联网负荷相关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

以辅助实现能源互联网相关应用。 

例如，对于负荷建模，所考虑的数据越全面，采样频率越高，数据

质量越好，负荷参数估计的精确度和鲁棒性也会越好，其大数据应用性

能将会得到明显提升。而根据负荷云库的设计，可以提供经过预处理的，

与能源互联网范围内负荷有关，覆盖各个方面和技术细节的海量数据，

从而将显著提高负荷建模的性能，进而提高电力系统的整体性能。负荷

建模是能源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的主要应用，其结果可以用于负荷预测、

电力调度、故障定位和实时仿真。负荷建模决定了能源互联网大数据分

析的整体性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传统电网中，负荷辨识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由于缺乏整体全面

的监测数据，导致只能以保守度换取大的可靠度，不仅造成设备的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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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运行效率也受影响。 

到了能源互联网阶段，采用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系统可以采集到

覆盖整个系统的全面海量数据，在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支撑下，电力负荷

的精确辨识将成为可能。 

2. 负荷预测 

能源互联网的正常运行和调度离不开负荷预测。为了实现负荷预测，

除了利用大量在线数据，还需要海量的历史同期数据和天气环境数据，

大数据技术支持必不可少。 

负荷预测可以用于各种情况。针对云平台中主负荷短时波动的特点，

有文献提出利用贝叶斯模型进行长间隔的均值负荷预测，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 

在网格环境中，有文献提出基于数据聚集的自适应长期负荷预测模

型，性能超过了以前使用的均方误差算法。作为自动发电控制的一部分，

相关文献提出基于神经网络的超短期负荷预测，实现了实时发电控制。 

对于传统的负荷预测，由于数据的不充分和分析能力受限，难以得

到十分有用的结果，能源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通过大数据采

集和高性能分析技术，精确负荷预测将成为可能。未来的负荷预测将向

着适应各种时间维度和空间复杂度，预测结果更加精确、更加及时有效

的方向发展。 

3. 状态评估 

状态评估主要对状态进行分类以确定系统所处的状态。如基于电压

的稳定性评估，决定系统是否处于失稳状态。根据电力系统所处的状态，

可以制定相应的操作决策。由于对每个监测点都需要进行相应的时间序

列分析，同时需要考虑节点间的位置关系，节点多、采集频率高，计算

任务重，需要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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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电力系统的状态评估多与电能质量、故障恢复和安全性有关。

有文献将状态评估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对智能分布电网的自愈控制技术

系统进行了研究。有文献使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基于贝叶斯分类，进行

了电能暂态质量评估。存在文献根据组件重要性和操作状态，对电力系

统安全进行了风险评估。 

将状态评估应用于大的电力网络，需要进一步提升其计算效率和分

类准确性。随着能源互联网性能要求的提高，需要扩大状态评估的范围，

考虑节点间的关系，达到对网络整体性能的了解，实现全局状态评估。 

4. 电能质量监测与控制 

电能质量包括输变电网络的各种电气特征，如有功、无功、压降、

谐波和频率波动等。电能质量决定了电网的性能和用户的用能体验，是

用户和电网运营商的主要交互信息之一，将 终决定双方的收益，因此

不可忽视。随着分布式电源越来越多地接入配电网，用户对电能质量的

要求越来越高。对于能源互联网，为了解决传统电网的计算精度不足等

问题，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提高采集点的数量和采集数据的频率，尤其

对于电压暂降等暂态问题的分析，其规模将达到大数据实现的程度。因

此，该功能同样需要大数据分析。 

电能质量是电力系统的一个重要指标。有文献基于分散度方法，提

出了一种区域性电网电能质量的广泛估计模型。存在文献基于时频分析

理论，对功率质量监控进行了算法研究，能够精确定位暂态信号每个频

率成分出现的时间。存在文献对风力电厂的电能质量进行了研究，同时

讨论了谐波造成的电压、电流失真。 

5. 需求侧管理与响应 

随着的能源互联网的发展，用户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通过电

力网络通信技术，用户能够与发电方进行交互，协商决定电能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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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用户间也可以进行能源共享，供需关系变得复杂化。 

因此，需求侧管理在能源互联网中变得更加重要。需求侧管理需要

利用海量的实时和历史数据实现负荷预测相关功能。网络越大，数据量

越大，大数据分析工具将是重要手段。 

需求侧管理主要是为了节省能源或保证供电的持续性和平稳性。有

文献根据电器使用模式，使用自适应能源节省策略，实现了一个以用户

为中心的灵活能量管理系统。存在文献根据不同的因素加权，设计了智

能的需求侧管理系统。存在文献使用微存储和需求侧管理相关技术，建

立了光伏发电网络。 

需求侧管理与响应将向着更加智能化、自动化和个性化的方向发展。

除了需求侧管理之外，还存在能源互联网区域间的协调管理问题。 

6. 分布式能源接入 

分布式能源的大规模接入是能源互联网的基本特征之一，体现了能

源互联网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同时也将影响网络的稳定性。随着能源互

联网的发展，分布式能源的接入规模将越来越大，所采集的能源设备状

态数据和电力相关数据也随之增加，需要使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其进行

分析预测和有效调度。 

对于能源互联网，分布式能源接入主要通过微网实现。有文献针对

拥有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微网，研究了以 小开销为目标的能源调度制

定模型。存在文献针对分布式能源，使用智能微网将其与主干网相隔离，

并 大化分布式能源的使用。存在文献讨论了在中国发展智能电网所遇

到的新挑战，其中包括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的接入。 

分布式能源接入将向着更大规模接入和更有效本地消纳、更高传输

效率与共享、多能互补等方向发展。 

7. 多能调度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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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能源的接入提高了电力网络的经济性和灵活性，但各种分布

式能源的生产特性互不相同，且有一定的互补性，统一调度与规划才能

同时提高系统的经济性和稳定性。因此多能调度与规划是必要的。随着

调度规划所需的数据量不断扩展，且性能要求不断提高，大数据分析将

是有效的技术。目前，能源互联网的多能调度与互补是研究的热点。有

文献基于仿真，对建筑物的多种能源形式进行管理和调度，性能得到提

升。存在文献通过 低开销优化模型，在不同的操作模式下，建立了风

－光－氢混合能源生产系统的规划策略，提高了可靠性和灵活性。针对

多时间尺度和使用冷—热—电多种能源类型的微网，有学者提出了相应

调度解决方案，实现了微网的可控性。 

8. 自动故障定位 

借助于大数据分析技术(如关联方法)与传统故障定位技术相结合，有

可能提高定位精度和速度。配电网中的故障定位主要使用矩阵方法，该

方法原理简单，但对于错误数据比较敏感。此外，人工神经网络、遗传

算法和蚁群算法也可用于故障定位。 

能源互联网中的故障定位将向着适应复杂拓扑结构、多电源、源—

网—荷协同，进一步提高定位精度和减少定位时延的方向发展。 

9. 系统安全 

系统安全贯穿于整个电力网络。例如为了进行农村地区的电网安全

评估，有文献提出了相关系统指标和方法。基于估值模型，存在文献对

电网的安全和效率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研究。根据智能电网中工业控

制系统和信息技术系统各自的安全需求，有文献提出不同的安全管理方

法。 

系统安全将向着集中控制与分散协作相结合，整体控制与局部控制

并重的方向发展。对于能源互联网，信息系统与控制系统将紧密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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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系统安全的要求更高，目前专门针对能源互联网的整体安全研究还很

少。 

10. 态势感知 

态势感知用于电力系统并不少见，有文献基于知识发现，提出了网

络安全态势感知的整体框架。存在文献提出若干方法用于增强电力系统

控制中心的态势感知功能。采用视觉化方法可以增强操作人员对大规模

的电力系统的态势感知。目前，基于配电网络的态势感知仍处于研究阶

段，其计算量较大，花费时间较长，感知效果并不理想。 

对于能源互联网态势感知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它可以对网络运行状

况及发展趋势进行实时感知和预判，从而提前做出决策，进行有效控制，

实现系统即测、即判、即控的目标。随着监测节点的增加，态势感知所

需分析的数据组合将呈爆炸性的增长，对大数据分析技术的使用成为必

然。 

以上列举的应用相互之间有一定的依赖和支撑关系，它们共同构成

了能源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系统的应用场景。此外，实际上能源互联网的

实现还涉及设备管理、能量交易、运营管理、服务政府等其他方面的应

用，也都需要大数据技术的支撑，这同智能电网相关方面的需求类似。 

2.3.7 能源层 

能源互联网的 终目的，是实现对能源的有效利用，能源互联网所

具有的所有基本功能均需为能源的生产、传输和利用服务。下面将就能

源层组成元素，能源拓扑，区域间能量平衡和自治进行分析： 

（1） 组成元素 

在传统电力网络中，能源层的组成包括发电节点、输电线路和用电

设备。其中发电节点主要是集中式的大规模发电系统，也不排除较小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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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区域供电系统。输电线路为国家铺设的基本输电基础设施，用电设

备包括大型用户和普通用户。 

在能源互联网中，发电设备增加了分布式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

或具有更高能源使用效率的冷热电联供系统。输电线路在微网内可以是

微网自身建立的短距离、小规模能源互联网输电线路，如柔性直流输电

系统等。用电设备中新增了电动汽车，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车联网。另

外，能源互联网中安装了许多分布式储能设备，通过这些设备，可以辅

助实现能源互联网的用电平衡。 

（2） 能源拓扑 

传统电网的能源拓扑主要是星型或树型，在实现了电力的高效传输

的同时，也暴露出网架脆弱的确点，上游的故障会影响整条线路的运行，

因此配电网故障频发，故障定位和查找相对困难。 

能源互联网的输电线路则突破了辐射型的结构，可以在微网内形成

环状拓扑，并且在微网间形成网状拓扑，由此网络能源传输的鲁棒性得

到大大的提高。同时，基于广泛部署的先进监控装置和计算方法，可以

实现自动的全网故障定位。 

（3） 区域间能量平衡和自治 

传统电网的能量平衡是通过人工调度实现了，基于冗余换可靠性的

思想，人工调度通常具有较大的冗余，很难实现精确管理，运行效率低

下。 

能源互联网由于大量接入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会产生明显的能量波

动，区域间的能量调度会变得更加困难。通过对能源消费各个环节的实

时监测，同时基于毫秒级的数据采集频率，以及细粒度、高精确性的调

度算法，能源互联网有可能实现网络内任何区域间的能量平衡。同时，

通过高效、智能的分析系统以及计算仿真，结合储能装置，可以充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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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同能源间的多能互补特性，通过有效调度，保证电网的供需平衡。

通过储能装置，打破了电力使用的供需平衡约束，是区域调度平衡的

有效的技术之一。 

基于本地的用电负荷预测，结合本地调度机制，以及分布式储能装

置的辅助，可以实现区域内的能量自治，即可以将能源互联网划分为若

干用能区域，在区域内进行独立的用能调度和管理，区域与外界的接口

是能量（能源）路由器，能量路由器承担了能源的接入、切换、路由、

电能质量调节以及大数据分析等功能要求，是能源互联网正常运行的基

石。 

 

图 2-13 能源层分析图解 

2.3.8 能源维度划分 

能源层包含阶段、能源、属性三个维度，每个维度分别包含示范期、

推广期、成熟期和多能混合、化石消退、电能主导以及集中式、开放式、

扁平式等方面。 

（1） 阶段-能源维度 

多能互补是能源互联网的一个显著特征。对于多能互补，需要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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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研究实现多能混合互补技术、建立新一代能源管理系统；研究实

现多能混合组网技术、建立能源管网标准化技术；研究实现微网电气化

技术和非电能源网外转化技术。 

能源互联网需要逐步实现对化石能源的取代和退出，主要包括以下

几个阶段：建设新能源电站、研究清洁能源技术、规划化石能源有序退

出；研究化石能源减排技术；建立化石能源排放监测系统、预警系统。 

能源互联网同时需要实现电能主导的用能策略，需要逐步实现：微

网电气化、能源形态转换技术；大规模相变储能技术、信息与能源基础

设施一体化；微网能量管理技术高度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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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能源层相关技术和应用 

具体应用：智能能量管理技术 

能源互联网中具有多种能量产生设备，能量传输设备，能量消耗设

备，拓扑结构动态变化，具有典型的非线性随机特征与多尺度动态特征，

如下图所示，为了实现对能源局域网内能量设备的“即插即用”管理，

多能源局域网之间的分布式协同控制，以及针对可再生能源高渗透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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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策略高鲁棒性，需要在能源互联网的各层引入智能能量管理技术。 

智能能量管理技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能量设备“即插即用”管理技术。能量设备的“即插即用”管理

技术应具备：(1)类似于计算机的“USB”接口协议，能够快速感知与描

述负载、储能、发电等设备；(2)具有开放的硬件平台,能与现有电网很好

连接；(3)能量设备接入或脱离时能自动快速进行能量与信息的接入与断

开。 

2. 分布式能量管理与协同控制技术。为了 大化的利用可再生能源，

提高能源互联网的可靠性与安全性，要求能源互联网运用多层交叉，集

中与分布结合的分布式能量管理与协同控制技术。由于对等控制结构比

较复杂，接口较多，响应速度相对集中控制稍慢，需要探索能够快速、

高效和不以牺牲单个能源局部利益的全局 优分布式能量管理与协同控

制技术。 

3. 基于可再生能源预测的控制策略优化技术。为了提高能源互联网

中各种设备合理配置与优化调度能力，需要提高控制策略鲁棒性与适应

性，而可再生能源发电功率作为 大的不确定因素，对储能系统的配置，

充电使用策略和网内电压的稳定有重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开展基于可

再生能源预测的控制策略优化研究。 

4. 智能故障管理技术。智能故障管理技术在能源互联网中，固态变

压器提供分布式能源和负载的有效管理，因其具有强烈的限流作用，能

大幅度改善短路电流波形，提高电网的稳定性，与传统电网相比，能源

互联网故障电流很小， 多只能提供两倍额定电流的故障电流，传统的

通过检测电流大小的故障检测设备和方法将失效，需要设计新型故障识

别和定位方法。这就需要设计一种新的电路断路器，保证当系统发生故

障时，断路器可以快速的隔离故障单元，使得固态变压器能快速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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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电压。 

5. 可靠安全通信技术。安全可靠的通信骨干网是能源互联网正常工

作的重要保证。由于能源局域网内能量设备具有易接触性与高动态拓扑

变化性，能源互联网的多尺度动态性，使得能源互联网中的通信结构复

杂，数据处理量大；为了保证能源互联网的稳定运行，要求通信网络满

足网络时延小、数据传输优先级分类、可靠传输、时间同步以及支持多

点传输等多种功能。 

6. 系统规划分析技术。能源互联网是一个物质,能量与信息深度耦合

的系统，是物理空间、能量空间、信息空间乃至社会空间耦合的多域、

多层次关联，包含连续动态行为、离散动态行为和混沌有意识行为的复

杂系统。作为社会/信息/物理相互依存的超大规模复合网络，与传统电网

相比，具有更广阔的开放性和更大的系统复杂性。因此，开展能源互联

网系统规划分析技术研究，分析并揭示能源互联网的控制、运行和演化

机理，研究能源互联网系统中的体系结构设计与优化，能源互联网系统

规划等方面的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 2-15 智能能量管理技术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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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应用：柔性直流输电 

能源互联网侧重于局域能源的高效共享，能源互联使得柔直技术有

了用武之地，柔性直流输电具有以下优点： 

可向无源网络供电；可以独立控制有功和无功功率，能够实现四象

限运行，控制更加灵活；不需要交流侧提供无功功率，且能够起到

STATCOM 的作用；动态补偿无功功率；稳定交流母线电压等等。 

针对能源互联网，柔直还具有以下优点： 

1. 便捷高效地联接风能、太阳能等距离偏远、地理分散的可再生能

源或绿色能源； 

2. 提供“优质电力”，电能形式转换的过程中同时可提供全面的电

能质量解决方案； 

3. 可采用挤塑电缆输电，易于向负荷密集区域供电，满足环保需要； 

4. 换流站设备模块化，安装简单快捷，维护方便，便于“即插即用”

的实现。 

5. 方便构成多端直流系统。当系统潮流翻转时直流电流反向，而直

流电压极性保持不变，有利于构成即能方便的控制潮流，又能有

较高可靠性的并联多端直流系统。 

柔直是能源互联网能量交换的可选技术，是能源互联网开放、互联、

对等、分享的有效体现方式。 

（2） 能源-属性维度和属性-阶段维度 

能源互联网的能源使用将依次经历集中式、开放式和扁平式的用能

架构。集中式的用电结构建立了电气热集中供应模式，需要逐步实现减

少化石能源比例，使电能变为主导能源形态。相关技术包括：微网电源

规划技术、集中运营，能源接入标准化技术和集中接入与运维等。 

开放式的用电结构需要逐步实现：多种能源的可分层接入，减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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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能源消耗量，提升新能源比例等目标。相关技术包括：新能源接入技

术、再平衡技术，开放式交易系统，能源交易 APP 技术等。 

扁平式的用电结构需要逐步实现：多种电力形态广泛自由接入，化

石能源大幅度退出，清洁电能为主导等目标。相关技术包括：分散式能

源管理技术，能源接入自由开放对等共享，智慧能源系统等。 

2.4 能源互联网支撑技术 

下面对能源互联网相关支撑技术进行介绍： 

（1） 组网与互操作模型与技术 

开放性是能源互联网区别于以往智能电网的一个关键，要实现类似

互联网的开放对等与广泛互联，在能源互联网标准体系中开放的接口定

义和互操作模型框架必不可少。互联网的标准模型协议的主要特点是开

放、简洁、易行，这才使互联网得到大规模应用和迅速发展。例如，TCP/IP

协议等奠定了互联网发展的基础，广域互联规避了局域网信息交换底层

复杂协议和机制，与局域网协议有本质的不同，因此才能形成大规模的

互联发展。 

要实现能源互联网开放式的组网，相关单元如风、光、储、负荷、

能量交换与路由装置等要实现“即插即用”，必须满足相应的互操作模型。

不但信息模型与交换技术是必需的，相应的能量传输、交换乃至路由技

术更加重要。组网与互操作模型是能源互联网能够以开放对等方式实现

广泛互联的基础。虽然不同层级互联的对象不同，其相应的组网与互操

作模型应该是一致的。 

开放性相对应的另外的概念就是可控性。互联网具有很好的开放性，

便于规模化扩展，但同时具有管理困难的特点，其根本原因在于网络控

制功能分散于各个路由器节点中，难于达到一致的网络状态，提供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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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控制功能依赖于对所有分散节点的独立管理和调试，浪费大量的

人力物力，且存在难于发现和解决的漏洞。 

通信网络中满足能源互联网开放性要求的一种典型技术为软件定义

网络（Software Defined Network，简称 SDN）。SDN 相当于在通信网络中

建立了一个网络操作系统，向上屏蔽了具体的硬件操作细节，具有易管

理、易调试、易分片等优点，其具体实现方式将在后面介绍。 

（2） 大规模储能系统技术 

类似互联网中的内容“缓存”会大大提高互联网的性能，能源互联

网中的“缓存”就靠储能。储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电网对供需瞬时平衡

的要求，也可以在能量传输过程中起到“解耦”的作用。 

例如，化学储能主要有铅酸、液流、钠硫、镍氢、镍镉、锂离子、

钠镍盐电池等。铅酸电池技术比较成熟，具有价格低廉、安全性能相对

可靠的优点，但铅酸电池组运行和维护费用高，用作大规模储能的应用

其经济性不高，限制了它在储能应用的广泛推广；镍镉电池各项性能指

标与铅酸电池相近，同时有记忆效应和自放电现象，且存在镉金属污染

问题，因此也不具备在电力系统推广应用的潜力；镍氢电池是目前人们

看好的取代镍镉电池和铅酸电池的产品，由于其存在着高温使用电荷量

急剧下降等缺点，其也并非是一理想电池，也有可能只是一个过渡性的

二次电池；对于液流电池储能，技术成熟度高，有大量的运行经验，但

其能量密度较低，占地面积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在电力系统的广

泛应用，尤其不适宜应用于占地紧张的城市大容量储能系统；对于钠硫

电池储能，技术成熟度高、能量密度高、占地面积小，在电网中有大量

的运行经验（日本和美国），适用于土地紧张的城市电网储能系统。但是，

钠硫电池的循环寿命受放电深度影响较大（10%放电深度，45000 次；90%

放电深度，4500 次），且随着使用年限的增长，效率降低。目前能够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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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产钠硫电池的仅有日本 NGK 公司，技术沟通存在一定的不便、技术

支持周期长；对于锂离子电池储能，能量密度高，效率高（90%），在电

网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是，锂离子电池储能大容量（MW 级）应用经

验少，锂离子电池大容量集成应用的各项指标有待进一步的检验，而且

厂家对电网标准了解不够，一些设备需要后续提供入网检测报告；对于

钠镍盐电池储能，作为在钠硫电池研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储能装置，

该电池持有与钠硫电池相类似的优点，如能量密度高，循环寿命长，效

率高，且在电池制造工艺，安全性等方面更具有优势。更重要的是，在

国内已经有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电池的成本很低。储能装置各具特色，

要根据实际应用情况进行分析。 

能源互联网需要的主要是适应不同场景需求的储能系统。这其中除

了储能本身外，还需要的是储能管理系统、功率变换系统（Power 

Converting System, PCS）、监测和控制系统等等相关技术。 

（3） 电力电子控制技术 

电力电子技术是实现能源互联有效控制的关键技术。能源互联网在

于能源流与信息流的深度结合，建立构建于信息架构上的能源网络，能

源与信息的两相融合，实现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电的智能化管

理。这些目标的实现都需要依托于当今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与成熟。 

实现可再生新能源的有效利用要依靠电力电子技术，并网逆变器、

光伏电池、风机、燃料电池、储能元件等都需要通过电力电子变换器才

能与能源局域网相连接。这些变换器可能既包括整流器也包括逆变器，

也可能仅是一个逆变器，变换器具有响应速度快、惯性小、过流能力弱

等特性，除了具备常规逆变器的功能以及能够并联运行外，还需要具备

一些控制功能，如有功-频率下垂控制功能和电压-无功下垂控制功能。 

实现能源流的精细化管控也需要利用电力电子技术，智能通用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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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是将电力电子变换技术和基于电磁感应原理的电能变换技术相结

合，实现将一种电力特征的电能转变为另一种电力特征的电能的静止电

气设备。具备可控性强，可实现所有 FACTS/DFACTS 功能，电源接口灵

活多样，体积小等优点，便于多种类型电源介入，用电环境复杂多变情

况下能源流的控制，主要解决变压、变流、变频、潮流控制、电能质量

控制以及直流配网的运行等方面的问题。 

（4） 5G 和物联网 

5G 和物联网是能源互联网的支撑技术之一，它们将共同构建能源互

联网的通信基础设施。 

能源互联网具有局部超高流量密度、局部超高连接数密度、部分业

务超低时延、部分用户高移动性的特点，传统移动通信网络难以有效支

持具有以上特征的相关业务，而 5G 可以很好的解决上述问题。 

基于成本优化的高密度小区布置，高频频谱应用，多干扰协同消除，

大规模 MIMO，数据平面与控制平面分离（SDN 架构），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设备间直接通信（D2D）等相关技术的应用，5G 通信的整体

性能，尤其是流量、用户密度、频谱利用率将大幅度提高，相关指标提

升在 10 倍到 100 倍之间。如此巨大的性能提升为能源互联网日趋复杂的

网络应用提供了必要保证。 

为了全面提升能源互联网的监控性能，物联网技术必不可少。通过

灵活、泛在的人机通信和机机通信，能源互联网能够对网络状态实现全

面感知，以及对底层设备的及时、有效、精确、智能的控制，有利于各

种低时延要求业务的顺利开展，保证能源互联网的平稳运行。在物联网

的辅助下，能源互联网将变得可感知、可测量、可辨识、可预测和可控

制，为其灵活高效的能源共享提供条件。 

（5） 大数据智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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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互联网发生故障时要求能源互联网各分布子系统可以自动实现

孤岛运行与并网运行之间的平滑切换，整个网络的中枢系统可以基于本

地信息对能源互联网中的事件做出快速独立的响应。传统的能量管理系

统在消纳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发电方面遇到瓶颈，需要在能源互联网的基

础上建立一个能源信息实时采集、处理、分析与决策的分散协同式的新

一代能源管理系统，该系统的实现基础为大数据智能分析技术。 

能量管理方面的大数据分析主要包括电能信息采集控制系统、电能

质量监测分析系统、电网能源管理系统、用户侧的能源管理系统等多个

子系统。例如，负荷信息不全和参数不准一直是电力系统仿真分析和能

源管理的重要问题，能源互联网、大数据与信息基础设施紧密结合，可

以为实时动态地收集和处理海量负荷信息提供 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同

时提供智能信息处理和决策支持能力，实现电源和负荷的协调控制、电

能质量控制以及其他高级能源管理功能和应用。如果能够根据能源需求、

市场信息和运行约束等条件实时决策，则可以自由控制可再生能源发电

与电网的能量交换；提供分级服务，通过延迟对弹性负荷的需求响应确

保关键负荷的优质电力保证；对设备和负荷进行灵活调度确保系统的

优化运行等等。 

（6） 区块链 

区块链技术的信息处理和存储过程具有完全去中心化特性，利用点

对点通信和基于工作量的信息确认技术，不需要权威机构对信息处理过

程进行控制和管理，且基于超半数投票的信息修改确认机制能够在很大

程度上避免相关数据被非法篡改，并可以通过选择性加密保护用户相关

敏感信息，完全符合现代互联网商业的操作性能要求和安全规定，使其

在能源互联网中得到广泛应用成为可能。 

区块链采用基于区块的链式嵌套加密认证技术，使得当前信息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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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息紧密耦合，对旧信息的篡改变得更加困难。其完全去中心化的认

证机制和措施，避免了区块链中权威认证中心机制的存在，这在大大减

少系统开销的同时，避免了权威认证中心机制失效导致的相关安全性威

胁问题，系统整体安全性得到大大加强，安全管理变得相对简单。同时，

区块链内部实行智能合约机制，相关交易变得简单、自动化和程序化，

这从另一方面保证了区块链对分布式事务处理的安全性。 

区块链技术在能源互联网中解决了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是每个设备的

自我管理，这样就无需经常做人工维护，这意味着设备的运行环境应该

是去中心化的，它们彼此相连，形成分布式云网络。区块链技术解决了

闻名已久的拜占庭将军问题——它提供一种无需信任单个节点、还能创

建共识网络方法。能源互联网以物联网为基础，所有的节点都能自发、

自动地与其它物件、或外界世界进行金融活动， 如：能源互联网中冰箱

可通过调节用电量和利用分时电价，辅助削峰平谷促成更优惠的电费账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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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源互联网信息通信基础设施设计 

3.1 信息通信基础设施 

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化进程相比能源电力完整的基础设施，目前信息

技术还处于基础设施形成的过程中，通信(尤其是无线移动通信)和网络

(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计算、存储、软件、应用的集中管理和按需使

用逐渐成为可能，信息基础设施逐渐形成了以数据中心为核心，高速网

络互联，并支持人(通过移动终端)和物(通过传感器和物联网)的随时随地

接入的架构格局，见图 3-1 示意。 

未来信息基础
设施典型场景

数据中心

云计算平台
大数据分析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

个人移动终端

个人终端

个人移动终端

个人移动终端

传感器 传感器

传感器

 

图 3-1 信息基础设施示意图 

从元计算(meta-computing)[32]、网格计算(grid computing)[33]、服务计

算(services computing)[34]到如今的云计算(cloud computing)[35]，信息基础

设施逐渐完善。云计算要求在资源、平台和软件应用层都能做到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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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提供[36]：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平台即服务(PaaS)、软件即服务(SaaS)，

终实现综合各方面因素的系统整体效益提高[37]。 

基于云计算技术构建的云数据中心是提供云计算 IaaS、PaaS、SaaS

服务的基础设施。随着云计算产业发展，传统的各类公共数据中心、企

业私有数据中心或信息中心，都将逐步过渡到公有云和私有云以及混合

云数据中心。可以确定的是，未来云数据中心将以公有云和私有云两种

形态为主。资源大规模聚集的公有云数据中心，可为广大的企业用户以

及个人用户提供服务；而由企业传统数据中心改造的绿色、可靠、高效

运维的私有云数据中心，则可为企业内部用户提供服务；混合云数据中

心则可满足部分企业用户和个人用户的特殊需求。构建云基础设施的一

个重要手段是虚拟化，资源设备的虚拟化可极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并

保证一定的安全性，包括计算资源 CPU 的虚拟化[38]和网络资源的虚拟化，

如软件定义网络[39]和 NFV。而如何选择合适的虚拟化实现技术进行云计

算体系结构设计以及如何将基础设施向服务转型都将是未来的重要研究

方向。另外，系统的安全、可靠、可扩展性能也是云计算能否顺利实施

和应用的关键点。 

3.2 信息能源基础设施一体化大趋势 

随着计算机领域数据中心的建设和云计算模式的兴起，新一轮的信

息技术本身的基础设施化也拉开了序幕。计算机作为计算、存储和网络

化服务的核心开始以基础设施的形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规模化扩

展。到 2012 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电能消耗为 30GW，占全球电能消耗的

1.3%，关键的问题是平均仅 6%至 12%用于为服务器供电以执行计算任务。

据估计，在美国 2011 年数据中心用电占全美用电电量的 3%，且用电量

每 5 年增加一倍。能源消耗和浪费问题成为以数据中心为核心的信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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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可持续性发展的主要挑战。近年来，主要 IT 厂商均投入开发能源

解决方案，包括 Google，IBM，Microsoft 等，Google 耗电中，80%到 90%

用于公司数据中心，谷歌拥有全球 3%的服务器，但耗电只占全球数据中

心的 1%，好的能源解决方案成为信息技术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同时传统基础设施同样面临不断升级改造的压力，近年来 为典型

的例子就是智能电网，智能电网是在传统电网架构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

集传感、通信、计算、决策与控制为一体的综合数物复合系统，通过获

取电网节点各层资源和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分层次的控制管理和电力

调配，实现能量流、信息流和业务流的高度一体化，呈现出越来越多的

信息能源基础设施深度融合的趋势[40]。 

能源互联网的分散协同调度与控制更加需要在线实时动态的信息采

集、传输、分析与决策的支持，主要包括电能信息采集控制系统、电能

质量监测分析系统、电网能量管理系统、用户侧能量管理系统等。例如，

负荷信息不全和参数不准一直是电力系统仿真分析和能量管理的重要问

题，能源互联网与信息基础设施紧密结合，可以为实时动态的收集和处

理海量负荷信息提供 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同时提供智能信息处理和决

策支持能力，实现电源和负荷的协调控制、电能质量控制以及其他高级

能量管理功能和应用，如能够根据能源需求、市场信息和运行约束等条

件实时决策，自由控制可再生能源发电与电网的能量交换；提供分级服

务，通过延迟对弹性负荷的需求响应确保关键负荷的优质电力保证；对

设备和负荷进行灵活调度确保系统的 优化运行等等。因此能源互联网

的发展与信息基础设施的融合是必然趋势。 

3.3 能量路由器 

能量路由器作为构建能源互联网的核心部件，需承担能源单元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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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布式能源或微网单元互联、能源质量监控和调配、信息通信保障及

维护管理机制部署等功能。能量路由器是信息与能源基础设施一体化理

念的集中体现。如图 3-2 和图 3-3 所示。 

直流

交流变电站

主网 基于能量路由器
的能源互联网

能量路由器

能量路由器

能量路由器

 

图 3-2 基于能量路由器的能源互联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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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能量路由器结构 

基于能量路由器，可以实现多个能源局域网的互联，实现能量的交

换和路由。局域网中可以由风光储与负荷协调消纳，互联可以通过交流

和直流方式，也可以和传统大电网相联。 

借鉴信息网络路由器实现的基本功能和结构，能量路由器实现的关

键技术主要包括电力电子控制技术、大规模储能技术和柔性输电技术。

电力电子技术是实现能源互联网控制的主要手段，例如电力电子变压器

和传统变压器相比仍然有效率、容量和可靠性等方面的瓶颈问题，需要

材料等方面的技术突破，但在能源互联网场景下通过广域互联与优化调

度，通过分布式能源的接入与分享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应用效益，

提高技术经济可行性。同时，电力电子变压器还具备供电电压稳定性好、

电能质量高、不存在铁心磁饱和问题、体积小、重量轻、环保效果好、

兼有断路器功能、可以高度自动化等优点。解决电力电子技术中的传输

策略及控制问题，实现电力电子变换器等设备的研制，仍然是能源互联

网技术创新的重要方面。储能/用电缓冲是能量路由器实现的重要组件，

以打破供电和用电间的同步性。储能装置既是负荷也是电源。电源是智

能的，能够预计供电状况并发送相关信息；负荷也是智能的，能够根据

接收到的供电信息调整自身工作。它们必须通过控制算法，根据电网和

分布式发电的电量或电价，决定是充电以备将来使用，还是放电以供当

前使用。大规模储能还存在成本高等问题，可以通过与数据中心电池备

用共用提高经济性。 

能量路由器之间的能量交换可以通过柔性输电技术来实现。例如柔

性直流输电技术是基于自关断器件的新一代高压直流输电技术，与常规

高压直流输电技术相比，具有运行灵活、可控性强、设备体积小、模块

化程度高等显著优点，广泛分布于风电场接入、城市供电、异步电网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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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海上钻井平台供电及电力市场交易等领域中。能源互联网涉及到多

个区域自治电网或分布式能源的互联，柔性直流输电是可能的方式。 

3.4 信息能源基础设施一体化典型场景 

基于未来能源互联网与信息基础设施有着类似的互联结构，我们提

出将信息基础设施整体嵌入能源互联网，实现信息能源基础设施一体化。

国内外从电力电子技术、储能、信息采集决策支持、多种能源形式转换、

直流输电等角度出发分别提出了能源互联网和能量路由器的概念和模型。

我们提出的能源互联网着重借鉴互联网理念将信息基础设施(如数据中心、

云计算平台)和能源基础设施(如储能、电力电子控制、电网等)彻底做一

体化设计的思路，尚属首次。 

图 3-4 基于这种思路设计了一个信息能源基础设施一体化的典型场

景。 

 

图 3-4 信息能源基础设施一体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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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场景组成 

图 3-4 所示场景由三个微网和大电网组成。不管是微网还是大电网，

都包含有能源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微网是一个地域范畴也是能源

互联网供电模型中的基本单元，其中包含有家庭用户，商业用户以及工

厂或各类用电机构，总之从用户角度看微网就是一个小的社会范畴。微

网的供电由分布式能源和大电网共同支撑，例如以分布式发电为主，以

大电网供电为辅。微网内部既有风、光、储、电动汽车等基本分布式能

源单元(微网的基本要素)，还包含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如光纤通信、移

动通信、传感器及数据中心。信息层收集用电信息，发电信息、环境信

息并参照历史数据，根据当前用户用电需求，进行供电、调度决策。 

3.4.2 场景运行机制 

三个上述微网组成了设计的模型，可以用来描述微网间电能交换与

路由。大电网与三个微网分别联通，也可以保障微网用电。当微网内部

的分布式能源发电不足以满足微网的用电需求时，则该微网的供电有可

能考虑由其他两个微网提供，也可能由大电网提供。 

3.4.3 信息与能源基础设施融合 

能量路由器是能源互联网的核心要素，与数据中心做一体化设计，

同时能源基础设施中的“物”通过传感器接入，用户通过移动终端接入。

通过能量路由器，能量层和信息层得以有效融合：一方面路由器为基于

信息的能量控制提供了电力电子接口，可以实现能量在网络模型中的路

由、实现能量流的精细管控、如电能质量控制等；同时，能量路由器的

是基于能源基础设施的信息采集的主要渠道，以数据中心为核心，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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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电力设施上的采集装置、传感器为信息来源，能量路由器将能源基

础设施、用户、运行状态等等相关信息抓取并反馈给数据中心，实现能

源互联网的信息互联。 

融合需要数据中心和能量路由器融合、输电线路和光纤通信融合、

传感器和局域、广域网融合等。可以通过能量路由器为数据中心供电，

降低数据中心静默成本。由于通信基础设施和电力基础设施的一体化，

可以节省数据中心的电缆铺设成本；理论上可以通过通信网络和数据中

心设施更好的监控电力设备的运行状态，通过电力网络拓扑和通信网络

拓扑的结合，可以更好的定位故障位置和及时的采取修复工作，提高系

统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每个能量路由器会配备一定容量的储能设备，可

用于数据中心备用电力，平滑能量的传输。同时储能设备的一个重要功

能是当正在进行电力传输的电力路由器节点或线路出现故障时，可以实

时的吸收中断电路上的电流，保证该电流不会对其它设备造成影响；通

信链路可以采用电力线通信或光纤通信，二者均可以与输电线路一体化

建设。极大的减少了安装成本。融合的过程是一个信息化的过程，同时

融合的过程也是一个立足现有设施进行过渡的过程，是一个将互联网嵌

入能源网的过程。 

3.4.4 应用场景分析 

微网的风、光、储及电动汽车的基本功能与目前研究的微网概念没

有本质区别，主要区别在于开放对等的信息和能量交换。信息层面，通

过增加信息层，微网本身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能源供给环节，而变成一个

智能的能源补给实体，即多种能源之间有了协调与平衡；此外，更为重

要的一点是信息层的存在使得微网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信息层为微

网之间的互通建立了信息通道，使得微网的组网成为可能，也使得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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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网间流动得以实现。例如基于这样的框架，当微网 A 处于缺电状态，

A并不急于向广域大电网提出电能需求，而可以转向附近电价更加低廉，

使用更加环保的微网 B 或微网 C 提出供电需求，后者根据自己发电和用

电情况同时或单独向微网 A 供电，这一过程代表能源互联网自底向上开

放互联、能量和信息对等交换的典型场景。类似信息互联网中局域网与

广域网的本质区别一样，能源互联网中广域互联也必须以设备的即插即

用和开放简洁的标准协议为基础。而具体控制的目标函数可以有多种、

以电价为目标、以节能环保为目标、以 大输出功率为目标，或者以综

合指标为目标等，以实现实时在线动态的更加精细化的分散协同式的能

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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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软件定义能源互联网 

能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一直是各国关注的基本问题，人类为了摆脱

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开始寻求大规模利用可再生能源。我国从能源安全

的战略高度提出进行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国际上提出的第三次工业革

命，更将可再生能源与互联网的结合而形成的能源互联网作为第三次工

业革命的重要标志。 

能源的转换形式多种多样，电能在传输、调控、转换等方面则具有

不可比拟的综合优势，因此未来能源基础设施在传输方面的主体必然还

是电网，随着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发展，未来能源互联网基本上是

以互联网式的电网为枢纽构成的能源—信息系统。能源互联网是以互联

网思维与理念构建的新型信息—能源融合“广域网”，它以大电网为“主

干网”，以微网、分布式能源等能量自治单元为“局域网”，以开放对等

的信息—能源一体化架构，真正实现能源的双向按需传输和动态平衡使

用，因此可以 大限度地适应新能源的接入。 

本章重点借鉴互联网体系架构中软件定义的思想，在信息能源基础

设施一体化意义下，提出软件定义的能源互联网信息通信的具体实现方

法，并进行实验验证。 

4.1 软件定义网络 

传统网络具有管理困难的特点，其根本原因在于网络控制功能分散

于各个路由器节点中，难于达到一致的网络状态，提供完整复杂的控制

功能依赖于对所有分散节点的独立管理和调试，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且存在难于发现和解决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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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定义网络(SDN)的主要理念是控制平面和数据传输平面的分离。

控制信道与数据平面的数据传输信道逻辑独立，即控制数据的转发信道

不依赖于数据传输信道的建立，在传统通信网中这是不可能的。此模型

强调决策逻辑和网络元素交互协议的分离，提出数据平面简单化基础化

的特点，同时提出路由节点转发表项可以从零开始配置(不必预先的人工

配置)。 

由此 SDN 提出将控制逻辑从分散的路由节点中独立出来，形成逻辑

上统一的控制节点，而路由节点仅实现简单的数据转发功能。其具体的

转发流程如下： 

1. 每个路由器将流表用于数据包的转发，可以在流表中预先定义若

干表项(主动)，也可以使流表从零开始，在运行时自动添加表项

(被动)。 

2. SDN 以流为单位对数据包进行处理。当数据流的第一个报文到达

路由器时，首先在流表中进行查找。如果在流表中没有匹配项，

将被转发到控制器进行处理。由控制器计算转发路径并在相关路

由器上建立流表项，然后将该报文转发到原路由器进行转发。流

表项建立后，后续报文可以实现报文的即时转发，并可以保证匹

配报文的转发路径保持不变。 

SDN 基本体系结构只有一个逻辑上的集中控制器，具有难以适应大

规模网络的特征，这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改善： 

1. 提高控制器本身的性能，可以通过多线程和块发送接收实现[41-43]。 

2. 使用控制器组形成逻辑统一物理分散的控制模型[44]。 

3. 使用权威路由器分担控制器的工作任务[45]。 

4. 使用控制器独立控制一个自治域[46,47]。 

SDN 路由器可以采用 OpenFlow 协议[48,49]，控制器可以采用 NOX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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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软件（OpenvSwitch），或使用位于 NOX 之上的相关高层编程语言进行

控制[50],如 Frenetic[51]。图 4-1 是 SDN 的具体实现的示意图。 

 

图 4-1 SDN 实现示意图 

4.2 软件定义能源互联网 

软件定义网络 终控制的是比特信息流的传输，而软件定义的能源

互联网 终目标是控制能量流在能量路由器间的传输。 

能量路由的意义主要在于使得能量传输线路间形成动态互为备用关

系，减少冗余，提高设备利用率。传统电网里面，要应付源和用的动态

性，冗余备用越大越好，这个电网和互联网的道理相通，互联网能做到

冗余大的同时利用率又高，核心思想就是分散路由，线路是动态的互备

用关系，因此不需要考虑 N−1/N−2 之类的问题。当然信息和能量交换本

质上是不同的，如能量的传播是有损耗的，但能量比数据的个性化差异

小，能量存储比数据存储要困难的多等等，因此实现可靠传输的方法是

不同的，但从网络拓扑的实现角度是可以相互借鉴的。互联电网技术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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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展了很多年，但系统级控制尚没有开放式的信息通信技术支撑，引

入软件定义网络的理念、方法和技术将适合能源互联网的场景。主要原

因如下讨论： 

1. 互联网信息的交换采取端到端传输可靠性保证，而在网络层采取

尽力而为的方式，即保证了性能又提供了足够好的可靠性，但其

前提是终端的智能化程度比较高[52]。能量的交换对可靠性的要求

更高，因此能源互联网信息通信要求更高，在开放对等互联的前

提下，必须增强可控性。SDN 通过控制平面的功能集中化和数据

平面路由节点功能的简单化，可以减少信息能源一体化基础设施

的费用，方便能源互联网动态调度控制的灵活配置。 

2. SDN 区别于传统通信网络的一个特点是其可以在规定时间内以

很高概率保持路由路径的不变性(拓扑改变可能会引起路径改变，

但出现概率不大)，这在传统通信网络中很难明确保证。利用该特

点，在能源互联网中，控制信息的路由和能量路由可以一体化实

现，通过 SDN 实现控制能源互联网能量交换路径的建立和切除。

而传统的通信网络由于采用分散控制，难于保证前后路由路径的

一致性。目前所建立的能源互联网还在功能实现阶段，仅使用中

小规模节点进行研究，因此对其可扩展性尚不必过多考虑。 

4.3 软件定义的能源互联网信息通信 

在信息-物理一体化基础设施中，我们可以同时控制信息和电能传输。

如以下步骤所示，首先我们可以建立和撤销传输路径，然后通过信息路

由器和能量路由器之间的端口映射， 终建立和撤销电能传输路径。 

该模型包含了 SDN 控制器和能源互联网控制器。它们之间通过相互

协作控制，实现了能源互联网的运行（如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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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能源互联网建模和信息-能源一体化 

下面介绍相关处理步骤，步骤中的报文传输使用 UDP/IP 协议。第一

部分是路径建立步骤（如图 4-3）。 

步骤 1，根据从所有微网采集到的信息（包括网络状态数据，能量调

度数据和直流系统中的其它相关数据），控制节点决定需要进行能量传输

的源微网和目的微网，以及相关信息，如传输时间，能量转换策略以及

电能质量等。同时，控制节点决定相关微网中的相关通信主机。 

步骤 2，控制节点发送传输任务报文给源通信主机和目的通信主机，

分别携带了对应的目的和源 IP 地址。为了保证电能提供的连续性，我们

可以在规定时间点之前发送该报文，并在报文中携带要求的时间点信息。

能源互联网根据该时间点采取相应的动作，因而可以及时建立和撤销路

由路径，并保证电能传输的连续性。 

步骤 3，控制节点与源或目的节点间的通信采用类似三次握手的机制

实现（“请求”-“响应‘’-“证实”），并依次完成。首先完成控制节点与目的

节点间的通信，然后目的节点通过阻塞等待控制节点与源节点间通信的

完成。 

步骤 4，获得目的地址后，源节点首先向其发送一个路径测试报文。

在 SDN 中，该报文被用来测试路径可达性并在与路径相关的路由器上建

立相关流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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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确认报文发自源节点后，目的主机对其进行响应，响应报文

包括类似“OK”的确认信息。（每次请求均将被回复，使得信息和能量的通

信过程为“面向连接”方式以增强可靠性）。在接收到路径测试回复报文后，

源节点发送路由建立报文。正如 SDN 所具有的功能，该报文的传输路径

将与测试报文的传输路径相同，保持了直流传输路径的不变性，因而相

对传统电网，变得更易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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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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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路径建立处理步骤 

步骤 6. 当报文沿着路径传输时，所经过的每一个路由器（通过报文

内的特殊信息识别该报文）将记录其内部所使用的端口号。 

步骤 7. 当接收到路径建立报文后，目的节点将发送一个回复报文，

报文包含相关的回复信息。同样的，该报文所经过的路由器将记录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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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端口号信息（以相反的顺序）。 

步骤 8. 在校验了端口号信息的正确性后（相互以相反的顺序，如果

不匹配，拓扑可能发生了改变），通过信息路由器与能量路由器的端口映

射，我们 终建立了电能传输路径。 

在能量传输过程中，如果相关控制量，状态信息或电力参数超过了

门限，能量路由器将把相关差错信息反馈给信息路由器，并基于相关的

保护策略，遵从信息路由器重建传输路径。 

在本仿真中，传输能量的格式和质量通过柔直技术保证。尽管柔直

是一个十分非线性的设备，但它本身具有很好的电能质量控制功能。通

过使用脉冲宽度调制和相关的闭环反馈控制功能，柔直可以实现几乎无

失真的电能传输，如保证传输电流和电压的频率和幅度。控制功能可以

独立或联合实现，后者可能具有更好的性能。为了避免增加能源互联网

电能质量控制的复杂性，我们可以仅在微网的出口方向布置该功能。 

当电能传输结束时，我们可以采用如下步骤撤销相关路径（如图 4-4

所示）。 

步骤 1，当电能传输完成，源通信主机首先发送一个路径测试报文，

用于验证路径可达性。目的节点判断该报文是否发至源节点并回复。 

步骤 2，在接收到回复报文后，源节点发送路径撤销报文。如同路径

建立步骤，传输端口号信息被记录下来。 

步骤 3，在 SDN 中，除非相应路径的拓扑改变（路径断开），能量传

输撤销路径应该与能量建立路径相同。如果真的发生拓扑改变，能量传

输将终止，因此通过能量检测（超过门限时间段内没有检测到能量传输），

我们能检测到路由失败，因此无需再进行能量路径撤销。同时，路径撤

销命令不会影响到新的路由路径（因为端口号校验会失败）。其它的故障

可以采用相似的方式进行检测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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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路径撤销处理步骤 

步骤 4，目的通信节点发送回复报文，并记录传输端口号。 

步骤 5，在校验了端口序列的正确性（保证其与路径建立端口号序列

一致）后，通过端口映射撤销路径。 

以上处理过程将考虑实际的网络情况，如丢包或重传等。例如，当

控制节点使用三步握手机制与源节点或目的节点通信时，如果收到报文

的发送或接收地址为控制节点 IP 地址时，三步握手过程将部分重复，以

应对传输失败（尽管实际实现将更为复杂）。同时在发送路径测试报文或

路径建立或撤销报文时，如果在门限时间内未收到响应报文，将采用一

定次数的重发机制。而接收端只要收到以上类型的报文，均需立即回复。 

为了实现以上处理步骤，我们需要在 mininet 软件[53]和 PSCAD 软件

间建立通信。在实际的 mininet 仿真中，我们记录所有的端口号，并将其

发送到电力仿真软件（PSCAD）。因为 mininet 运行在 Ubuntu 虚拟机中，

但 PSCAD 运行于 windows8 操作系统中，我们需要在二者之间建立套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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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通信。使得该通信更为困难的是，需要修改和执行的 mininet 程序运行

在内核空间，因此应用于用户空间的传统套接字通信相关函数不能够被

直接使用。我们 终找到了一个套接字库-ksocket 库，通过使用底层内核

函数，该库可以实现类似的套接字通信功能。当端口号信息被发送到

windows 操作系统后，它们可以被用于在 PSCAD 中建立和撤销电力传输

路径。 

以上提出的处理步骤没有考虑安全性因素，但安全性可以很容易被

实现。为了防止攻击并排除非控制节点发出的控制报文，可以在相应节

点安装防火墙。同时，通过在控制节点和源节点或目的节点间使用加密

认证方法，可以防止假冒的控制命令。同时基于电能传输的特点，该算

法可以有效防止重放攻击。 

通过添加相应的电能控制和功率分配设备和组件，我们可以同时实

现单播和多播（有待实现），也包含传输路段重用。我们可以在相关设备

中添加端口使用计数表项，一旦该端口接通一次，计数器加一，一旦该

端口断开一次，计数器减一。当路径拓扑变化，通过能量检测，计数器

被重置为 0。 

仿真结果 

为了传输端口号信息，我们使用了三个仿真组件，包括：mininet 软

件，一个套接字转发程序，和 PSCAD 软件，如图 4-5 所示。 

 

图 4-5 信息转发模型 

在该模型中，mininet 首先记录沿路由路径的端口号，并将其发送给

windows 中的套接字转发程序。在确定了端口号的正确性后，该套接字程

序产生相应的路由接通/断开命令给 PSCAD 软件，通过执行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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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CAD 实现了电力路径的接通或撤销。 

为了验证该模型，我们首先建立相关拓扑。因为采用了信息-能量一

体化，信息网络部分的拓扑应该与电网部分基本一致。但为了实现相关

控制功能，我们在信息网络部分添加了一个控制器。 

我们首先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三节点信息拓扑（如图 4-6）和一个二节

点的电网拓扑（如图 4-7）。这些拓扑可以任意扩展。 

 

图 4-6 信息拓扑 

 

图 4-7 电网拓扑 

整个仿真过程描述如下。开始时，所有开关关闭，PSCAD 开始运行，

然后所有开关打开，mininet 通过套接字通信将路径建立命令传输给

PSCAD，PSCAD 中沿途路径上的开关闭合，传输路径建立，在一段时间

后，mininet 发送路径撤销命令给 PSCAD，相关开关断开。 

以上过程将重复两次，第一次是节点 2 发送能量给节点 1，第二次是

节点 1 发送能量给节点 2。各个组件的仿真结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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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控制器结果 

 

图 4-9 节点 1作为接收方 

 

图 4-10 节点 2作为发送方 

图 4-8 至 4-10 显示了 mininet 部分的运行结果，包括发送和接收相关

路由报文所产生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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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套接字转发结果 

图 4-11 显示了套接字转发的运行结果，其中包含路由端口号信息。 

图 4-12 显示了 PSCAD 中的信号值，电网中有三相，这里仅显示其

中一相的结果。头一行代表发电机的开关状态（左边节点 1，右边节点 2，

下同），0 代表关（能量通过），1 代表开（能量断开）下面一行代表交换

机的状态，但 1 代表关（实际上是一个 0，1 交替序列），0 代表开。 

图 4-13 显示了节点 1 和节点 2 负荷的电流值。可以看出，当能量从

节点 2 传输到节点 1（两图中间部分），节点 1 的电流幅度增加。但当能

量从节点 1 传输到节点 2（两图右边部分）。节点 2 的电流幅度增加。 

图 4-14 显示了节点 1 和节点 2 的负荷电压值，当存在能量传输时，

电压值保持不变。没有传输时，电压震荡。

 

图 4-12 PSCAD 相关信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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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PSCAD 相关电流值 

 

图 4-14 PSCAD 相关电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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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能源互联网通信安全 

5.1 引言 

基于能源系统在国家经济和社会正常运行的重要性，各国愈发重视

对能源网络的安全性保护。但由于设施老化、设备容量接近极限等原因，

传统能源网络（电网）出现区域性崩溃的事件并不少见。例如，美国和

加拿大几次著名的电网瘫痪事件，大多由于某些重要发电机或输电线路

的故障，引起电网中相邻设备的相继解列，导致了大范围的系统瘫痪。 

通过有效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能源互联网的运行性能尤其是稳定性

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这也给能源互联网的安全性带来了新的威胁。由

于能源互联网广泛采用了信息—物理融合技术，基于信息和能源的高度

耦合，任何一方的故障或异常均可能影响到对方[54]，并可能进一步引发

连锁反应，如多米洛骨牌一样，造成故障范围的不断扩大，并导致区域

性的能源系统崩溃。基于此原因，能源互联网的信息网络极大可能成为

敌对势力或黑客的攻击对象。通过截获能源互联网的通信数据，入侵者

可以实现对能源互联网的脆弱性分析，从而为黑客们的网络攻击提供突

破口。同时，基于截获的能源用户的用能数据，攻击者能够非法获取用

户的隐私，推断出用户的用能特征，甚至进一步了解用户的行动规律，

从而为犯罪分子的作案提供帮助。这 2 种情况均会给社会经济的正常运

行带来极大危害，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在此情况下，信息通信安全成

为了能源互联网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数据隐私保护是能源互联网信息安全通信的重要模块，所保护的对

象涉及从能源互联网络自身及外部环境中采集到的各种原始敏感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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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利用传感器网络和嵌入式传感器获得的能源互联网电力特征数据

（暂态和稳态）、负荷形状数据、设备运行状态数据、网络运行状态数据、

气象数据、地理位置信息数据等，通过对敏感数据在其上传过程中进行

隐私保护，可以极大地降低能源互联网或用户受到攻击的危险。 

5.2 传统数据隐私保护技术 

数据隐私的保护，首要工作是防止犯罪分子通过侦听、重发等方式，

获取敏感的通信信息，并保证合法接收者能够从通信内容中获取有效数

据。通常的通信安全保护技术包括：加解密技术、隧道技术、数据分片[55]、

安全多方技术、信息抖动（加扰）以及子采样技术。 

1. 加解密技术。数据加解密技术是目前普遍采用的信息保护技术。

基于公私钥和加解密算法（如椭圆加密算法），可以实现对信息

的加密、鉴权等功能。加解密技术目前已经相对成熟，但随着计

算机处理能力的飞速提升，以及分布式算法和云平台的建立，对

公私钥的暴力破解能力不断加强，理论破解时间不断缩减，导致

密码长度不得不随之增加，且编解码复杂度也大大增加。该技术

普遍与其他隐私保护技术联合使用。 

2. 隧道技术。通过在原有报文之外再附加一层外部安全通信协议的

包头，并在安全的通信信道中传输，导致信息截获者即使获取了

相关数据，也无法定位有效数据的起始位置，实现了对数据的有

效保护，这建立在信息截获者无法了解报文结构的基础上。 

3. 数据分片和安全多方技术。该类技术将数据划分为具有一定联系

的数据片，或对数据片进行一定的关联性处理后分别进行传输。

当到达目的地后，通过对应的组合算法恢复出源信息。由于信息

可以在不同路径或报文中传送，并经过了一定的处理，截获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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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获取部分报文也无法恢复出全部数据。其代表性方案有 SA 算

法、SMART 算法和 iPDA 算法等。 

4. 信息抖动技术。通过在数据上添加一定概率分布的噪声，或者对

数据值进行随机扰动。在能够利用扰动后的结果进行大数据关联

分析的同时，可以防止信息截获者获取精确有效的信息数据，在

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用户的隐私。 

5. 子采样技术。通过子采样，减少数据的时间分辨率（例如从秒级

减少为小时级别），在满足相关应用要求的同时，避免泄漏更多

的用户信息。 

除了以上典型数据保护技术之外，网络编码技术[56]在一定程度上也

可以保护数据安全，但其对通信拓扑具有一定的要求，且需要与其他技

术相结合（多路传输）以实现其功能。 

由于能源互联网通信网络结构复杂（包括光纤、无线、电力线通信

等各种通信方式和通信基础设施），通信网络节点设备多样（既包括嵌入

式传感器，又包括物联网网络传感设备，以及各种监控中心相关设备），

通信架构不断改进(如 SDN或NFV等新应用)，导致能源互联网面临多样、

复杂和易变的安全性威胁，对敏感数据隐私的保护要求更加强烈。 

传统的数据隐私保护技术需要一定的改进，以有效的应用于能源互

联网通信中；同时能源互联网也需要研发符合自身特性和要求的隐私保

护技术，以应对未来网络发展面临的挑战。 

基于低密度校验码（Low Density Parity Check Code，LDPC）编解码

技术[57,58]灵活、高效的特点，这里提出一种基于 LDPC 编解码的能源互

联网数据隐私保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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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能源互联网的通信安全特性 

目前的数据隐私保护研究一般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通信，其主要应

用包括运动检测、物体跟踪、环境测量等方面。在该通信场景下，所采

集的数据具有很大的相关性，数据传输节点在进行数据隐私保护的同时，

也将完成数据聚合的功能，如 大、 小值聚合、平均值、方差计算等，

以 大限度地保证数据安全，减少数据传输量，并节省传感器的传输功

率。 

在能源互联网情况下，数据传输和处理具有明显不同的特性和要求。

能源互联网所采集的敏感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大多需要实现隐私保护，

而不必同时进行数据聚合功能。 

能源互联网主要通过 SCADA/RTU 和 WAMS/PMU 量测系统采集与

网络有关的电气量测数据、负荷形状数据、网络状态数据和外部环境数

据。首先，在电气量测数据和负荷形状数据方面，能源互联网传感器（网

络）所采集的数据大多针对单独的设备或设施，设备间的数据相关性不

大，数据聚合并不会带来性能提升。同时，网络状态数据由于将应用于

大数据分析，本身不适合进行数据聚合。而气象数据在一定的地理范围

内进行采集和测量，具有一定的稀疏性，其采集空间密度无法与传统物

联网中的无线传感器网络相比。能源互联网内的传感器网络(如家庭传感

器网络)到达主干网的跳数并不多，其数据聚合功能可以转移到网关统一

执行。主干网络具有稳定电源，可以较为容易的实现对嵌入式系统的电

力供应，从而大大消减了相关系统节省通信能量消耗的需求，而该需求

主要通过数据聚合功能实现。 

特别的，基于电力大数据思想，能源互联网相关的状态和运营数据

将与大数据分析紧密结合，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整体性分析（关联、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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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聚类），可以挖掘出深层次更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应用可以显著提

高能源互联网的整体运行性能。如利用态势感知功能对电网的电压、电

流数据进行分析，可以显著提高对网络状态发展趋势的分析和判断的精

确性。 

此类电力大数据分析应用强调对海量的原始数据的使用，通过深度

挖掘原始数据中的隐含特性为能源互联网运行创造价值，由此大大减少

对原始数据进行聚合处理的要求。 

总而言之，聚合处理对能源互联网的整体性能提升效果并不明显，

因此这里仅需对数据隐私进行保护处理。 

5.4 LDPC 编解码 

LDPC 即低密度（奇偶）校验码，该技术通过 tanner 图对信息进行编

解码[59]，tanner 图一边是信息节点，另一边是校验节点，节点的值为 0

或 1。通过 tanner 图中不同类型节点的边连接可以异或形成校验矩阵，当

部分节点的值存在错误时，基于相应的译码算法，可以纠正这些错误。

为了保证译码的成功，tanner 图中的边连接具有一定的稀疏性，这也是低

密度校验码的由来。tanner 示意图如图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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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tanner 示意图 

其中圆圈代表信息节点，方框代表校验节点，2 类节点间的连线代表

节点间具有编解码关系。LDPC 有 3 种译码方式：硬判决[60]、软判决[61]

和混合判决译码[62]。硬判决通过比特翻转或大数逻辑实现对节点 0、1 值

的直接判定。软判决在译码中考虑了相关数据的置信度，该置信度既考

虑了信源特性，也考虑了信道特性，通过置信传播技术和判决门限实现

对节点值的分类。混合判决则结合了以上 2 种判决的优点，在硬判决译

码的基础上，利用部分信道信息进行可信度计算。 

在 3 种译码方式中，硬判决译码复杂度 低，但译码性能 差。软

判决译码复杂度 高，但译码性能 好。混合判决的复杂度和性能居中。

在本论文中，将采用软判决译码的方式。 

LDPC 应用广泛，例如分布式视频编码[63]、卫星通信等，本章将其用

于通信数据保护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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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基于 LDPC 的信息通信安全技术 

本章中假定相关数据已经经过了量化并形成了块状数据，一帧传送

一块数据，且传输前已经经过交织等必要处理。信息安全保护示意如图

5-2 所示。 

 

图 5-2 信息安全保护示意 

为了实现信息安全保护，根据量化阶数，对每一块数据进行 bit 面分

层，即将每个数据的对应位置比特提取出来并形成一个信息比特序列。

根据该比特序列和对应的 tanner 图，生成校验比特序列。然后根据一定

的概率，对每个信息比特序列的对应数据进行翻转（0 变成 1，1 变成 0），

概率的选择与 tanner 图的解码能力有关。在解码端，根据修改后的信息

比特序列和校验比特序列以及相关的误码概率（必要时可以考虑信道误

码），通过 LDPC 解码，可以恢复出原有的信息。如果黑客仅获取信息比

特序列，将无法恢复出有用信息。为了保证信息安全，在传送信息比特

序列和校验比特序列时，需要分开传送，对于信息序列，可以采用普通

的传送信道；对于校验序列，可以采用与信息序列传输信道不同的传输

路径，或通过安全信道传送，必要时，可以对其进行加密。通过这种方

式，可以保证传输过程中有用的数据不被窃取，信息安全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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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需要对 tanner 图进行保护，可以将 tanner 图的结构数据进行

加密，将其作为“密钥”传输到双方通信节点，从而实现有效保护。 

基于 LDPC 为纠错码，可以将比特翻转与信道误码一起进行处理，

系统得到一定的简化。例如，在计算置信度时，需要同时考虑信源端主

动改变产生的误码，也需要信道产生的误码，假定二者相互独立，可以

得到以下的置信度计算公式， 

（1） 

p（.|.）为条件概率函数，source 为信源状态，channel 为信道状态，

code 为得到的码字，x 为二状态码字，其码字集合为（0,1）。 

信源误码概率为翻转的比特数占数据长度的比例。信道误码可以通

过通常的信道估计算法获得。 

5.6 实验过程与结果 

假定通过基带通信进行数据传送，码字类型采用双极性归零码，采

集的不同类型数据将以帧为单位分别传送，数据采集频率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采集的数据可以在网关进行初步处理，在此情况下，由网关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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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数据隐私保护；否则，由发送端进行以上数据隐私保护。 

实验具体分为 2 种情况，一种是不同平面分别进行编解码；另一种

是将所有位平面的数据链接在一起，统一进行 LDPC 编解码保护。 

下面的解码比特数的计算基于低密度奇偶校验累积码（Low-Density 

Parity-Check Accumulate Codes，LDPCA）算法[64]，即先传输部分校验位

进行解码，如果解码不成功，则增量传送校验位数，同时对 tanner 图进

行相应修改，直到解码成功。 

在进行校验比特位数估计时，可以采用 2 种方法。一种是在发送端

进行编码后直接进行解码尝试，此时可以获得精确的校验位比特数估计，

缺点是会带来发送端处理时延并增加系统复杂度。如果需要考虑信道误

码，可以适当增加校验比特数。 

另一种方法则通过解码统计曲线估计的方法对解码位数进行估计，

对每一种翻转比特数量，随机产生编码比特序列，进行规定数目的比特

翻转，然后进行解码。对每一类比特数目，编解码过程重复获若干次，

取解码所需的 大比特数为校验比特数初始估计值（并进行单调性处理），

从而保证以较大的概率实现成功解码。如果解码失败，还可以以校验序

列重传的方式进行重新解码，此时需要增加校验比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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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396bit 解码性能结果 

 

图 5-4 1584bit 解码性能结果 

对应于校验位比特数解码统计曲线估计方法，图 5-3 和图 5-4 显示了

不同翻转概率对应的比特估计值的仿真结果。图 5-3 和图 5-4 的横坐标代

表翻转的比特数，纵坐标代表成功解码所需比特数占 大可能校验比特

数（等于比特序列长度）的百分比。 

在图 5-3 和图 5-4 中，假定每个位平面包含 396 bit，共有 4 个位平面。

以 396 bit 和 1584 bit 的 LDPC 解码性能分别进行仿真，解码过程中，暂



105 
 

时只考虑信源置信度，尽管信道置信度可以很容易的加入其中。 

对于翻转比特数，图 5-3 从 396 bit 中选择从 1 到 100 个比特进行翻

转，图 5-4 从 1584 bit 中选择从 1 到 400 个比特进行翻转。根据每个翻转

比特数，分别进行 25 次仿真。每次仿真随机选择比特翻转位置（服从均

匀分布）进行编解码处理，选取所需的 大校验比特数（比例值）为初

步仿真结果。 

初步仿真结果具有一定的波动性，有时不满足单调递增的性质，为

此，需进一步进行单调化处理。即从起始位置开始，如果当前校验比特

数比例值比前一个值小，则将当前值设为前一比例值，如此直到数据结

束或校验比特数比例达到 1。 

从图 5-3、5-4 中可以看出 1584 bit 的 LDPC 解码结果略好于 396 bit

的 LDPC 解码结果，这与预期的分析一致。比特数越大，翻转比特的分

布就越均匀，特殊形状的比特分布出现的机会也就越小（如形成环状拓

扑），解码效果自然也就越好。 

当进行翻转比特数的选择时，过少的翻转比特数安全保护能力较弱，

而翻转比特数过大，造成数据量的大幅增长，且有可能需要传输所有源

比特，达不到安全保护的目的。初步选择翻转概率为 9%~16%，对应的

校验比特数占编码比特数比例为 0.55~0.8。 

5.7 具体应用场景 

当能源互联网中的嵌入式传感器需要将本周期内所采集的敏感数据

上传到数据中心时，首先基于比特面编码将数据转换为二进制序列，然

后根据自身的安全性要求，确定需要进行翻转的比特数比例，并随机选

择需要翻转的比特位置。对选定位置的比特进行翻转（0 变 1，1 变 0），

生成发送序列。然后，根据解码比特数统计曲线估计或实际解码尝试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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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需要传送的校验比特数，根据 LDPCA 算法确定该校验比特数对应的校

验比特序列。然后将翻转后的源序列与校验序列分别传输到数据中心。

在数据中心，基于以上序列以及与发送方相同的 tanner 图，基于 LDPC

解码算法进行解码，并将解码结果进行比特面重组，从而有效的恢复解

码结果。 

为了保证解码的正确性，发送数据中还可以携带一定数量的校验信

息，基于校验信息，可以降低误解码的概率。 

如果解码失败或解码错误，可以重新确定所需的校验比特数目(确定

一定的增加值，如 3%)，计算校验比特序列，将该序列重发到数据中心

进行再次解码。更经济的方式是发送校验比特序列的增量信息。基于以

上过程，可以有效实现对敏感数据的隐私保护。 

如果需要确定 优的翻转比特数，可以采用线性优化算法，即， 

（2） 

式中，bbit_num 表示需要反转的比特数，max() 为 大值函数，R1 代

表翻转比特数，值越大安全性越强，R2 代表所需校验比特数，值越小通

信开销越小，λ为权重比例。通过调整权重，可以在信息安全保护效果

和信息传输量中进行折中。 

5.8 结语 

通过以上步骤，本章实现了一种基于 LDPC 编解码的通信安全保护

算法，基于该算法，可以防止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受到非法窃听。将其应

用于能源互联网中，可以保证所采集数据的安全性，并有效的防止了信

道干扰所产生的误码。 

本算法在本质上是分布式编解码算法的一种应用，比特翻转后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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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为与源信息相关的信息，而校验信息则为边信息，通过二者的结合，

实现了对相关信息的隐私保护。 

从本算法的计算流程中可以看到，LDPC 同时实现了隐私保护和信道

误码纠错的功能，二者的结合将简化信息传输的复杂度，提高系统的整

体性能。 

本章的下一步工作为将以上机制扩展为 LDPCA 码，当出现解码失败

时，可以实现对校验数据的增量传送，从而节省数据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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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基于线性相关性的能源互联网用户用电量预测 

6.1 相关背景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全球电力消耗不断快速增长，而家庭用户

的用电量占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对家庭用户用电量的有效管理和控制，

是全球能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能够实现节能和提高能源使

用效率，降低供用电成本和环境污染，保障全球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

基于此，家庭用电量估计成为本章算法的主要测试目标之一。 

能源互联网是目前 高效、绿色的能源系统，基于泛在、高效的信

息通信基础设施和开放、共享的互联网理念，结合物联网技术与信息物

理融合系统，能源互联网能够实现源‐网‐荷‐储的整体协调，并通过能源

梯级利用和多能互补， 大化能源利用效率，大幅降低能源生产和消费

成本，促进环境保护和降低废气排放，为社会和谐发展和人类幸福生活

提供坚实的能源保障。 

能源互联网的高效运行建立在对电力消费特性的精确理解基础之上，

因此快速、精确的用户用电量预测成为能源互联网高效运行的基本保证，

是能源互联网系统进行平稳、高效能量管理和调度的先决条件之一。只

有通过在不同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实现精确、高效的用户用电量预测，

才能为下一阶段的电力调度和管理提供有力参考，是实现需求侧管理和

需求响应的重要技术支撑。 

同时，能源互联网的运行需要结合不同阶段、不同区域的用电特性

进行综合性判断，由此导致对用户用电量的预测需要同时在不同时间维

度[65]和空间维度上进行。传统的用电量预测算法需要根据不同维度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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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特性，采用不同的电力预测技术[66,67]。而本文提出的基于相关性的序

列电力预测算法可以自适应的匹配不同时间维度的用电特性，因而可以

同时应用于不同维度上，其预测精度随数据线性相关性的平稳性改变而

改变，当相关性差接近于零时（见 6.3 节步骤 2），可以取得较好的用电

量预测结果。 

基于以上要求，本章提出了一种基于序列相关性的能源互联网用户

用电量预测方法。 

6.2 已有预测算法分类 

根据现有的文献，电力负荷预测算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基于模式分类的电量预测，典型技术包括 k 均值（k-means）[68]
，支

持向量机（SVM）
[69,70]

，人工神经网络（ANN）
[71]

,基于上下文的多维度

划分
[72,73]

。对于此类预测，分类数目是算法性能的关键。 

2. 基于参数拟合的电量预测，包括基于 ANN 的参数估计
[74-78]

，基于自回

归的参数估计
[79-82]

，基于 SVM 的参数估计
[83,84]

，算法较为简单，但性

能的提高需要引入外部环境数据。 

3. 基于概率估计的电量预测
[85,86]

，主要基于贝叶斯公式，但概率模型的

确定需要大量的历史数据和多个模型进行拟合，采样性能是其中的关

键。 

4. 基于人工智能的电量预测，如专家系统
[87]

，大数据
[88]

，机器学习
[89]

和

分形玻尔兹曼机
[90]

，数据的质量是 终预测性能的决定性因素。 

5. 基于多技术融合的电量预测
[91]

，如加权平均，以复杂度换取性能的提

高。 

6. 基于灰色预测理论的电量预测
[92]

，适用于数据量较少，特征明显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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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于压缩感知的电量预测
[93]

，从另一个角度来提升性能。 

8. 基于块或序列的电量预测
[94,95]

，迭代生成预测结果，错误有可能在迭

代中累积。 

本算法基于序列进行预测，但从线性相关的角度，通过参数估计实

现电量预测，没有使用迭代算法。 

6.3 算法描述 

用户用电量一般具有周期性和平稳特性，尤其是能源互联网中的家

庭用户和工业用户，这种规律具体体现在待预测数据与历史数据之间的

线性相关性中，基于这一观察，本专利提出了基于相关性的序列预测算

法，根据待预测样本之前的序列，与采样得到的历史参考序列之间的相

关系数，基于阈值过滤，结合线性拟合估计与加权平均，获得对当前块

的用户用电量预测。为了实现对算法性能的整体有效估计，提出了相关

性差的概念，及其具体的计算过程。 

算法设计基于相关系数的有关性质，当两个序列的相关系数接近于 1

时，两个序列间将具有很强的线性相关性，当系数为 1，序列间将以接近

1 的概率存在线性相关性。而当序列长度加一时，如果高线性相关序列间

的相关系数值没有明显减少，即相关性差接近于 0，数据序列的平稳性较

好，会得到较好的预测结果。 

所述架构设计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 1、数据格式规定  

所采集的用户用电数据以半小时为采集频度，实现无间断数据采集

（7×48×365），采集天数 537 天， 后 100 天的数据用于算法预测性能

测试。 

步骤 2、相关性差直方图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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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根据待预测数据的时间位置，建立不同日期，以相同时间位置

为中心的滑动窗口，滑动窗口偏移值为-4 到 4 个采样点（个数可变），每

个采样点将形成长度为 6 的采样序列（采样点位于序列末尾）。 

2-2.计算对应序列间的线性系数 _1co ，如果系数绝对值接近于 1（如

大于 0.95），在每个序列后面各加入一个数据样本，计算扩展序列的线性

系 数 _2co ， 并 计 算 二 者 间 的 线 性 系 数 差 值 （ 相 关 性 差

_ _1 _ 2delta co co co  ）。 

2-3.根据相同时间位置附近所有采样序列的相关性差，形成对应的

直方图，根据直方图分布，预测算法性能。 

步骤 3、基于待预测数据位置的序列采样。 

3-1.源序列采样，选取待预测数据时间位置前的 n 个数据，形成源

序列 1 2, ,... nx x xxn 。 

3-2.参考序列采样，根据待预测数据的时间位置，选择以该天以前

对应时间位置附近（偏移值：-4 到 4）的数据点为结束点，依次选择 n

个数据，形成参考序列 1 2, ,... ny y yyn 。 

步骤 4、序列过滤 

计算源序列与参考序列间的线性系数， 

2 2

( )
( ( ))*( ( )) / ...

( ( )) * ( ( ))
n n

n n

Cn corr
x mean y mean

x mean y mean

 
 
 


 

xn, yn
xn yn

xn yn
 

如果系数绝对值大于阈值（如 0.95），则进入下一步计算，否则，该

参考序列被丢弃。 

步骤 4、线性参数估计 

对于符合上一步骤的参考序列，假定其与源序列间具有很强的相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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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2

n n

y ax b
y ax b
y ax b

 
 
 

 

通过线性拟合估计，估计线性相关系数。 

步骤 5、线性估计 

选取参考序列后紧跟的采样数据值，基于线性相关系数，实现对待

预测数据的估计值。 

y ax b 
 

步骤 6、多样本加权平均估计 

根据各个参考序列，及其对应的线性估计值，通过加权平均的方式，

获得多样本估计值，加权系数基于参考序列与源序列之间的距离比例，

如下所示： 

( ) / max( ( ))weight mse mse xn- yn xn- yn
 

exp( )weight Cn weight   

1 1* /n ny weight y weight     

1ny  是步骤 5 得到的样本估计值。 

也可以进行直接平均： 

1 1 1
0

/n n ny y y     

步骤 7、估计精度计算 

基于 MAPE 系数，系数值越小，预测精度越高。 

1 1 1

1 1 1

( ) ( )

2 ( ) ( )

n+ n+ n+

n+ n+ n+

MAPE1 = abs y - y / abs y

MAPE = abs y - y / abs y



 

取 MAPE 系数的直接平均，得到估计精度 

( ) / ( )MAPE sum MAPEn count MAPEn  

步骤 8、根据估计精度仿真结果，设置算法的相关参数。 

步骤 2-3 中，相关性差值越接近于 0，或者图形越向 0 的左方倾斜，

序列间的相关性在进行序列扩展估计时保持得越好，本算法的性能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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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 

步骤 4 中、分别根据步骤中的线性方程，对依次选择的一对数据矢

量 ( , )( , )k k m mx y x y 进行线性方程求解，如果方程有唯一解，则放入候选解中，

如果 后候选解解集非空，对解集求均值获得 后结果，否则，步骤 5

中的线性估计取 yn的均值。 

步骤 6 中，加权系数可以有其它的产生方式，如 

weight = -log(mse/ max(mse))
weight = exp(mse/ max(mse)) 等。 

6.4 仿真结果 

本仿真以 smart meter 为工具，记录相关电力插头的用电量数据，

数据采集间隔为 15 分钟一次，全年不间断记录，记录总长度为 537 天，

其中后 100 天用于模型性能测试，每次测试以当天前的所有数据为基础

进行模型训练。本仿真采用 matlab 仿真工具，操作系统为 WIN10，4 核

CPU，4G 内存。 

1. 相关性差直方图结果 

相关结果如下面几图显示，图的标题中的 m-n 表示采用了总共 m 个

传感器（数据求和），在每天的时间位置 n（范围 1-48）计算相关性差直

方图。 

按照时间位置，包含 8 个传感器的预测性能从低到高分别为：位置

10，位置 30，位置 20，位置 40。包含 1 个传感器的预测性能从低到高分

别为：位置 20,位置 10,位置 30,位置 40，20-1 结果出现异常的可能原因

在于该位置高线性相关（接近于 1）的序列数目相对较少。 

按照传感器数目，8 个传感器的性能高于单个传感器的性能，传感器

数目越多，数据越平滑，平稳性越高，相关性差也越小。上述结果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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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仿真结果一致。 

 

图 6-1 相关性差直方图：10-1 

 

图 6-2 相关性差直方图：20-1 

 
图 6-3 相关性差直方图：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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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相关性差直方图：40-1 

 

图 6-5 相关性差直方图：10-8 

 

图 6-6 相关性差直方图：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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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相关性差直方图：30-8 

 

图 6-8 相关性差直方图：40-8 

2. 算法仿真结果 

下表显示了相关仿真结果（8 个传感器），其中混合算法取所用算法

结果的平均值。 

表 6-1 基于相关系数的仿真结果（MAPE） 

Position 10  Position 20  Position 30  Position 40  Detailed explanation 

0.3213 0.2166  0.2298  0.1541  ANN length=6 

0.3470  0.2199  0.2411  0.1677  ANN length=8 

0.3432  0.2436  0.2316  0.1544  ANN length=10 

0.3463  0.2162  0.2451  0.1654  Tested algorithm with median result 

0.3401  0.2133  0.2427  0.1711  Tested algorithm with mean resul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0.9999 

0.3332  0.2469  0.2478  0.1660  Tested algorithm with mean result, candidate sample=8

0.3342  0.2369  0.2427  0.1640  Mean, candidate sample=12 

0.3342  0.2322  0.2378  0.1603  Mean, candidate sample=16 

0.3343  0.2304  0.2380  0.1610  Mean, candidate sample=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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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21  0.2437  0.2433  0.1670  Weighted average, candidate sample=8 

0.3334  0.2355  0.2405  0.1641  Weighted average, candidate sample=12 

0.3341  0.2317  0.2350  0.1605  Weighted average, candidate sample=16 

0.3339  0.2300  0.2360  0.1613  Weighted average, candidate sample=18 

0.3341  0.2117  0.2387  0.1583  Combine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0.9999,mean with 

ANN(length=8),average with the two results 

0.3321  0.2253  0.2367  0.1540  Combined correlation sample=16,mean with 

ANN(length=8),average with the two results 

0.3284  0.2280  0.2319  0.1547  Combined correlation sample=12,mean with 

ANN(length=8),average with the two results 

0.3302  0.2295  0.2287  0.1544  Combined correlation sample=16,mean with 

ANN(length=6),average with the two results 

如上表所示，算法的结果与 ANN 算法结果较为相近，算法结果受到

了数据来源的制约，因为单个传感器所采集的数据具有很大的随机性，

从而限制了预测算法的性能。而 8 个传感器的数据集合仍具有一定的随

机性，相关性差明显存在，这导致了实际预测精度不是太高，如果能够

采集到更宏观和具有规律性（平稳性）的数据，算法性能将得到显著提

高。 

从上表可以看出，当其它条件不变，采样数目增加时，性能将有一

定的提升，如从 8 到 12 再到 16 时，算法性能得到了提高，但当从 16 增

加到 18 时，算法性能没有明显增加，性能达到饱和。 

采用加权平均的算法性能普遍高于直接平均算法的性能，这符合通

常的预期。在某些情况下，取中值的算法性能优于直接平均。 

对于混合算法，在某些情况下，算法性能为所在时间位置的 优，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应用潜力。 

6.5 相关结论 

能源互联网用户用电量数据一般具有周期相似性和平稳性，尤其是

以天为单位或以星期或年为单位，该周期相似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线

性相关性中，理论上采集数据越多，线性相关性好的节点数目也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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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序列的用户电力预测可以充分利用以上相关性，通过相关系数幅度

与序列间距离的结合，可以有效描述数据之间的相关性；通过相关系数

阈值匹配，可以去除不相关的样本；通过线性拟合，可以有效预测数据

块序列之间的相关性趋势；同时通过加权平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

数据的随机性和突发性，从而以较高的准确概率实现对用电量的预测。 

预测的数据可以用于用户用电负荷形状估计、用户用电量管理、尖

峰用电量预测和管理、系统整体用电量预测和管理、能源总体调度、新

能源生产管理等具体的能量管理任务，并可成为触发需求侧管理或需求

响应等高级应用的先决条件。 

本算法还可以应用到其它具有周期性和平稳性的数据序列估计和预

测之中，如能源互联网特定时间段通信流量预测，能源互联网某时间段

能源交易量预测以及周期性数据预测理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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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布式能源共享算法 

7.1 介绍 

作为现代化的能源系统，能源互联网有效的结合了因特网技术，并

通过先进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和技术实现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高效使用。

基于开放和共享等基本特征，能源互联网可以实现微网间本地能源的共

享，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但有时能源互联网并不适合拥有一个集中的

管理中心。为了保持较高的控制和管理性能，分布协同控制更适合于大

规模的能源互联网。因此，分布式的能源共享成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课

题。本章实现了基于分布式平均技术的能源互联网能源共享。通过分布

式平均迭代，本算法可以根据各自的能源供给和负荷，在微网间合理分

配能源，实现供需平衡。 

随着能源互联网的发展，信息‐物理系统的概念被提了出来，并进一

步演变成信息‐能源基础设施一体化，这意味着信息网络和能源传输网络

的拓扑具有一致性，相关设施位于同一个位置，并可以被同时控制。通

过能源和信息基础设施的集成，不仅增加了能源利用效率，并增强了能

源互联网的控制能力，并 终成为本章所提算法的基础。 

7.1.1 分布式平均与 Gossip  

在许多实际情况下，某些节点需要以分布式的方式达到一个共同状

态，这种方法被称为共识。共识算法可以被用到动态变化的环境中[96,97]，

如时变拓扑[98,99]、时变时延[100]、有限带宽[101]和量化与非量化[98,102]等情况。

共识算法不但可以在线性运动[103,104]情况下，甚至在异步情况[105,106]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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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达到一致（需要保证拓扑连接）。 小均方误差[107]和 LaSalle 不变准

则[108]等方法可以应用于共识算法中。 

分布式平均是一种特殊的共识技术，可以广泛应用于飞行和汽车组

队[109]，火灾控制，网络时间同步等。它以分布式的形式执行，不需要任

何中心控制。 

在进行分布式平均前，每个节点将拥有一个不同的初始值，并以某

种原因需要得到其平均值。通过邻居间合适的通信与计算，所有节点

终将实现一致，即在非量化情况下精确获得所需的平均值。 

Gossips 是典型的分布式平均算法，拥有许多类型，例如随机 Gossip，

广播 Gossip，和地理 Gossip 等。在随机 Gossip 中，一个节点一个随机选

择的邻居进行通信，将彼此的值设为二者的平均值。在地理 Gossip 中，

邻居节点的选择并不限定于一跳范围，多跳平均将成为可能。在广播

Gossip 中，目的节点将广播自身的值，其邻居节点将自己的值设为该广

播值。通过扩展节点的选择范围，地理 Gossip 将获得比随机 Gossip 更高

的收敛速度。通过广播更新，广播 Gossip 的收敛速度 快，但算法不能

保持总值不变，因此一致状态将可能偏离平均值。 

Gossip 算法可以用于计算和值、平均值、随机抽样、四分点以及其

它聚合函数，其应用于能源共享是本算法的创新。 

7.1.2 Gossip 选择 

所有节点汇聚于平均值基于随机矩阵和双随机矩阵相关理论。在随

机矩阵中，每个节点元素非负，每行元素的和等于一，即： 

* A 1 1  

其中 A 为随机矩阵，1 为 n*1 全一矢量。 

在固定全连接拓扑情况下，上式可以保证 终值的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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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随机矩阵中，各行各列的和均为 1，即满足： 

* A 1 1     *T T1 Α 1   A 中所有元素在 0 到 1 之间。 

结合全连接拓扑，以及其它合适的约束，以上性质不仅能保证结果

聚合，并能聚合到平均值。在随机和地理 Gossip 中，转移矩阵将为双随

机矩阵，但广播 Gossip 的转移矩阵仅为随机矩阵，因此后者不为本算法

所考虑。 

本章首先使用一个简单的随机 Gossip 算法并不考虑量化影响。算法

中，随机选择一个节点，选择与其值相差 大的邻居节点，并平均二者

的值。该算法较为简单但可以保证汇聚到平均值。值得一提的是，虽然

Gossip 算法是本能量共享算法的基本算法，但不是其中的研究重点，其

它性能更高的算法也可以使用。 

7.2 算法描述 

7.2.1 场景描述 

在能源互联网中，基于能量和负荷预测的改变，一些微网可能有多

余能源，而其它则可能能源短缺。使用本算法可以实现微网间的能量供

需平衡。基于预测时间规模，预测计算可以发生于一天，一小时甚至 5

分钟以前。当到达规定时间，基于本算法结果实现能量传输。值得注意

的是，算法仅规划了一段时间内总的能量传输值，具体传输细节可以基

于本算法结合其它算法进一步实现，如需求响应等方法（线性规划）。 

因为本算法以信息‐能源基础设施一体化为前提，信息处理节点和能

量传输节点安装于同一位置，并被同时控制（通过能源路由器），计算出

的结果可以直接应用于能量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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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算法描述 

1. 每个微网节点预测其下一阶段的能量供应和负荷需求，每个节点

可以包括能量产生单元和/或能量存储设备，后者被称为混合节点，并与

普通节点同样对待。节点的能量供应上限是本地能源产生容量和能量存

储量的和。 

2. 根据所需容量设定每个节点的负荷，并计算能量冗余结果，如下

式所示： 

redundancy energy load    (1) 

3. 标记有正的能量冗余的节点为 1，负节点为 0，执行分布式平均算

法，得到Tavg 。该值将等于正冗余节点所占比例。 

4. 计算改变因子 k 的范围，如下式所示： 

0 2 /k Tavg   

5. 使用能量冗余数据，每个节点通过 Gossip 算法改变它和邻居节点

的值。在达到共识过程中，节点间（传输线上）的能量传输将被记录并

求和。 

6. 如果这是第一次迭代，并且得到的分布式平均值小于 0，（意味着

总能量小于总负荷），需要通过主干网引入外部的能源，以保证非负的能

量冗余。由此，初始条件发生了变化，并重新执行第 5 步。 

7. 如果第一次迭代的分布式平均值大于 0，在随后的迭代中，根据其

结果和改变因子 k 修改能量冗余： _ *change value k redundancy （加上一

定的限制条件），当分布式平均值达到 0，意味着供需得到平衡，迭代结

束。如果该值为正，需要减少所选节点的能量和能量冗余，否者，需要

增加所选节点的能量和能量冗余。所选节点仅限于初始能量大于初始负

荷的节点，以保证算法的汇聚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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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基于改变的能量冗余，算法进入下一轮迭代，直到汇聚结果接近

于 0，实现了供需平衡。 

9. 当算法终结时，统计每条传输线路上的能量输送总量，得到实际

传输值。 

Start

Ef=energy-load

First time And
EA<0?

EA=Distributed 
average Ef

Add extra energy 
externally

Yes

END

Yes

EA==0？
Modified EA

And energy with 
coefficient k

Record energy flow

Ef=EA

Calculate final 
energy and flow

 

图 7-1 算法具体过程 

Ef=1 for every node in 
energy>load, others 0

Tavg=Distributed 
average Ef

Energy>load node 
percentage=Tavg

Calculate change 
factor k

Start

End
 

图 7-2 改变系数计算流程 

7.3 相关理论证明 

定理 1：如果初始能量大于初始负荷，且 1k  ，算法将汇聚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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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如果初始能量大于初始负荷，正的能量冗余节点将始终存在，

且小于总节点数 n，通过步骤 7，每次迭代的能量冗余保持非负，并可以

很容易证明： 

[ ] [ 1] 0result k result k     如果 [ ]! 0result k   

基于极限理论，算法将 终汇聚于 0. 

定理 2，  如果初始能量大于初始负荷，当 2k  ，算法将汇聚于 0。 

证明：在此种情况下，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1）如果每次的能量冗余大于 0，证明同定理 1. 

2）如果存在能量冗余小于 0，总会存在某几次迭代结果大于等于 0. 

当 2k  ，可以很容易证明： 

1. 如果该次和前次冗余均小于 0，冗余绝对值将减少。 

2. 如果该次和前次冗余均大于 0，冗余绝对值将减少。 

3. 如果该次冗余大于 0，前次冗余小于 0，冗余绝对值将减少。 

4. 如果该次冗余小于 0，前次冗余大于 0，冗余绝对值将减少。 

以上包含了所有可能情况，所以 2k  时算法将汇聚于 0。 

定理 3：如果初始能量大于初始负荷，K 可能取值范围为 (0,2 / )Tavg  

证明： 

将第 k 次迭代得到的冗余值标记为 [ ]result k ，当 | [ ] | | [ 1] |result i result i  ，

能量冗余将汇聚于 0。设置 | [ 1]| | [ ] | | [ 1]|result i result i delta i     

当 [ ] 0result i  ，则 [ 1] 0delta i  ，如果 | [ ] | 0.5*| [ 1]|result i delta i  ，可以得

到 | [ ] | | [ 1] |result i result i   

类似的，当 [ ] 0result i  ，则 [ 1] 0delta i  ，如果 | [ ] | 0.5*| [ 1]|result i delta i  ，

同样得到 | [ ] | | [ 1] |result i result i  。 

因此汇聚的充分条件为： 

| [ ] | 0.5*| [ 1]|result i delta i   



127 
 

基于初始具有正能量冗余的节点数目为 *Tavg N（N 为总的节点数目），

基于该充分条件，对上式两边求和得到： | * [ ] | 0.5* | [ 1] |N result i delta i   

因为： | * * * [ ] | | [ 1] |Tavg N K result i delta i   

可以得到一个严格条件： | * [ ] | 0.5*| * * * [ ]|N result i Tavg N K result i  

因为与初始情况相比，改变冗余值的节点数目非增，如果第一次迭

代满足该条件，后续迭代也将满足。由此可以得到： 

如果 0Tavg  且 2/K Tavg ，能量冗余将汇聚于 0。 

7.4 仿真结果 

7.4.1 拓扑设置 

随机建立一个具有 7个微网节点的能源互联网，其拓扑由下图所示， 

1
2

7

6

4
5

3

N Micro grid N

Energy 
transmission 

line

1

2

M Energy 
storage unit

Combine 
node2

Combine 
node 3

 

图 7-3 网络拓扑图 

圆节点代表微网，方节点代表额外的能量存储单元，与圆节点一起

构成混合节点。图中的线代表节点间的能源传输线，可以实现双向传输。

为了运行能量传输算法，作者建立一个对应该拓扑的能源连接矩阵。矩

阵大小 7*7，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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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0,0,0,1
1,0,0,1,1,1,0
1,0,0,1,0,0,0
0,1,1,0,1,1,0
0,1,0,1,0,0,0
0,1,0,1,0,0,1
1,0,0,0,0,1,0

 
 
 
 
 
 
    

为了记录节点间的能量流动，规定从小节点号节点到大节点号节点

为正方向，相反方向为负方向。 

1
2

7

6

4
5

3

N Micro grid N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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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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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nergy storage 
deviceCombine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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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3/4）

（4/3）

（2/4）

（1/4）

（M/N） （max energy/load）

Combine 
node
2

 

图 7-4 初始能量/负荷设置 

在仿真前，作者需要为每个微网节点分配能量和负荷值，在分配过

程中，可以为每个微网节点设定优先级。如果存在重要设备，节点优先

级为高，在存在能量存储设备的条件下，节点可设置一定的能量冗余。

否者优先级为低，不设置能量冗余。相应的，需求侧管理或需求响应相

关要求也可以考虑（通过修改初始能量和负荷值）。 

为简化算法处理，这里设置初始能量大于初始负荷，该设置不改变

算法的本质。 

初始能量矢量为[5,5,7,3,4,2,1],初始负荷矢量为[1,1,6,4,3,4,4]。这两个

矢量中第 i 个值对应节点 i。 

7.4.2 Gossip 算法测试 

首先需要测试 Gossip 算法的汇聚性能，这里设置负荷需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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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0rand ，能量供应量为 (1,7)*100 (1,7)* 1rand rand k ，系数 k1 分别设为

0,20,50,100,200，接着计算能量供给减去能量需求后的平均值。 

接着通过下式计算每一次迭代的平均绝对误差值。 

0| _ |

_ ( _ ) /

_ ( ( _ )) /

n initial value

avg value sum initial value n

abs error sum abs value avg value n




 

 

这里 0| _ |initial value 代表相关矢量的元素个数， value 矢量代表

_initial value每次迭代后的平均值。当 _abs error k ，迭代结束。 

通过仿真发现，如果 k 保持不变，尽管 k1 有较大变化，结果的范围

相似，这将对仿真和应用有利。当设置 0.1k  ，仿真在第 48 次迭代前汇

聚到平均值。当 0.01k  ，迭代轮数变为 70，当 0.001k  ，迭代轮数变为

95，下面几图显示了以上结果。横坐标表示迭代轮数，纵坐标表示轮数

出现频次。 

 

图 7-5 迭代次数直方图：k=0.001, k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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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迭代次数直方图：k=0.001,k1=20 

 

图 7-7 迭代次数直方图：k=0.001,k1=50 

 

图 7-8 迭代次数直方图：k=0.001,k1=200 

7.4.3 算法仿真结果 

首先计算步骤 3 的Tavg，使用分布式平均算法，输入矢量[1, 1, 1, 0, 1, 

0, 0]，得到结果[0.5714, 0.5714, 0.5714, 0.5714, 0.5714, 0.5714, 0.5714]（100

轮）与 4/7 相符。 

接着设置改变因子 k，因为 4/ 7Tavg  ，当 k 小于 3.5 时，算法将得到

正确结果（但不是必要条件）。设置 k 值矢量为[1, 1.2, 1.5, 1.6, 1.8, 2, 3, 3.4]，

并依次进行仿真。 

基于以上拓扑进行仿真，接着去掉一个节点或一条边，均可以得到

正确可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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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 仿真结果：k=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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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0 仿真结果：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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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 仿真结果：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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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2 节点失败仿真结果：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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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3 线路失败仿真结果：k=2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到每个节点所分配的能量为自身提供能和与其它

邻居节点所交换的能量和，该值等于每个节点的负荷。进一步分析可看

出，如果总的初始能量大于总的初始负荷，每个节点的能量值均小于节

点所能提供能量的 大值，存在一定的冗余空间，这有利于整个网络的

能源共享，多余的能源可以用来应对紧急情况下的能源短缺，并能存储

于能源存储单元中，增强系统的鲁棒性。 

仿真同时显示了不同改变因子 k 的汇聚情况，当 k 较小时，能量冗

余单调递减；当 k 增加，第一次的能量冗余减少，当 1.6k  ，冗余值在 0

附近波动。原因在于，当 1/k Tavg ，系统会以很大概率出现负的冗余值。

大的迭代次数小于 7 轮。除了 1k  ，出现负的冗余值的收敛速度快于

仅有正的冗余值。 

 

图 7-14 基于 k的能量冗余迭代结果(横坐标：迭代次数，纵坐标：能量冗余) 

通过更深的观察和推导，如果初始条件和改变因子相同，结果也将

趋于一致，但节点间的能量传输会存在差异。同时，如果一对节点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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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能量和负荷相同，这对节点的 后的能量分配结果也将相同。以上结

果可以被理论所证实。 

以上两种情况可以在 1k  中观察到，只是在 1k  时存在异常，这可能

是分布式平均的残差影响了正冗余节点的选择，导致后续结果出现了变

化，但此时的结果仍旧汇聚并满足供需平衡。 

排除 1k  ，可以得到下表结果。 

表中符号（＋）意味着初始能量供应大于初始能量需求的节点，符

号（－）意味着相反的情况。 

综合以上结果，可以得到，如果 1.8k  （此时能量冗余单调递减），

当ｋ增加，由（＋）节点提供的能量单调减少，由（－）节点提供的能

量单调增加，由此导致整个网络能量冗余的方差随ｋ递减。然而，当

1.8k  ，此时出现能量波动，但无论ｋ如何变化，能量分配结果保持不

变。 

表 7-1 不同情况下的能量分配 

k/node 1(+) 2（+） 3（+） 4（-） 5(+) 6(-) 7(-) 

1.2 4.1916 4.1916 6.1916 2.7445 3.1916 1.7445 0.7445 

1.5 4.0976 4.0976 6.0976 2.8698 3.0976 1.8698 0.8698 

1.6 4.0703 4.0703 6.0703 2.9062 3.0703 1.9062 0.9062 

1.8 4.4286 4.4286 6.4286 2.4286 3.4286 1.4286 0.4286 

2 4.4285 4.4285 6.4285 2.4286 3.4285 1.4286 0.4286 

3 4.4286 4.4286 6.4286 2.4286 3.4286 1.4286 0.4286 

3.4 4.4286 4.4286 6.4286 2.4286 3.4286 1.4286 0.4286 

7.5 未来讨论 

7.5.1 Gossip 算法并行化 

本章所用的 Gossip 算法可以并行化执行，两个邻居节点间的能量冗

余平均可以在多对节点间并行执行。当两个节点选择同一个邻居节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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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允许和拒绝信息就已经足够。 

7.5.2 通信和带宽约束 

本算法节点间的通信媒体主要使用光纤，其拓扑变化缓慢，通信功

率和带宽约束并不像无线信道那样严苛，无需对结果进行量化，所需的

拓扑性质也较为简单（仅需保证有效连接）。 

7.5.3 终结情况 

当分布式进行 Gossip 算法时，每个节点需要知道什么时候终结迭代。

当节点发现其自身和邻居节点在一定时间段内保持不变时，结束自身的

迭代。 

7.5.4 分布式计算和中心化处理 

尽管使用分布式计算技术实现能量平均，该算法同样可以应用在中

心化处理中，如果存在中心化处理单元，它将收集每个节点的能量和负

荷预测数据，并使用迭代算法计算能量的分配和传输。基于供需平衡，

中心化处理仅需设置总的能量供应与总负荷相等，并通过一次迭代实现

能量分配。 

7.5.5 状态更新 

本能量共享算法仅进行线性化处理，当能量和负荷发生改变时，仅

需进行增强学习，或更新性计算，二者在本质上相同，仅需满足相关能

量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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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结论 

本章设计了一个完全分布式迭代算法用于能源互联网的能量共享。

通过合理设计算法过程，和改变因子选择，算法 终将实现供需平衡，

其性能通过了数学验证。算法在不同条件下测试并得到了合理结果。下

一步的研究方向将考虑能量传输的实际约束（如传输线的容量约束），或

其它特殊要求（如需求侧管理）。同时，不同 Gossip 算法的实际性能将得

到比较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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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能源互联网商业模式和应用示范 

8.1 用户中心/多元主体  

能源互联网的发展受到互联网思维的深刻影响。 

 

图 8-1 能源互联网功能/主体架构 

一方面，互联网思维强调以用户为中心、极致的用户体验、注重入

口与流量、免费营销、众筹模式、数据为王、平台生态、跨界颠覆等等。

这些基于互联网开放、平等、分享等理念衍生出来的思维模式，被多次

验证并将继续深刻影响各行各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能源互联网旨在通过‘互联网+’，实现可再生能源高效

利用，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和减少能源利用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破坏，

分布式能源供应和共享是其主要特征，调动各能源单元的主观能动，形

成具有自我服务、自我维护和自我更新的生态环境是它的目标。 

能源互联网借鉴“互联网+”思维，“用户中心”是其核心理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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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互联网平台整体框架的构建离不开以用户为中心对从价值到能量不同

层面功能的重构。这里的用户不仅仅是指终端能源消费者，还包括产业

链上的多种角色。 

能源互联网平台涉及的主体大体包括六类角色：供能商、电网公司、

终端用户、中间商、服务商和运营商，实际应用中每个主体可以具有多

个角色。 

 供能商：负责能源的生产。分布式光伏、新能源的生产者也可以

看作是供能商。 

 电网公司：负责网络的建设、运行、调度、优化和管理。我们讲

的能源互联网从传输的角度是以电为主，所以网侧的主体基本就是电网

公司。 

 终端用户：实现能量消费的主体。 

 中间商：负责能源发和用中间业务的建立和实现，如售电商。 

 服务商：为能源系统的运行提供软硬件和管理服务，包括第三方

专业服务，辅助服务，增值服务等等。 

 运营商：负责能源互联网系统整体的运营和管理维护。通过接入

不同主体并促成之间的互联和配合，实现绿色能源的生产、传输、管理、

控制和使用，构建一个开放共享自由公平的能源互联网平台。 

基本的角色就是以上六种，在实际应用中，各个角色之间的身份将

有所重叠。如基于发-配-售一体化，供能商也可以是售电商，终端用户可

以进行能源生产从而扮演供能商的角色，服务提供商将可以运营售电业

务，售电公司可以提供充电桩进入中间商和服务商领域，电网公司可以

转换为综合运营商。各个角色之间的利润和价值分配将更加灵活和自由。 

与能源互联网类似，光伏云网需要以用户为中心，不断完善运营和

管理机制，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协调，达到源网荷协同，实现绿色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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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洁、高效利用。 

8.2 光伏云网平台发展规划 

光伏尤其是分布式光伏属于区域能源互联网“能量层”的的范畴，

未来光伏云平台也应该是能源互联网平台的一部分。光伏云平台未来的

发展规划应该满足第一节能源互联网的总体架构，从“供能商”的角度

基于光伏发电构建信息、业务和价值平台。如图 8-2 所示，光伏云平台

提供的主要功能应该包括信息采集（信息层）、业务应用（业务层）、商

业模式（价值层）和光伏运营商服务（用户层）几个层次，本节就分这

几方面提出未来光伏云平台发展规划。 

能源基础设施

价值层

业务层

信息层

能量层

供能商
终端用

户
中间商 服务商 运营商

电网公
司

用户
服务

 

图 8-2 能源互联网架构下的光伏云平台发展规划内容 

8.2.1 信息采集 

（1）光伏云信息系统功能 

 实现信息与能源的融合 

光 

伏 

 

光 

伏 

云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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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能源的融合主要是指在光伏云网的范围内装设海量的信息采

集与传感设备，实时采集能源节点信息，从而将整个能源网络的物理实

体数字化；同时，可以实时构建起整个能源网络的计算模型，从而更精

确的掌握网络的运行状态。 

 具备多样的终端信息采集能力 

光伏云网支持各种能源生产、消费终端以各种形式接入网络，因此

其信息网络的建设需要满足不同能源、不同环境、不同个体的信息接入

需求，便于各方参与到能源产销过程。 

 具备灵活的网络通信手段 

光伏云网的信息网络应该具有多样化的网络通信手段，满足不同位

置、不同能源生产和消费个体的接入需求，为能源信息的多向流动提供

管道基础。 

 具备信息多向流通的能力 

传统能源消费中的信息流通模式是单向流动，消费端难以获得重要

的能源消费信息。而能源互联 重要的特点就是实现信息的开放互联，

因此能源信息将具备多向流动的能力，打破传统能源消费中信息不对称

的局面。 

 具备高速可靠的网络传输能力 

光伏云网具备 广泛的参与群体，其发展必然会带来海量数据，因

此信息网络的建设必须具备高速可靠的网络传输能力，以保障信息传输

和交互的实时性，以及在局域、广域环境下能源调控的实时性。 

 具备强大的信息存储、处理、分析能力和辅助决策能力 

光伏云网的海量数据采集、传输，需要海量的数据存储能力，此外，

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和辅助决策能力可以保障的数据高效筛选、处理，

将帮助管理者从宏观上实现对能源网络的优化管理和调度，同时引导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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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互联网的参与者调整自身的能源生产和消费行为，从而实现对能源资

源的有效利用。 

 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实现非结构化数据挖掘能力 

光伏云网将从监控现场导入大量的非结构化数据，包括人员定位信

息、图像信息、实时视频信息等，需要对这些信息进行深入挖掘，寻找

有价值的内容，以提高系统的整体运维性能。非结构化数据对数据分析

和处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复杂度和处理时延也大幅增加，大数据技术

和人工智能的使用成为必然。可以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智能挖掘，实现相

关的增值服务或辅助服务，如风险预警、地质风险监测、抢险措施制定

等，全面提升光伏云网的安全。 

 具备规范的业务执行标准 

规范的业务执行标准，将保障整个光伏云网的标准化运作，从而使

得能源生产、消费和交易的过程更规范、更高效。 

 具备坚强的网络信息安全保障能力 

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安全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因此，具

备 坚强、 可靠的信息安全保障能力，是对光伏云网信息技术 基础、

重要的要求。 

（2）具体信息采集 

 光伏融资信息 

光伏建设期需要的信息。具体需采集光伏设备价格信息、能源企业

信用评估信息、电价曲线信息、一次能源价格信息、股价波动信息、能

源期货信息、能源期权信息、光伏企业利润信息等。 

 光伏出力信息 

光伏运行期间需要的信息。具体需采集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出

有功、输出无功、输出频率、功率因子、光照强度、逆变电压、逆变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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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等信息。 

 光伏设备信息 

光伏运维需要的信息。具体需采集设备容量信息、发电设备状态信

息、设备能效信息、控制器状态、逆变器状态等方面的信息。 

 光伏扶贫信息 

在我国分布式光伏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相关业务需要信息采集

的支持。主要收集扶贫对象的信息，相关屋顶的信息等，以支持项目管

理等业务。 

以上仅列举了部分光伏云平台信息层需要采集的信息，根据上层业

务应用的不断完善，所需要的信息还会不断拓展，这可以在未来光伏云

平台详细设计实现过程中不断增加。 

8.2.2 业务应用 

光伏云网的业务应用涉及规划设计、融资建设、运行管理、控制协

调等几个方面： 

（1）规划设计 

 智能选址业务（宏观、微观） 

 建设方案咨询业务（建站方案、投资规模、融资贷款、收益预估） 

 消纳能力评估业务（接入位置、电压等级、接入容量） 

 建模与仿真，对光伏电站的能力进行计算机模拟 

分布式光伏本身的建设在规划设计阶段的业务已经比较成熟，但是

能从云平台的角度给予全方位的支撑还不多见，尤其是建模和仿真方面

的支撑还比较缺乏。 

（2）融资建设 

 设备采购，设备信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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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项目沟通、质量管理、进度管理、风险管理） 

 融资贷款（方案制定、方案评估）， 

 并网服务（并网申请、进度查询） 

 光伏扶贫（项目管理、建设管理、运行监测、运营分析、信息管

理） 

分布式光伏电站的建设虽然模式已经比较成熟，但未来发展的空间

还很大。借鉴能源互联网金融，光伏云网为支持光伏电站建设，提供的

融资方式可以包括成熟模式和创新模式。 

1) 成熟模式 

扁平化结构和分布式模式，是光伏云网渠道创新的重要特点。传统

能源产业适合规模化开发和密集型投资，造成了各个环节很大的不透明

度。光伏云网模式下，能源资源的分散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开发者、开发

技术和能量供给方式的多样化，全覆盖智能化的信息技术奠定了过程的

透明化。互联网思想和物联网设施对各个行业的渗透，使民众在参与、

分享、主动、自由等方面有了深刻的认知和积极的心态，这是融资渠道

开拓及新型金融产品诞生的社会基础。 

光伏云网模式下的融资渠道分为主动融资和间接融资。P2P（Peer to 

Peer）模式的网络贷款，即网络小贷是重要的新型融资手段。随着光伏

云网商业生态完善和能源金融业的健全，不断有能源企业发行股票、债

券、基金及信托产品，能源保险和能源基金将得到更好发展。各种融资

方式，在传统能源产业模式下难以介入的，如网络借贷、融资租赁、能

源基金、能源期货，在光伏云网模式下可以得到发展实施；在传统能源

产业模式下单调垄断的，如能源保险、能源信托、能源债券、能源股权，

在光伏云网模式下可以得到发展完善。 

1. 主动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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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企业的主动融资，包括能源企业上市、能源企业发行债券、吸

引海外投资三个方面。能源企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企业，上市以股权换资

金，进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能够提高企业再扩张的能力，同时通过资

本市场的监督和规范也可以改善企业治理结构，提高盈利水平。能源企

业大都规模大，盈利能力较强，因此可以通过发行企业债券的方式进行

短期融资，程序较为简单，比通过银行信贷的成本要低。能源企业吸引

海外投资，主要来自国外大型的能源企业和国际金融机构的金融支持。 

对发展中国家的新能源产业，清洁发展机制也是重要的海外融资渠

道。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中引入的灵活履约机制之一，核心

内容是允许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级的减排量抵消额的转让与

获得，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中国政府已经确定，在开

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重点领域以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及回收利用甲烷和煤层气为主。企业在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中

寻找商机的同时，也应该考虑投资的风险。发达国家在承诺减排温室气

体义务上的决定以及对这些义务的分配方案，都可能导致二氧化碳减排

量交易价格的浮动，从而影响项目的收益。 

以国外光伏行业为例，资本市场融资包括企业资产或信誉担保、光

伏资产抵押、现金流出售、光伏电站资产证券化等，尤以后两种 为重

要。光伏电站资产证券化有四种模式：电站收益权转让模式，融资平台

公司增值模式，BOT 项目融资模式，融资租赁模式。美国光伏企业

Solarcity 在分布式光伏电站融资上开创了成功的 Solarcity 模式，本质

上是一种“银行+开发商”的经营策略。Solarcity 在利用资本沉淀滚动

带来租金收入的同时，通过不同的融资结构再次获取大量资金，以此抢

占屋顶资源，圈出未来能带来稳定现金流流入的更为庞大的基础资产池。

Solarcity 通过和 Google、高盛等进行基金投资合作，开创了对光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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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合伙购买后租赁、基金购买再转租、基金购买返租后再租赁等各种

业务模式。 

2. 间接融资 

能源企业的间接融资，主要是通过政策引导金融支持能源产业，如

建立政策性能源金融机构、引导创投资本进入能源领域投资、开放民间

资本投资能源。 

政策性能源金融机构兼具政策性银行和商业化银行的两面性质，是

政府引导的重要体现方式。能源金融的核心在于在满足能源信贷资金的

同时有效解决能源金融安全问题，建立能源金融机构是必要的。一方面

能源类金融机构为能源企业服务，将资金用于企业内的新能源开发和自

主创新，同时也可以根据各地区能源产业发展的差异，制定有区别的信

贷政策，避免商业银行信贷支持能源产业的地域局限性，因此具有政策

性银行性质；另一方面，能源产业建设期较长，与其相关的环境治理、

循环经济等贷款具有较大的风险，因此除了建立能源银行以外，与之相

匹配的能源企业担保公司也应成立，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市场化运作，

故能源金融机构又具有商业性质。根据中国国情，在政府指导下，有实

力的金融家和企业家应联手申办能源银行，由财政和企业共同注资，吸

取存款，集中财力，主要用于能源开发、能源企业创新等。 

创投资本投资于能源领域，尤其投资于新能源产业具有较好的商机。

一般而言，国家会给创投行业许多优惠政策，创投资金进入能源领域，

投资者和能源企业可以利用这些政策。创投资本经营的不是一个具体的

产品，而将企业作为一个整体，从产品、营销、组织管理等方面综合考

察，一般关注于企业的创业阶段，很少停留在一个相对成熟的企业中。

因此，从能源产业发展的角度讲，可以引导创投资本进入新能源开发过

程。这样一方面能在新能源企业发展过程中获得企业经营的利润；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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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还能获得企业快速增长的资本增值。 

开放民间资本投资能源，可以较低限度地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民

间资本具有活跃和自由的特点，在银行信贷等融资渠道受限的条件下可

以考虑引入民间资本。可以通过与政府合作、购买股票或其它资本运作

方式参与到能源开发和技术开发领域，也可以对民间资本直接进行借贷

融资。 

3. 网络借贷 

P2P 小额借贷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民间借贷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网络

众筹是其主要形式。具有资质的网站（第三方公司）作为中介平台，借

款人在平台发放借款标，投资者进行竞标向借款人放贷。P2P 小额借贷的

大特点是积少成多，在满足个人资金需求、发展个人信用体系、提高

社会闲散资金利用率等方面具有显著价值，这种模式在英美等发达国家

发展已相对完善。 

随着 P2P 小贷模式和能源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完善，小规模闲散资

金可以进入更广的能源产业，尤其适合于分布式能源产业和能源微网项

目的建设。2011 年，美国的马赛克公司 先发起光伏网络众筹，基础投

资门槛为 25 美元，目前已经募集超过 600 万美元，为总计 18MW 的个人

屋顶光伏项目提供了融资服务。2012 年，美国《创业公司融资法案生效》，

标志着美国的 P2P 借贷具有了法律基础。目前，中国还没有正式的网络

借贷相关的法律规范。随着中国的金融管制逐步放开，互联网金融支持

法律出台，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日渐旺盛的融资需求、落后的传统

银行服务状况下，这种网络借贷新型金融业务将获得爆发式增长，得到

长足发展。 

P2P 借贷业务的核心是网贷平台的业务能力和可靠性。根据借贷平台

的业务定位和对借贷人的风险影响，光伏云网金融的 P2P 借贷业务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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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种模式：担保交易、债权转让和服务平台。担保交易模式是一种单

对多模式，一笔项目投资的借款有多个投资人出资，借贷平台只提供金

融信息服务，不吸储，不放贷，资金安全由合作的小贷公司和担保机构

提供双重担保。担保交易模式下不存在借贷和投资不对等的空间，基于

能源项目投资可预见的稳定收益，这种模式对个人投资是 安全的 P2P

模式。债权转让是一种多对多模式，个人投资和借款需求都在平台上被

打散组合，每一笔贷款或投资都拥有多方的债务关系。平台将资金出借

给某个能源项目建设的借款方，获得 大债权并对其分割，然后将分割

的债权以转让形式分别给多个投资人获得资金。多笔借贷的债权关系、

借贷金额、投资金额、还款期限等错配、拆分、转让，使债权转让模式

具有灵活、及时、扩展性强等优势，同时对平台的平衡能力、资金能力、

担保能力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放贷金额实际大于转让债权，就是

转让不存在的债权，是一种非法集资行为，这是个人投资需要考虑的风

险。服务平台模式是针对债权转让模式的风控弱点，引入线下借款人审

核等风控服务和与担保公司合作的担保服务，进行更为安全的多对多网

络借贷。服务平台模式可以认为是对担保交易模式和债权转让模式的择

优结合，借贷灵活，投资安全，但平台成本大大提高。 

然而，小众、分散、交易迅速是互联网金融的特点，利用机制漏洞

进行的欺骗、诈骗、非法集资等不良金融行为，易操作，成本低，单笔

额度小，损失追回困难。如何保障 P2P 网络借贷的个人投资安全，是光

伏云网金融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 

2) 创新模式 

光伏云网生态具有很强的金融产品创新能力。全覆盖、智能化的信

息系统和高透明、易预期的投资收益核算为产品创新提供了安全保障，

全民化、扁平式、分散化的能源微网建设模式也为能源金融产品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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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市场。除了开发多种类的贷款业务品种，以及为能源企业提供财务

顾问、发债承销、担保、项目融资方案设计等传统中间业务，相对于传

统能源金融的金融产品主要是能源基金和能源期货，能源期货可进一步

衍生出能源期权。 

1. 能源基金 

设立能源基金可以满足提高能源产业资金集中度的需求，是能源产

业结构调整和能源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能源基金使战略投

资者成为能源企业的股东，在帮助能源企业建立现代治理结构方面发挥

一定作用。能源基金按照发起主体划分，有政府政策性基金、产业投资

基金等。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作为国家新兴战略性产业，在获得政府引导、设

立政策性产业基金方面有明确的政策支撑。2009 年 12 月审议通过的可再

生能源法修正案草案，明确了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由两部分组成：

国家财政年度安排专项资金和征收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等，财政部主

管专项资金，国家发改委主管电价附加。随着《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征

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这项专用于新能源的政策性基金开始运

作。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每一度电网供电费里将有 8 厘钱被征收用于

发展可再生能源，2012 年全国估计达 340 亿元，到 2020 年将达到 5000

亿元以上。 

中国很多省市陆续由政府主导，设立了各具特色的地方新能源产业

基金，以推动本地区某一方向新能源的发展。在湖南省，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与湖南省政府于 2009 年 10 月签署《关于联合设立创业投资

基金的合作协议》，由南车时代高新牵头发起的新能源基金，基金规模 3

亿元人民币，投资方向有新型能源、节能降耗、环保、清洁技术、可再

生能源等新能源相关领域，存续期 7 年，收益分配按照国际通行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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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按 2：8 的比例进行。在河南省，2011 年成立

河南省新能源产业基金，由河南省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公司和中信集团

以及其他投资者合作打造，是用于投资河南省的煤炭资源整合、瓦斯综

合治理与煤层气开发利用、优质煤炭资源开发及煤气共采等煤层气开发

的清洁能源专项资金。募集总规模不低于 48 亿元人民币，首期将到位 10

亿元，二期不低于 38 亿元。在上海，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引导数

十家合作基金和担保机构，通过国有基金参与，设立了多家针对新能源、

新材料的创投基金。 

中国目前完全由社会资本发起运作的新能源产业基金还不多，代表

性的是创立于美国的能源基金会在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支持项目。1991 年，

美国几个对可持续能源感兴趣的基金会联合成立了全球性质的能源基金

会(The Energy Foundation，EF)，是一家非政府、非营利性机构。创办

人认为，改变国家能源政策的集中而协同的努力，能够导致产生一个更

为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基金会把其目标定为努力提高能源效率，发展

可再生能源和推动一些未来清洁能源重要组成技术的应用。能源基金会

在美国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建筑节能、电力、可再生能源、先进技术车辆

等五大领域。基金会认为中国是世界上 大、发展 快的能源市场，于

1999 年启动了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的目标是通过

推动能源效率提高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帮助中国过渡到可持续能源的未

来。 

2. 能源期货 

能源期货是指以特定价格进行买卖，在将来某一特定时间开始交割，

并在特定时间段内交割完毕的能源商品合约。能源期货交易，是指能源

期货合约的买卖。能源期货合约，是在能源远期交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高度标准化的远期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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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合约取得成功的 直接标志就是稳定且较高的交易量，而支持

交易量的则是市场参与者，主要是套期保值者和机构投资者，它们持有

的合约头寸占总量的比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决定一份期货合约的命运。在

光伏云网产业生态模式下，能量直接生产者和直接消费者也可以是能源

期货交易的参与者，这就提高了稳定交易量的占比，削减了不正当的投

机行为。 

能源期货于 1978 年 早开始在纽约商业交易所交易，目前已形成轻

原油、重原油、燃油、气温、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等期货商品。将电力作

为能源期货品种，有一定的难度。基于欧洲大电网的建设和运营，在欧

洲已形成了如 Nord Pool ASA 北欧电交所和莱比锡电力市场（欧能所）

等电力现货市场。随着中国光伏云网的发展，中国也有望建立电力期货

交易。 

（3）运行管理 

 运行监测（装机监测、发电监测、运维监测、电量趋势）等。 

 专业分析（发电量预测、发电效率分析） 

 能效管理（策略制定、成效分析） 

 运维服务（故障诊断、预警分析、故障抢修、设备维护、派单、

抢单） 

 增值服务（定制化服务、数据服务、营销活动策划、广告宣传） 

分布式光伏的规划、设计和建设虽然已有一定的模式，但真正的平

台支撑运行管理还比较缺乏，尤其在深度运行分析和深入的增值服务等

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1）大数据分析 

分布式能源的大规模接入是能源互联网的基本特征之一，体现了能

源互联网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同时也将影响网络的稳定性。随着能源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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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的发展，分布式能源的接入规模将越来越大，所采集的能源设备状

态数据和电力相关数据也随之增加，需要使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其进行

分析预测和有效调度。 

2）增值服务 

分布式光伏一般安装在用户屋顶，本身就可以成为深入家庭、社区

的又一分布式平台，其价值不仅仅在于分布式发电，还可以跨域开发其

他方面的相关业务，拓展盈利空间。如分布式光伏电站本身就是可以携

带多种传感器的平台，其提供的数据不仅是发电数据，还可以携带用户

其他实时信息，可以用于社会发展等其他领域的数据分析。 

（4）控制协调 

光伏作为分布式能源的一种，必须参与能源互联网整体的协调控制。

一般来讲分布式光伏由于是清洁能源，同时一般与负荷同步，应该作为

优先消纳的能源形式，全额出力。但同时分布式光伏电站作为能源互联

网中的电源也应该在特定情况下接受调度控制。 

 并离网控制 

 功率控制 

8.2.3 商业模式 

价值层功能本质也是业务层的一部分，只是由于我国电改等背景，

价值层功能显得更加重要，需要提取出来重点加以考虑。其主要内容包

括： 

 电费代缴（代收签约、企业代收） 

 电量交易（点对点、多方结算） 

 资产保险（电站保险、发电量保险） 

 电站交易（价值评估、交易撮合） 



152 
 

 绿证/碳交易 

 电费结算（光伏签约、光伏账单、分配规则管理、电站收益查询、

多方式电费结算） 

基于光伏发电与能源互联网紧密联系，且二者皆以绿色能源使用为

主要特征，下面参考能源互联网设计光伏云平台的商业模式创新。 

（1）分散微平衡商业模式 

1）能源桶装 

对能源服务进行规范化和标准化，具体可包括标准化设备，标准化

供能曲线，供能格式合同等。该模式适用于中小规模的城乡用户，可使

用户更便捷多元地塑造自我能源消费结构。 

2）能源担保 

在大中规模用户与能源提供商交易时，由中间商对供需双方进行担

保，提高交易效率以加快资金流转速度。 

3）能源团购 

类似于现有的网络团购。用户以团购的方式聚集购买力，以提升用

户在市场博弈中的地位；同时为能源提供商提供了大宗销售的平台，便

于其进行统一管控。适用于分散但总量可观的城乡个体用户群，有利于

节约双侧成本。 

（2）基于区块链的商业模式 

以光伏云网和能源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能源系统中，各个实体间关

系复杂，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将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比如

分布式光伏发电的价值链模型中涉及到的参与方有电站投资者、电站开

发商以及屋顶业主，同时也有用电企业、电网公司、财政部等等。理想

情况下，在这个价值链模型中，这些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但

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并非如此。由于不同主体间普遍缺乏信任，真实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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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间的关系会十分复杂，导致在这条价值链上的价值生产和流动过程的

摩擦成本非常高，充满了各种各样耗时耗力增信和中介过程。而且，分

布式光伏价值链仅仅是整个大能源环节中非常小的一环。整个电力网络

从发、输、电、配、售、用、储，是一条无比复杂的价值链，同时因为

电力行业非常特殊的即时生产、即时消费，难以储存的特性，导致整条

价值链上各环节环环相扣，而且能源流、资金流、信息流这三流之间也

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整个系统的复杂度、交易成本是呈指数级别上

升的。再比如，目前在中国碳资产的发行中，从项目发起到进入交易所

流通，中间过程至少需要 10 个月，这么长的时间成本都将变成经济成本

分摊到每一个减排企业和控排企业，以及每一个能源消费者身上。如此

复杂的过程，对于中国能源的清洁化、能源的分布化、能源的共享化会

造成巨大的挑战。 

为此，可以研究利用区块链技术解决上述问题。区块链技术是基于

密码学算法建立的一个全球信用的基础协议，主要特点是去中心化，具

体采用基于互联网的分布式加密账本技术。由于账本由多方共享，保证

了账本的不可篡改性，并带来了系统运营的低成本。基于以上特点，区

块链非常适合应用于能源交易领域，对于信息真实性认证、财产公证、

合约的订立等，都可以使用区块链来实现。 

8.2.4 用户服务 

光伏云网通过网络界面向光伏运营商提供服务。 

 信息读取 

读取各类光伏云网业务的动态滚动信息、静态信息，可显示在手机、

平板电脑、个人电脑上，读取方式为网页浏览或采用客户机-浏览器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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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图形（趋势）显示 

主要进行发电量分析和用电量分析，包含不同区域规模、采集密度、

和时间显示维度，可显示为折线图、柱状图、饼图、三维图形等。 

 信息反馈 

包括查询信息反馈，周期信息反馈，实时控制信息反馈等。反馈以

文本方式为主，也可包含音视频反馈信息，反馈周期可以分为即时反馈、

分钟、小时、日、周、旬、月、年等。 

 用户评价反馈 

包括产品评价、设备评价、基础设施评价、服务质量评价(自动服务、

人工服务)等，评价可以分为口头（短信、音频流、视频流）和书面评价

（电子邮件、微信、博客、网站/平台登录）等方式。 

 购电服务 

包括团购、零售、代购等方式，主要基于光伏云平台自动办理或在

服务人员指导下进行。 

 用户权限管理 

为用户设置不同权限，用于设备监控、数据浏览、工程项目查询、

工程进度查询、账目结算等服务中。 

 诚信管理 

对用户提供生产、建设、服务方的诚信档案和记录，辅助用户对于

业务项目或服务的选择。 

以上用户服务可以根据业务的不断拓展而不断丰富。 

8.3 光伏衍生模式研究 

光伏云网建设主要针对分布式光伏业务，但实际的综合能源到能源互

联网的基础是多能源优化配置，因此本节提出基于光伏的“光伏+”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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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以此拓展光伏云平台的业务范围和空间。 

多能源优化配置要求能够统筹兼顾、因地制宜地协调一定能源区域内

的各种绿色能源资源，如太阳能、风能、水资源、生物质能、液化天然

气等。在规划阶段，分析资源开发利用的具体模式，结合区域内铁路网、

供气网络、供热网络的整体情况，确定光伏发电、燃气发电、风力发电

的容量及选址，设计相应的能源规划方案及系统运行方案，通过模型测

算保证规划的合理性、可靠性，实现电力系统、油气网系统的统筹协调。

这方面的研究重点主要是规划模型研究，未来将以现有的智能电网规划

模型为基础进一步延伸，并且以模型为依据构建软件平台和信息处理分

析系统。目前这方面的模型研究包括多类型能源协调互补协调优化模型、

能源互联网示范工程规划设计模型、考虑供需双侧能源需求的清洁能源

并网消纳模型等。本节列举其中典型的“光伏+”衍生模式，并描述其在

能源互联网架构下，在上一节描述的光伏云平台功能的基础上，需要的

附加功能。 

能源基础设施

价值层

业务层

信息层

能量层

供能商
终端用

户
中间商 服务商 运营商

电网公
司

用户
服务

 

图 8-3 能源互联网架构下的光伏+云平台发展规划内容 

多种能源形式 

 

光 

伏 

+ 

云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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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风光互补 

（1）能量层 

风能和光能发电依靠不同的气象条件，因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具有

不同的能源生产特性，如光伏发电在正午太阳直射时具有 大的发电量，

而风能发电则可能在夜间具有 大的风速并产生 大的电力。因此，二

者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可以实现风光互补，为系统的平稳、高效运行提

供保证。 

（2）信息层 

 气象信息（风速、光照幅度、温度、气压等信息，用于电量预测） 

 发电曲线信息（风力发电曲线信息，风力历史发电数据，光伏发

电曲线信息，光伏历史发电数据等，用于电量预测和供需平衡） 

（3）业务层 

 风光发电预测分析 

 风光发电协调控制 

（4）价值层 

 电价套餐管理（可以形成更有竞争力的电价） 

 风光联合发电效益分析 

（5）用户层 

 风光联合发电信息监测 

8.3.2 光储一体 

（1）能量层 

光伏发电和储能（包括储电和储热）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一方面，

光伏发电可以有效利用太阳能这种绿色资源，具有可持续性，并成为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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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有效能源来源；另一方面，通过储能，能够缓解发电方和用电方的

强耦合特性，通过合适的充放电，可以消减光伏发电的间歇性和波动性，

保证供需平衡。 

（2）信息层 

 储能设备状态信息（SOC，温度、充放电状态，寿命估计）、 

 充放电性能信息（充放电速率，充放电容量限制、充放电能效）

等。 

（3）业务层 

 系统安装和建设 

 存储容量保证分析，由于现阶段储能成本较高，储能容量的分析

显得很重要。 

 光储一体化运行管理 

 离网电力供应分析 

（4）价值层 

 光储套餐供应 

 光储一体化效益分析 

 储能增值/辅助价值分析 

（5）用户层 

 光储一体电量信息监测 

8.3.3 新能源接入直流配网 

（1）能量层 

新能源发电本身就是直流，随着直流电网技术的日趋成熟，通过直

流配网接入新能源成为选项。可以大幅提高能源传输的容量和效率，避

免了无功损耗和整流、逆变器的交直流转换损耗，不存在黑启动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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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相失败问题，安全性也大幅度提高。 

（2）信息层 

 直流配网相关电力电子设备信息 

 直流配网的实时电压、电流信息 

（3）业务层 

 状态监测 

 并离网控制 

（4）价值层 

 接入效率分析 

 过网费核算 

（5）用户层 

 直流配网监测 

 新能源接入状态监测 

8.3.4 能量交换与路由 

（1）能量层 

能量交换与路由将在能量层面的功能与直流配网类似，通过能量交

换机和路由器，打通能量层的各个环节，实现多种能源形式和终端用户

的有效融合，提供精准、高效、鲁棒的供能服务。 

（2）信息层 

 网络拓扑信息 

 能量接口信息(容量、频率、 大电压、 大电流、有功、无功、

功率因子) 

 拥塞/故障信息 

（3）业务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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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设施建设业务 

 能量分发业务 

 能量形式转换业务 

 能量质量管理业务 

（4）价值层 

 供能和能源共享 

 绿色能源上网支持 

 能源系统稳定性支持 

 分布式发电交易，目前国家能源局正在开展分布式发电交易的试

点。 

（5）用户层 

 包括定制化用能 

 能源区域共享 

8.3.5 多能互补 

（1）能量层 

传统能源供应中，电、气、冷、热等各种形式能源系统在规划、运

行、消费、交易等各方面几乎都是保持独立的。然而，在能源互联网时

代，价值创造层面的变革，多种形式能源的耦合程度大幅提高，如在能

源生产侧，冷热电联供机组在产生电能的同时，也能产生热能和冷能；

在能源消费侧，用户能够选择消费不同的能源而达到同样的用能效果如

空调用电取暖和暖气直接供暖等。各种形式能源的交易形式灵活自由。

开放、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将培育更多的商业主题，激发各商业主体

的积极性，实现更大的价值创造与市场的高效运行。在充分竞争的能源

市场中，各商业主体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能源生产商需要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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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低成本的生产优质能源，传输商需要理性评估能源传输系统的规划方

案实现资产的高效利用，能源零售商转变以提供用户为中心的个性化的

用能服务为目标。 

（2）信息层 

 多能源设备能源生产信息 

 多能源系统运行状态信息 

 多能源系统历史运行信息 

 系统外设备接入信息 

 设备即插即用信息 

（3）业务层 

 智能终端接入业务 

 多能源计量监测及信息交互 

 多能流互补控制业务 

 大数据分析业务 

 全系统优化业务 

（4）价值层 

 套餐策略（电-热套餐、冷-热-电套餐、综合用能套餐） 

（5）用户层 

 用户定制化服务 

 个性化用能设计 

8.4 用户中心的综合能源服务平台 

本节将以光伏云平台为起点，以光伏+衍生模式为核心，拓展为未来

以用户为中心的综合能源服务平台。该系统将形成耦合信息系统和能量

系统，结合能量供需双方的信用能力、金融能力、生产或消费能力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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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以能量交易达成为核心业务，匹配和优化供、需、输、配等相关方

效益的平台系统。 

如图所示，前两章主要从多种能源形式和供能商角色进行描述，本节

就综合能源服务平台的其他方面进行系统的介绍和梳理，希望对未来光

伏云平台的拓展有所帮助。 

能源基础设施

价值层

业务层

信息层

能量层

供能商
终端用

户
中间商 服务商 运营商

电网公
司

用户
服务

 

图 8-4 能源互联网架构下综合能源服务平台发展规划内容 

8.4.1 电网公司 

在综合能源服务系统中，电网公司侧重网侧的管理和运营。 

（1）信息层 

 采集潮流信息：电流、电压、有功、无功 

 传感信息：安全监测、摄像头视频信息 

 设备运行信息：正常运行、故障预警、故障显示和通知等。 

（2）业务层 

 能量管理系统（EMS） 

 安全稳定性分析 

综合 

能源 

服务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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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运行分析 

 状态评估 

状态评估主要对状态进行分类以确定系统所处的状态。如基于电压

的稳定性评估，决定系统是否处于失稳状态。根据电力系统所处的状态，

可以制定相应的操作决策。由于对每个监测点都需要进行相应的时间序

列分析，同时需要考虑节点间的位置关系，节点多、采集频率高，计算

任务重，需要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支持。关于电网的状态评估多与电能质

量、故障恢复和安全性有关。随着能源互联网性能要求的提高，需要扩

大状态评估的范围，考虑节点间的关系，达到对能源互联网整体性能的

了解，实现全局状态评估。 

（3）价值层 

 效益分析（基本服务、增值服务） 

 过网费核算 

 交易模式：B2B，B2C，C2C 等。 

（4）用户层 

 潮流显示 

 实时数据展示 

8.4.2 终端用户 

综合能源系统中终端用户除了是能源消费的主体，还应该参与电网

的互动等。终端用户是能源互联网各类角色中数量 大的，因此也是用

户中心理念体现的核心。 

（1）信息层 

 四表合一数据采集：水、电、气、暖 

 智能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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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网关，可以与家庭其他系统集成 

 电动汽车充电信息采集，未来电动汽车是重要的用户负荷 

（2）业务层 

 集群充电 

多个充电桩运行调配，可以 大可能削峰填谷。 

 滴滴能源（基于网络的能源按需供应） 

为不同种类的能耗用户提供个性化的点对点能源服务。能耗用户可

将自己的用能需求信息发布到系统平台上，附近的能源供应商在看见用

户发布的信息之后可选择进行匹配或忽略。匹配确认后双方可进行进一

步协商和交易。该模式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用户，且随着光伏云平台技术

的发展，支持的用户需求种类将不断拓展。 

 需求侧管理与响应 

随着的能源互联网的发展，用户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通过电

力网络通信技术，用户能够与发电方进行交互，协商决定电能的使用。

同时，用户间也可以进行能源共享，供需关系变得复杂化。因此，需求

侧管理在能源互联网中变得更加重要。需求侧管理需要利用海量的实时

和历史数据实现负荷预测相关功能。网络越大，数据量越大，大数据分

析工具将是重要手段。需求侧管理主要是为了节省能源或保证供电的持

续性和平稳性。需求侧管理与响应将向着更加智能化、自动化和个性化

的方向发展。 

 家庭能量管理（HEMS） 

在用户侧一个家庭范围内，形成局部的能源微系统，并进行精细化

管理，可以包括储能、电动汽车、屋顶光伏、负荷等多种要素。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负荷建模与预测（用于与电网互动实现需求侧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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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建模：所考虑的数据越全面，采样频率越高，数据质量越好，

负荷参数估计的精确度和鲁棒性也会越好，其大数据应用性能将会得到

明显提升。而根据负荷云库的设计，可以提供经过预处理的，与能源互

联网范围内负荷有关，覆盖各个方面和技术细节的海量数据，从而将显

著提高负荷建模的性能，进而提高电力系统的整体性能。负荷建模是能

源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的主要应用，其结果可以用于负荷预测、电力调度、

故障定位和实时仿真。负荷建模决定了能源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的整体性

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传统电网中，负荷辨识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

题。由于缺乏整体全面的监测数据，导致只能以保守度换取大的可靠度，

不仅造成设备的冗余，系统的运行效率也受影响。到了能源互联网时代，

采用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系统可以采集到覆盖整个系统的全面海量数

据，在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支撑下，电力负荷的精确辨识将成为可能。负

荷建模的具体技术包括综合统计法、总体测辨法和故障仿真法，用统计

综合法得到的负荷模型物理概念清晰，易于理解，但其核心建立在“统

计资料齐全，负荷特性精确”的基础之上，其实现难度大且无法考虑负

荷的时变特性。总体测辨法避免了大量的统计工作，有可能得到随时间

变化的在线实时负荷特性，其 大的困难在于装置的有效安装和参数的

时变性。故障仿真法的优点是参数确定过程与程序选择参数的计算过程

一致，而且在某些故障下能够获得重现，但试凑的方法限制了其性能。

总体测辨法适合于微观定量，统计综合法适合于中观定性，故障仿真法

适合于宏观校验。 

负荷预测：能源互联网的正常运行和调度离不开负荷预测。为了实

现负荷预测，除了利用大量在线数据，还需要海量的历史同期数据和天

气环境数据，大数据技术支持必不可少。负荷预测可以用于各种情况。

对于传统的负荷预测，由于数据的不充分和分析能力受限，难以得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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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有用的结果，能源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通过大数据采集和

高性能分析技术，精确负荷预测将成为可能。未来的负荷预测将向着适

应各种时间维度和空间复杂度，预测结果更加精确、更加及时有效的方

向发展。 

（3）价值层 

 支付（支付宝、电 e 宝等） 

支付功能是用户中心的综合能源服务平台的核心，国网电商公司在

这方面具有核心优势。 

 商城（网上商城，O2O 交易） 

商城功能是用户中心的综合能源服务平台的主要载体。类似于现有

的各类网络购物网站。构建网络交易平台，使各类能源服务公司都能够

在平台上开网店，出售各类产品和服务供用户选择。该模式广泛适用于

各类商业主体，提供了大型的网络能源交易平台。 

 优惠券 

是用户服务模式的代表形式，可以借鉴互联网电子商务模式衍生出

很多具体形式。 

 个性化消费建议 

在用户用能行为分析的基础上，给用户针对性的提出降低能源消费

的合理化建议。 

（4）用户层 

 团购 

类似互联网电子商务的理念，吸引用户并促使降低电价。 

 点评 

开发专门的能源领域点评软件，允许各类用户和能源服务类公司进

行双向点评。该模式类似于现有的“大众点评”。有利于交易信息的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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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可与其他商业模式进行耦合并有利于提高其效率和信用。 

 社交网络 

与能源交易不直接相关，但可以增加用户的黏度，增加平台的流量，

发挥平台用户入口的作用。 

 个性化推荐 

根据用户的喜好推送不同购能套餐或其他信息，也是为了增加用户

的黏度。 

8.4.3 服务商 

能源互联网会催生大量的第三方专业化服务公司，提供增值服务、

辅助服务等，例如储能服务、电能质量服务、大数据分析服务、托管服

务等等。 

（1）信息层 

各种服务有各自支撑服务需要的信息，不一一列举。 

（2）业务层 

 储能削峰填谷 

在能源互联网时代，储能服务提供商可作为独立市场主体、或与发

电企业联合，参与调峰调频等辅助服务市场交易。储能可以提供的服务

类型主要有两大类:能源互联网应用和能源供应辅助服务。具体而言，能

源互联网应用有：备用电源、削峰填谷、负荷调整、高卖低买和发电储

能等，主要面向能源供应商、企业用户和 prosumer 提供服务。网络辅助

服务有：负荷跟踪、频率调节、电压控制、无功就地消纳和补偿、旋转

和离线备用等，主要面向网络运营商提供服务。 

 电能质量监测与治理 

电能质量包括输变电网络的各种电气特征，如有功、无功、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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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波和频率波动等。电能质量决定了电网的性能和用户的用能体验，是

用户和电网运营商的主要交互信息之一，将 终决定双方的收益，因此

不可忽视。随着分布式电源越来越多地接入配电网，用户对电能质量的

要求越来越高。对于能源互联网，为了解决传统电网的计算精度不足等

问题，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提高采集点的数量和采集数据的频率，尤其

对于电压暂降等暂态问题的分析，其规模将达到大数据实现的程度。因

此，该功能同样需要大数据分析。电能质量是电力系统的一个重要指标。 

 跨域大数据分析 

能源互联网产生的大数据除了用于能量管理，还可以提供出来进行

社会服务，能源数据为其他领域的大数据分析所利用，也是未来发展的

趋势，这也需要专业化的第三方公司提供服务。 

 能源救援 

应对突发的用能中断状况，用户联系能源救援公司，由公司就近指

派能源救援服务站为用户提供应急的能源供应。能源救援公司根据具体

情况收取能源使用的费用和佣金。该模式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用户，和电

动汽车市场有较好的耦合度。 

 能耗顾问 

成立能耗顾问公司，在用户提供信息的基础上对用户提供信息分析

和顾问服务，指导用户进行用能规划。 

 能源托管 

在能耗顾问的基础上，类似于能源管理公司(energy management 

company，EMCO)用户将自己在一段时间内的用能委托给能源托管公司，

由能源托管公司负责以更专业的算法、更全面的数据和特殊的能源来源

渠道对其进行全程规划安排。在满足用户用能要求的基础上，节约下的

用能花费作为收入由用户和能源托管公司分配。该模式适用于城乡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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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可在节省用户时间成本同时提升节能减排效果。 

（3）价值层 

 效益分析 

服务商的价值不能简单通过成本核算，而是要根据提供服务的效益

来进行利益回报，创造全新的辅助服务市场，打通从能量层到价值层，

并做到信息透明，才能形成合理化市场化的利益分享机制，能源互联网

应该提供这样的平台。 

 收益核算 

（4）用户层 

为服务商提供各种信息展示功能。 

8.4.4 中间商 

由中间商统一采集各类用户的能源需求并统一受理、报价。中间商

与若干能源提供商建立代工关系，由后者代工生产相应的能源，并提供

给用户。售电商是典型的中间商。 

（1）信息层 

 市场信息 

 用户报价 

（2）业务层 

 售电管理 

 交易管理中心 

 碳交易 

 交易撮合 

 分布式交易 

（3）价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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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币（能源价值标底物） 

 套餐（个性化服务+增值服务） 

（4）用户层 

 客户管理 

 用能用户管理 

 供能用户管理 

 广泛、深入听取用户意见 

 督促服务商和运营商改善服务 

8.4.5 运营商 

运营商是综合能源服务的集大成者，在其他角色功能的基础上，运

营商对 终综合能源服务的效益服务，对能源互联网的运行管理负责，

为跨角色的业务开展提供支撑等。 

（1）信息层 

 综合信息管理（利用其它各个环节信息，自身不采集） 

（2）业务层 

 多能调度规划 

分布式能源的接入提高了电力网络的经济性和灵活性，但各种分布

式能源的生产特性互不相同，且有一定的互补性，统一调度与规划才能

同时提高系统的经济性和稳定性。因此多能调度与规划是必要的。随着

调度规划所需的数据量不断扩展，且性能要求不断提高，大数据分析将

是有效的技术。目前，能源互联网的多能调度与互补是研究的热点。 

 自动故障定位 

借助于大数据分析技术( 如关联方法) 与传统故障定位技术相结合，

有可能提高定位精度和速度。配电网中的故障定位主要使用矩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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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原理简单，但对于错误数据比较敏感。此外，还有人工神经网络、

遗传算法和蚁群算法。能源互联网中的故障定位将向着适应复杂拓扑结

构、多电源、源—网—荷协同，进一步提高定位精度和减少定位时延的

方向发展。  

 系统安全 

系统安全贯穿于整个电力网络。例如为了进行农村地区的电网安全

评估，系统安全将向着集中控制与分散协作相结合，整体控制与局部控

制并重的方向发展。对于能源互联网，信息系统与控制系统将紧密耦合，

对系统安全的要求更高，目前专门针对能源互联网的安全研究还很少。  

 态势感知 

态势感知用于电力系统并不少见，目前，基于配电网络的态势感知

仍处于研究阶段，其计算量较大，花费时间较长，感知效果并不理想。

对于能源互联网态势感知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它可以对网络运行状况及

发展趋势进行实时感知和预判，从而提前做出决策，进行有效控制，实

现系统即测、即判、即控的目标。随着监测节点的增加，态势感知所需

分析的数据组合将呈爆炸性的增长，对大数据分析技术的使用成为必然。

以上列举的应用相互之间有一定的依赖和支撑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能

源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系统的应用场景。此外，实际上能源互联网的实现

还涉及设备管理、能量交易、运营管理、服务政府等其他方面的应用，

也都需要大数据技术的支撑。 

 虚拟电厂 

综合区域内的多种源与荷，进行统一管理和调度，以作为一个特殊

电厂参与电力市场和电网运行的电源协调管理系统。 

 能量热图 

运营商可以综合源网荷等多方面信息，在能源互联网区域构建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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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示意图，打通数据，全面掌握能量信息。 

 设备采购运维 

为运营商提供设备购置的网上采购服务。 

 流程管理 

为复杂的运营商业务提供流程构建和信息管理。 

（3）价值层 

 效益分析 

 区块链 

（4）用户层 

 日志管理、 

 用户接待管理（投诉、意见反馈） 

8.5 具体示范 

北京海淀北部“智慧低碳新区”之“能源互联微网” 

项目简介 

建设能源互联网，其核心是打造一个基础设施智能化、生产消费互

动化、信息流动充分化的能源信息深度耦合的网络。利用新一轮电改方

案放开配网增量资产，引入第三方资产的政策支持，对于海淀北部地区

电力负荷增长所需的增量电网设备，由本项目的投资业主进行建设。从

能源互联网角度进行重新规划与设计，包括能源互联网的物理设施、调

度控制与商业运营的协调。具体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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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冷热电联供和相变储热提高
电网储能能力；采用柔性直流技
术提高配网可控性与运行效率；
大规模接入屋顶光伏

通过高带宽光纤，实现多
种数据采集和通信

成立能源零售商，实现冷热
电发配售一体运营。

通过冷热电联供协调控制及储能
的充放电控制实现供需平衡，通
过价格实现的多能源需求侧响应，
提高终端能源使用效率

能源互联网框架 本项目建设目标

清华大学科研团队
优势

 

图 8-5 海淀北部新区建设目标 

（1）利用分布式冷热电联产、垃圾发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生产

设备，结合储能、电动汽车、需求侧响应等调控手段。根据海淀北部地

区的资源禀赋以及能源需求，进行多能源协同优化，提出海淀北部地区

供电、供冷、供热协调建设方案，提高海淀北部地区供能系统的综合利

用效率，节约能耗，降低用能成本，实现能源的低碳化供应； 

（2）多能流能源控制、智能调度等新技术的引进，可以提高整个供

能系统的整体利用效率，节约能耗，降低用能成本，实现能源的低碳化

供应； 

（3）搭建基于互联网的信息化网络平台。充分挖掘现有电力输配网

络的资产利用潜力，通过“植入”智能的传感、通讯技术，提高对于基

础电网设施的利用率，节约基础设施投资； 

（4）通过灵活互动的机制创新、智能化的通讯控制技术、用户行为

的大数据分析技术，激活用户侧的需求相应能力，通过能源互联网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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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供应与消费“链接”起来，促进形成更加友好、高效的能源消费行

为，提高能源消费的经济效益； 

（5）在区内成立售电商，满足区内所有用户的冷、热、电需求，并

对区内的能源资源进行自营（包括交易、运行、维护、确定发电计划等）；

在区内可建设区域的能源中心，实现冷热电的高效联供与智能控制；引

入合同能量管理与需求相应服务，实施分时电价，提供基于大数据的能

源服务、信息增值服务等，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并降低用户整体的

能源消费成本。 

针对海淀北部地区能源互联网建设目标，本报告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提出总体系统规划方案，包括冷、热、电系统综合规划方案，

能源互联网主要要素及其连接关系，系统整体的能量流、信息流以及现

金流情况。 

（2）规划光伏发电、多电源协同及系统接入方案。按屋顶面积全覆

盖接入光伏发电设计光伏发电接入方案，考虑规划中 200MW  9E 联合循

环燃机、垃圾发电、冷热电微燃机的协同及系统接入方案。 

（3）提出考虑能源路由器的交直流配网与主网协同方案。设计考虑

基于固态变压器的能源路由器的配电方案，采用柔性直流电网互联，将

空调、数据中心等负荷直接采用直流供电的可行性，并设计其供电方案。 

（4）给出供求预测、智能终端与需求管理解决方案。根据各地块负

荷性质，估计翠湖和永丰的需求侧管理潜力，设计包含用户数据存储分

析系统、营运侧需求侧管理系统、用户侧需求侧管理的平台构架。针对

用户侧，分别设计能效管理（节能）、负荷管理（移峰填谷）、能源替代

（用冷或者热资源替代电发热）的方案。 

（5）设计信息系统与大数据中心建设方案。设计系统信息网络结构

以及大数据分析构架，实现用户行为的深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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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规划热电冷联合循环体系的构建与实现方案。对翠湖以及永丰

组团的电负荷、热负荷以及冷负荷进行预测，并根据三类负荷比例以及

冷热电源的情况设计冷热电联合循环供应体系以及平衡情况，明确各类

型能源需求中各类型技术所占的比例。 

（7）设计能源互联网的能量管理解决方案，根据能源互联网中参与

元素（200MW 9E 联合循环燃机，垃圾发电、冷热电微燃机、储能、可中

断负荷等）的不同，分别设计不同的能量管理控制模式。 

（8）给出智能微网的能量交易与计价结算方式，根据不同模式，设

计能源互联网售电商与用户之间的能量交易方式以及微网与外网（北京

市电力公司）之间的交易方式，并设计计价结算方式。 

（9）给出系统储能、备用与电能质量解决方案。根据系统一次设计，

根据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给出系统备用与电能质量解决方案，并设计

系统可能的储能布点方案。 

作者参与的工作主要集中于信息通信方面，为海淀新区设计一个实

际可行的信息通信方案。 

信息通信方案 

海淀北部地区能源互联网示范项目信息系统分为信息主站、通信子

站、终端采集设备这三个层次，主要采用光纤通信。规划区设置一个总

的信息主站，每个变电站设置一个通信子站，负责汇集终端设备采集的

电力数据以及冷热监测数据实现通信的汇集与转发。 

（1） 通信需求分析 

分析了规划区的通信需求，分析规划区内燃气热电厂、垃圾发电厂、

沼气发电厂、分布式光伏、分散式 CHP、变电站、开闭所、环网柜、换

热站、配变以及楼宇上传的信息量与下发的控制命令，计算通信带宽，

分析分布式光伏、配网自动化与楼宇内部对通信的特殊要求。对配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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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通行方式做比选，对比各自优缺点，针对规划区的通信需求选择

合适的通信方式。 

（2） 通信网络 

1) 整体方案 

整个通信网络分为核心网和接入网两个部分，核心网采用 SDH 光纤

环网，接入网采用根据终端设备拓扑结构可采用树状结构或链式结构

EPON组网，并对接入网的馈线通信与楼宇内部通信给出了具体分析。整

体通信架构如图 8‐6 所示。 

 

图 8-6 整体通信架构 

2) 核心通信网 

核心网采用 10G 带宽光纤环路，可以充分满足调度和配网自动化系

统相关通信要求。为提高通信的容量和实现单纤双向传输，采用了波分

复用技术。同时为了实现通信链路的冗余保护，光纤线路使用双纤自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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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SDH 核心网网络结构如图 8‐7 所示。 

 

图 8-7 SDH 核心网网络结构 

海淀北部地区能源互联网规划范围内，在翠湖组团的 9 个 110kV 变

电站、永丰组团的 3 个 110kV 变电站（航天城除外）各建设一个通信子

站，作为其负荷分区的通信中心，将每个通信子站与信息主站 SDH 光纤

通信技术组网，构成规划区的光纤通信核心网。规划区通信核心网示意

如图 8‐8 所示。 

 

图 8-8 规划区通信核心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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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入通信网 

接入网采用 EPON 无源光纤通信技术，终端设备与汇聚节点之间采用

EPON 技术通信。网络拓扑主要采用树状结构，通信带宽为 1G。规划区

通信接入网示意如图 8‐9 所示。 

 

图 8-9 规划区通信接入网示意图 

（3） 信息主站 

信息主站主要为调度及负荷侧管理提供支撑，根据调度与负荷侧管

理的功能需求，分析其计算量，给出了信息主站的软硬件配置，如图 8‐10

所示。 

 

图 8-10 信息主站硬件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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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站硬件列表 

信息主站硬件列表如下表所示。 

表 8-1 信息主站硬件列表 

品名  数量 

数据库服务器  3 

WEB 服务器  1 

光纤存储  2 

应用服务器  6 

图形工作站  6 

以太网交换机  2 

物理隔离装置  1 

纵向加密装置  1 

GPS 时钟  1 

操作系统  9 

操作系统  6 

数据库软件  1 

2) 主站系统软件列表 

主站系统软件列表如下表所示。 

表 8-2 主站系统软件列表 

名称  规格描述  数量（套） 

操作系统  服务器用国产凝思 Linux  9 

操作系统  工作站用 win7（可更新为 win10）  6 

数据库软件  国产达梦数据库  1 

3) 应用软件功能 

1. 支撑平台 

2. 多能流 SCADA 

3. 多能流实时建模与状态感知 

4. 多能流安全预警与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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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多能流优化调度控制 

6. 多能流需求侧管理 

7. 多能流故障自动恢复决策 

8. 智能分析与辅助决策 

9. 调度管理 

（4） 投资预算 

从方案涉及到的信息采集终端设备、通信网络与信息主站三个部分

做了投资预算，如下表所示。 

表 8-3 信息通信部分投资估算 

分类  细类  费用（万元）  汇总（万元） 

终端设备 
翠湖组团  950 

1531 
永丰组团  581 

通信网络 
翠湖组团  71 

95 
永丰组团  24 

信息主站 
硬件  254 

1405 
软件  1151 

总计  3031 

信息部分结合规划区实际情况，根据通信需求，提出了一整套信息

通信方案，主站及通信配置整体满足当前需求，并为将来的业务发展留

有足够的通信带宽，为规划区电网运行提供了可靠的信息通信支撑。 

自治微网能源路由器研制与示范应用 

项目简介 

日益紧张的能源供给和需求矛盾、环境保护压力等现实状况要求可

再生、清洁能源在未来能源体系中承担主要的能源供给角色；电力传输

技术、存储技术，信息通信，以及高效计算技术的发展为有效利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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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间歇性的可再生能源提供了技术支持。针对类似于信息互联网式的

能源互联网愿景，以电力路由器为核心交换装置的能源互联网实现模型

构成了能源互联网发展的基本要素。 

电力路由器作为能源单元接入能源互联网的统一手段，便捷的管理

界面是必不可少的功能，要实现类似 Internet 中路由器的功能，通过连接

对应的信息和能源控制接口，电力路由器应具有友好、便捷的控制界面，

通过该界面，用户可以根据需求选择或配置其需要的功能模块。通信、

能源管理功能的实现将主要通过电力路由器来完成，远程控制管理模块

将提高管理的效率，为保证网络的可靠性和可用性提供技术支持。异常

的自动化处理和修复是时效性要求较高的能源互联网系统必须具备的功

能，从能源角度看，远动、继电保护、测距等业务必须支持，通信模块

为指令的传输提供支撑，通信模块和管理控制模块的联动是保证该管理

功能实施的关键，规定和开发相应的标准是实现该功能的主要方式。记

录系统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各种信息，形成日志文件对系统的持续优化运

行至关重要，针对能源互联网运营，设计合理的路由器日志文件内容和

格式必须得到足够重视。 

主要内容 

能源输变路由装置是智能管理系统的具体实施装置，在实际应用中

智能管理系统的调控指令，包括能源的高效传输装置、低损耗转换装置、

高度能源自由路由装置等。通过这些装置实现能源远距离、高功率、低

消耗的传输和调配，完成不同地区上传能源的全网优化分配，实现不同

地区用能需求的全网调配。优化的能源路由方式与低功耗能量传输装置

的结合是实现能源互联互通，共享能源生产与分配的核心环节。 

本文设计的电力路由器是一种高效的能源输变路由装置，可以根据

信息流完成对能量流的控制，是电磁技术、通信技术、控制技术、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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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的高水平综合产物，如图 8‐11 所示。 

 

图 8-11 电力路由器原型设计 

能源互联网从根本上是对能源流的精细化管理控制，改变传统单向

的能源流流向为双向的流向，在能源网络中对电源、负荷或储能容量等

进行分组，构成能源子网，分区域、分层次的实现能源的管理控制。因

此，可以友好接入到当前电网中的电力路由器，完成区域能源的管理控

制，对实现覆盖于当前电网上的能源互联网是核心的设备。任何不稳定

的能源接入（例如风能）都需要一个优秀的电力路由器。通过电力路由

器可以管控能源网内的能源流，电力路由器提供多种接口对应多种能源

流类型的接入和输出，可以提供对不同结构微电网的管理，实现多层次

能源网络的开发式管理控制。 

电力路由器是能源互联网实现的核心，比信息路由要复杂很多，是

智能变压器的进一步发展，如图 8‐12 示意了电力路由器在能源互联网中

的作用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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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2 能源互联网与电力路由器关系示意 

需要研究电力路由器的存储控制，能源互联与路由机制，在分布式

能源的基础上实现能源的对等互联、缓存、交换和路由。研究其中对通

信基础设施的新要求，并制定相应的标准体系。 

以电力能源为对象给出了如下能源路由器架构，见图 8‐13，整个路

由器由通信平台、控制器和固态变压器三个主要功能模块组成，通信单

元与控制器之间通过 UART 串行链路实现信息传递；控制模块重点在于实

现微网内和微网间的能源配送；固态变压器在控制器信息的支撑下，通

过电压调节实现各接口间电流的有向流动，保证电力的供需平衡；能源

路由器之间的协同完全依赖于通信网络，并开发了专门的通信协议 DN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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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3 基于固态变压器的电力路由器架构 

然而，当前能源网络（如电力网络）为保证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大量管理和保护装置被广泛部署在网络中，且它们之间采用元件级的通

信协议实现协同，因此，若能源路由器不能很好地与上述装置实现兼容，

能源网络将面临巨大的安全威胁。鉴于此，我们认为兼容保护功能，拓

宽通信模块的支撑功能是可行的解决办法。一方面，能源路由器通过能

源控制和信息保障来保证能源互联网的运行；另一方面，现有能源网络

通信功能逐步扩展（如电力网络中的 PLC 技术），信息和能源的传输线路

将进一步融合；此外，为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应提供用户自定义控制

策略的功能。因此，我们认为能源路由器从支撑关系看保持 Internet 中路

由器的两层架构，信息支撑层不但为能源控制层提供信息支持，还能够

与保护等基础部件融合构成能源路由器的特有安保功能；从功能实现看，

应包括如上节所述的能源控制、优化管理、安全防护和管理维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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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4 能源路由器架构设计 

直观地，基于上述功能需求，我们设计如图 8‐14 所示的能源路由器

架构。能源路由器管理界面是用户配置相关功能的平台，在恰当安装后，

管理员可以设置不同的用户角色，并开放不同的使用权限，在保证安全

的情况下方便用户访问。用户通过根据能源接口规则，把自己的生产、

存储、消费等各类能源单元连接到能源路由器；根据业务需求和通信网

络接口规则，在支撑层与能源路由器建立连接。用户登录能源路由器后，

在接入控制、日志管理、安全设置、用能策略和监控管理等方面完成个

性化设置，在智能控制数据中心的支撑下，能源路由器识别并接受用户

的能源设备和个性化需求。 

信息支撑层在于提供各种通信所必须的接口和相应的高效转发机制，

不仅包括支持 Ethernet、Ad Hoc、CCN、SDN 等在内网络协议的接口，还

包括用于远程控制、安全保护及能源质量控制的专用通信接口。通信协

议兼容和可靠通信方式的支持是该层必须保证的功能，实现方法可以采

用与智能控制数据中心联合构成一体化信息处理模块的方式，为方便广

域能源路由器的协同工作提供支撑。 

能源控制层在于提供能源接入、能源质量调节、能源消费优化的功

能，设置各种能源接口，按类别实现与各类能源单元连接。直观地，可

设置的接口包括骨干能源网接口、存储单元接口、负荷单元接口、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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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接口及与其他能源路由器级联的接口等。控制功能由综合数据中

心和专门业务单元联合实现，控制指令由能源控制器统一调配能源控制

单元实现，能源控制单元支持多种实现方式。 

此外，考虑到能源路由器工作对电能的依赖，能源路由器都配备电

力能源存储单元，并支持用户个性化增减。随着存储空间规模的扩大，

该部件将成为可参与能源控制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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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结论 

本报告对作者在博士后期间的部分主要工作进行了介绍，具体涉及

基本架构，以及基于信息‐能源基础设施一体化思想下的能源互联网通信、

安全、业务、价值传递、商业模式和具体项目等方面。通过以上介绍，

使读者对能源互联网有大致的了解，对整体架构设计和相关研究方向有

具体的参考和指引，也为作者后续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作者的后续工作需要实现对相关技术的进一步深化、改进和实际应

用，如相关技术应用需要考虑实际的网络情况和社会环境；涉及带宽和

时延约束、网络规模、用户偏好和软硬件限制等方面。通过对技术不断

的迭代更新以及技术标准化和应用推广，促进并实现能源互联网的滚动

式发展，为能源互联网在中国的总体发展和对社会进步的推动贡献自己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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