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 DISTRIBUTION & UTILIZATION供用电 2019.06

0 引言

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与信息技

术、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引发了能源系统的深刻变革。

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化及多元化市场服务需求进一步推进

能源企业向智慧能源综合服务商转型［1-2］。国家电网有

限公司提出“三型两网”的战略目标，以及泛在电力物

联网的战略部署，对电力企业提出了新的挑战。开展智

慧能源综合服务已成为提升能源效率、拓展新业务的增

长点，成为促进竞争与合作的重要发展方向。

国外能源互联网起步较早，欧洲重点在多种能源协

同优化互补、能源系统间的协同方面有较多探索，如

德国的E-Energy项目主要就是开展能源系统和通信信息

系统间的集成，包括智能发电、智能电网、智能消费

和智能储能4个方面；美国比较典型的为综合能源系统

（IES）发展计划，旨在提高清洁能源供应和利用比重，

进一步提高社会供能系统的可靠性和经济性；日本侧重

于实现能源结构优化和能效提升，同时促进可再生能源

规模化开发［3-6］。国内目前也加快了综合能源服务的研

究与应用，传统能源企业和市场化能源企业等都纷纷布

局，在交通、医疗、机场及大型工业园区、社区开展平

台搭建、商业模式探索等研究及应用［7-10］。

本文在已有综合能源运营监控平台建设技术和应用经

验的基础上［11］，在平台部署架构、能源智慧化服务、能

源管理专业算法等方面进行了扩充与升级，研发了区域智

慧能源综合服务平台，提出了平台总体定位、架构设计、

应用案例，为服务能源监管者、能源消费者、能源运营

商、能源产品与服务商开展智慧能源综合服务提供参考。

1 智慧能源综合服务平台总体定位

1.1 总体定位

区域智慧能源综合服务平台紧跟国家电网有限公

司“三型两网”发展战略，融入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建设

思路，以能源物联网和时空信息为基础，集能源监控、

能源分析、能源管理、能源服务、能源交易、能源生态

“六位一体”，贯穿能源产业服务全过程，以时空智能分

析能力提高能源管理效率和降低用能成本，构建能源管

理的“大脑”和能源市场的“淘宝”，能够为政府、能源

消费者、能源运营商、能源产品与服务商等能源领域四

大类用户，提供绿色、安全、经济、高效、增值的综合

能源信息化智慧服务，构建共赢、共享的能源生态圈。

1.2 服务对象

区域智慧能源综合服务平台面向政府、能源消费

者、能源运营商、能源产品商4类用户，针对不同用户

的差异化需求提供综合能源服务。

1.2.1  能源监管者

通过构建智慧能源综合服务平台，为政府提供有效

的能源监管手段，为政府相关政策制定及智慧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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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可靠支撑，构建以电为中心的智慧应用能源生态

圈。支持区域能源分析，掌控能源消费动态；提供能源

结构优化，增加清洁能源配给；挖掘节能减排空间，推

动绿色循环发展；优化高耗能企业消费配比，加快能源

消费结构升级。

1.2.2  能源消费者

面向企业、公共服务机构等能源消费者，提供专业

的能源管家服务、精准的能耗诊断分析、前期资源规划

配置等一站式综合能源服务，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

用能成本，提升能源服务体验，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

多元化智慧能源综合服务。

1.2.3  能源运营商

平台具备能源监控、分析、管理、交易、运营等功

能，通过监测能源运行状态，实现全景动态展现；通过

能源综合调度，实现多能互补；通过构建客户画像，提

供差异化服务策略；通过能源消费结算，满足多类型能

源消费需求，为能源生产、传输、销售等能源运营商提

供运营平台与数据支撑。

1.2.4  能源产品商

在技术层面，平台具备广泛的开放性，提供标准的

数据接口和协议及应用级的二次开发工具，为能源产品

商提供企业级发展平台，通过产品精准推送、客户需求

发布、产品质量评价等方式，构建企业联盟，打造能源

市场的“淘宝”。

1.3 平台主要功能

1.3.1  能源监控

能源监控是平台的基础功能模块，通过对“冷热电

气”横向贯通、能源“产–输–储–用”纵向延伸，实现可度

量的多维实时全景能源监测；掌握能源生产侧与终端消费

侧的实时运行状态，平台提供科学、详实的能源数据，基

于区域地理信息与可视化技术，实现对区域内能流全景监

控、区域多能供需监控、区域能耗能效监测、企业/用户能

耗监测、告警预警等，支撑政府部门精准决策；支撑企业

全面监管自身能耗，提高能源使用经济性和有效性［12］。

1.3.2  能源分析

能源分析基于云平台获取的海量能源数据资产，利用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结合专家团队，提供专业化、可

视化、智能化的能源分析报告，开展区域能源智能分析、

企业能源智能分析、综合能耗能效分析、异常用能智能分

析，为政府未来能源布局、产业规划等重大决策提供支

撑，帮助用户节约用能成本、提高能源利用效率［13-14］。

1.3.3  能源管理

实现对区域内多种能源的接入管理和优化管理，进

一步开展多种能源协调互补，实现多能联动，综合展现

区域微电网运行场景；构建虚拟电厂，引入多能联动和

市场调节机制，引导用户开展需求侧响应，最终实现多

能互补和综合能源梯级利用［11］。

1.3.4  能源服务

能源服务为满足终端客户多元化能源生产与消费的

能源服务方式，就是由单一售电模式转为电、气、冷、

热等的多元化能源供应和多样化增值服务模式。包括能

源接入服务、能源定制服务、客户画像服务、设备代维

服务、能源讯息推送等。

1.3.5  能源交易

能源交易是在一定的门槛准入条件和辅助服务机制

下，为区域内分布式能源（储能）和能源用户在统一平

台上提供冷、热、电等多种能源的一站式交易服务，支

持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交易模式，体现能源交易公正透

明、有序协同的特征。主要包括能源结算、电能交易和

区域能源配额交易等功能。

1.3.6  能源生态

打造一个能源市场的“淘宝”，发挥用户发布需求，市

场服务对接的纽带作用，吸引全社会能源用户和各类能源

服务商在此开展服务，使能源用户能够快速找到能源服务

商，能源服务商也能精准定位目标客户；包括产品发布、

上下游厂商管理、资讯发布、智库咨询平台等功能模块。

2 智慧能源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内容

2.1 平台总体架构

智慧能源综合服务平台架构按照感知层、网络层、

平台层、应用层4层总体设计，以标准规范体系为基础，

以安全防护体系为保障，集成对接内外部相关系统，架

构柔性可靠易扩展，满足不用用户差异化需求［2］。智慧

能源综合服务平台总体架构见图1。
感知层适配冷热气电等多种能源智能终端，实现能

源信息标准采集与智能控制。网络层应用标准化通信规

约和多类型网络传输技术实现设备、平台、服务间的互

联互通。平台层构建智慧能源数据中台，支撑智慧能源

服务。在应用层，以PC端、移动应用端和大屏幕系统

等设备为系统展现层，为政府、能源消费者、能源运营

商、能源产品与服务商提供满足业务需求的应用系统。

系统功能包含能源监控、能源分析、能源服务、能源管

理、能源交易、能源生态六大功能［15-17］。

标准规范体系结合国家行业规范，健全完善模型标

准、接入标准、通信规范，确保平台建设的标准化，实

现平台泛在接入、智能适配、灵活扩展、互联互通。安

全防护方面，应用公司泛在电力物联网相关安全防护策

略，保障平台安全稳定运行。系统集成方面，集成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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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服务共享平台、车联网平台、电商平台等业务系

统，对接政府机构、银行金融等外部系统，实现能源信

息及服务的交互［18-19］。

2.2 “混合云”的架构模式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应用产业化规模在我国的快速

增长，作为IT基础支撑平台的“混合云”技术也迎来了

井喷式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政府部门认识到采用混

合云的IT基础架构能更好地支撑业务的数字化转型，加

快业务创新发展。公有云弹性灵活，按需付费；私有云

安全可控可定制；混合云可将两者的优势灵活地结合起

来，实现传统业务与互联网业务的协同发展，成为“云

计算”领域的主要构建模式和发展方向。智慧能源综合

服务平台“混合云”架构模式见图2。
平台采用“混合云”的架构模式，主要包括2个部

分：①开放、高吞吐量的实时数据处理及资源调配区

域（俗称为“公有云”），采用租赁社会上安全可靠的

云服务资源，具体内容包括弹性云主机服务、云硬盘服

务、虚拟私有云服务及安全保障等；②为保证核心数据

安全而设置的加密数据存储及计算区域（俗称为“私有

云”），私有云建设通过购买云平台所需软硬件设备，按

照私有云要求进行虚拟化，并对云平台进行安全保障。

所需内容包括服务器、堡垒机、存储设备、交换机、路

由器、网络防火墙（含IPS）、Web应用防火墙（WAF）、
数据库审计工具、APT攻击检测系统、综合日志审计平

图1 智慧能源综合服务平台总体架构
Fig.1 Overall architecture of smart energy integrated service platform

PC

GIS

Ｎo.Sql

图2 智慧能源综合服务平台“混合云”架构模式
Fig.2 Smart energy integrated service platform “hybrid cloud” architecture model

PCOPEN-API

Web



37DISTRIBUTION & UTILIZATION

智慧平台 7

供用电 2019.06

台、逻辑强隔离装置、负载均衡等。

“混合云”模式，是在保障信息安全的前提下，供

云平台参与各方进行数据共享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3 智慧能源综合服务平台应用探索

3.1 区域能源运营

3.1.1  电能质量监测

电力需求侧管理的快速发展，也促使电力需求侧需

要实现独立的电能质量检测，满足自身需求与完善电力

需求侧管理。通过平台在需求侧开展电能质量监测，通

过对能源数据的监测、采集和处理，并生成各种电能及

电能质量报表、分析曲线、图形等，便于电能质量分

析、研究和预警。

3.1.2  能耗分析

通过平台对用户的用电、用水、用气等能源数据开展

实时监测，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开展区域能耗分析，对

区域总体能耗、各行业能耗、各类型用户能耗、企业能耗

开展监测分析、对比，及时帮助政府掌握区域能源供需动

态，支撑政府部门开展区域节能降耗、优化能源结构等

监管工作；帮助企业了解自身用能特点，提高用能效率。

3.1.3  虚拟电厂

基于区域内分布式能源、可控负荷、储能等主体的

聚合和协调优化，配置相应的市场机制，建设虚拟电厂体

系，通过调节特定的虚拟电厂出力，实现区域电力削峰填

谷，减少城市用电对电网投资的依赖，实现区域能源优化

调度、平衡负荷、多能互补，体现智慧能源调度的特点。

3.1.4  智能运维

通过平台为用户提供智能代运维服务，通过对客户能

源网的测量，使平台汇集客户能源数据，以此为媒介为客

户提供智能化的运维托管服务，对客户电网及能源系统

进行优化协调控制。满足电力用户的2个根本需求：“省

心”，用电保障安全可靠；“省钱”，用电经济高效。

3.2 区域应用案例

目前，智慧能源综合服务平台已经在天津、上海等

地开展建设和应用，服务政府、园区、企业等多种用户，

能够支撑能源监管、能源托管、代运维服务、电能替

代、需求相应、园区客户集群服务、能源咨询等多种应

用场景［20-22］。

该平台应用于天津城市能源互联网建设，汇集区域

内各类用户群体的多元化能源数据，贯穿能源产业服务

全过程，为能源互联网的参与主体提供综合能源智慧服

务，突出了能源分析及其结果应用，并建立面向能源互联

网的多方参与、利益共赢的运营模式，与政府、消费者、

上下游企业等相关方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共赢［11］，

初步建立起智慧能源生态圈。

该平台应用于以张江科学城为试点的上海智慧城市

建设，打造了一体化的智慧城市能源大脑，构建了一个

多方共赢的价值体系，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导向、客

户为中心，实现政府监管手段多样、客户用能节约灵

活、能源市场开放共赢、能源企业提质转型。

4 结语

本文在智慧能源、综合能源服务、能源互联网等理

论的指导下，在研究国内外能源互联网和综合能源服务

实践的基础上，开展了智慧能源综合服务平台的建设及

应用，提出了平台的总体定位、服务对象，设计和开发

了能源监控、能源分析、能源管理、能源服务、能源交

易、能源生态六大功能模块；按照感知层、网络层、平

台层、应用层的物联网架构设计了平台的总体架构，采

用“混合云”的架构模式解决电网企业内网数据安全和

外网数据共享问题；通过该平台的区域能源运营实践应

用，证明该平台在智慧能源服务领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都十分明显，为智慧能源综合服务平台的设计、开发

和应用提供了一种可行方案。

未来平台还将在数据接入标准、能源大数据分析、能

源交易、移动应用等方面继续完善，做好基础通用功能组件

的提炼和优化，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用户需求开发个性化功

能，提升平台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助力智慧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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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Regional Smart Energy Integrated Service Platform

LIU Xiaojing，WANG Ruying，WEI Wei，YAN Song，ZHANG Li，ZHANG Haitao，LIU Wanlong
（State Grid Information & Telecommunication Group Tianjin Richsoft Electric Power Informaion Technology Co.，Ltd.，

Tianjin 300308，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biquitous internet of things in electricity strategy，promote the integrated 
energy services，and provide a total solu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ies，a regional smart energy integrated service platform 
is developed and explored for application. The overall positioning and the service targets of the platform are expounded. The four-
layer architecture of the platform is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energy IoT，i.e. terminal layer，network layer，platform layer and 
application layer，and the architecture model of “hybrid cloud” is proposed. Finally，it introduces the energy operation of the platform 
supporting area，carries out power quality monitoring，energy consumption analysis，virtual power plant，intellige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etc.，as well as the actual application of the platform in various provinces and cities. It provides a feasible solution for the 
design，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 smart energy integrated service platform.
Key words:  smart energy；integrated service platform；energy internet of things；integrated energy service；energy eco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