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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泛在电力物联网技术为基础，探索面向低压居民客户的智慧能源服务新模式，以提升客户体

验和用能服务水平为目标，实现居民客户与电网的友好互动。综合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

网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构建集泛在感知终端、智慧服务云平台和多样化用能服务于一体的智

能用电生态体系，利用家庭能源路由器技术提升居民侧边缘智能水平，对居民用能大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开

展基于用户画像的智慧家居、用能优化、新能源接入、能源交易、电力积分、需求响应互动等精准服务，形

成电网公司、政府、家电厂商、互联网公司多方共建共赢的生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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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整体提升，居民对电能

的使用提出了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用电负荷

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1］。2017年全国居民用电负荷增

长率超过10%，造成电网负荷峰谷差值不断增大，对

电网的调控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2］。同时，随着电动

汽车、电能替代、智能家居等新型用能设备的普及，

用户对能源服务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3–4］。因此，在

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互联网+”智慧能源新形势

下，促进需求侧用能方式的转变，开创智慧用能服务

新模式，在日趋激烈的能源市场竞争中变得尤为必 
要［5–6］。

2019年，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提出建设泛在电力物联

网的战略，面向发、输、变、配、用电力生产全环节

提供支撑，文献［7］提出了信息通信技术在综合能源

服务领域的应用模式；文献［8-10］分别针对物联网、

5G、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提出了在电力领域，特别是

智能用电环节的应用场景。居民侧是电力服务的核心对

象，智能用电是泛在电力物联网服务民生的关键领域，

居民用户具有数量多、分布广泛、随机性强等特点，面

向居民用户的智慧能源服务需要针对不同用户的用能需

求开展专业化精准服务，对信息技术的综合运用提出了

新的挑战［11–20］。

本文针对居民侧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的关键技术开

展了相关研究，首先介绍了居民侧智能用电架构，接着

从泛在感知终端、智能用电大数据分析和多元精准服务

3个方面对研究内容进行了阐述。

1 居民侧智能用电系统架构

居民侧智能用电以泛在电力物联网为基础支撑，构

建包含感知层、网络层、平台层和应用层的4层网络架

构（见图1），充分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构建家庭物联网，将各类家庭

电器设备串联成一个有机整体，全面推进营配调数据

贯通、提升信息感知、采集能力等基础性工作。通过

全息感知家庭水、电、气、热等多源用能数据，深度挖

掘数据背后的核心价值，刻画居民精细化用能画像，获

取居民精准用能需求，充分调动系统内外部服务资源，

为家庭用户提供定制化的智慧用能服务，包括家庭智

能化、综合能源设计、故障报修、主动运维、节能优

化、能效排名、电力信用、能量积分、电器选购等多

样化服务，推广智能、高效、节能、舒适的家庭用能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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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泛在感知终端

泛在感知终端主要包括非侵入式终端、低压智能开

关、家庭能源路由器、智能互动终端。通过安装泛在感

知终端，加深用户用电数据的采集深度，提升对用户用

能数据的分析精度和全面性，通过大数据分析，构建用

户画像，为用户提供用能优化策略，为业务人员精准服

务提供数据支撑。通过与成熟的智慧家居平台、用户侧

终端设备对接，为用户提供负荷深度感知、用电安全监

测、用能分析、用能指导、需求响应等服务。

2.1 家庭能源路由器

家庭能源路由器可以实现能源与信息的深度融合，

以模块化方式集成多种业务功能，为终端客户提供智能

家居、用电安全、新能源和储能接入、能源优化管控、

多表集抄、智能客户端管理等多种便捷服务，满足居民

客户的多样化需求，示意见图2。

2.2 低压智能开关

低压智能开关能够实时采集触点温度、剩余电流、

开关状态及电压、电流、有功功率等电能量信息（示

意见图3），具备远程脱扣功能，对低压侧线路、设备

及人身安全进行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并在此基础上进

行数据分析，实时监测线路是否存在用电安全隐患，

及时进行维修。当用户线路发生剩余电流等用电异常

时会提前通过手机APP通知到用户，并可根据事先设定

好的异常管理策略进行自动跳闸或人工远程进行跳闸，

提前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提供故障导航定位、故障

原因信息，协助运维人员高效解决用电故障，减少抢

修复电时间。

图1 居民侧智能用电系统架构
Fig.1 Residential side intelligent power system architecture

SG186

图2 家庭能源路由器
Fig.2 Home energy router

图3 低压智能开关
Fig.3 Low voltage intelligent sw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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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非侵入式终端

非侵入式终端通过分析其量测点处的电压、电流等电

气参数，实现对用户总负荷的分解，估计出单个用电设备

的使用状态、能耗等用能信息，示意见图4。负荷分解包括

数据测量、数据处理、事件探测、特征提取、负荷识别五

大步骤，克服了传统侵入式装置安装、维护不便的缺点。

2.4 智能互动终端

智能互动终端主要包括各种类型的智能插座终端、

智能控制终端和智能家居设备，示意见图5。通过智能

手机APP，用户可以随时随地了解设备的运行状态，实

现对家庭内部的各个智能终端的管控，选择不同的场景

模式。系统可以及时发现过流、过压、过载等异常状

态，当出现故障时，会自动识别报警并切断该区电源，

彻底解决用电安全管理盲区。

3 智能用电大数据分析

泛在感知终端的应用可以更全面地采集居民家庭内

部的用能数据，从而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为每一

个家庭刻画出一个直观、精准的“用户画像”，其特征

涵盖了用户的家庭成员、电器类型、日常作息、用电习

惯、历史用电量、电价政策等方面，为电网企业依据用

户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智慧能源服务提供了数据支撑，

也为智能、高效、绿色、健康的新型智慧家庭建设提供

了丰富的智能控制策略。

3.1 基于大数据分析提供数据增值服务

通过对用户电能表数据、位置信息，以及电器的耗

电、操作、故障、销量等数据采集，运用大数据分析技

术，将用户用电数据通过时间、类别等分类，构建用户

图4 非侵入式终端
Fig.4 Non-intrusive terminals

图5 智能互动终端
Fig.5 Intelligent interactive terminal

(10A) (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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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画像，指导用户错峰用电、高效用能等增值服务。

用户用电行为大数据分析可提高用户智能用电水平，帮

助用户节省用电开支。数据深度挖掘，帮助电力公司时

刻关注客户电力需求变化，提升服务体验，激活更多电

表居民用户，建立电网企业目标客户定位及其需求满意

度评价指标体系。提升客户满意度/增加客户与企业粘

性，更好地为客户服务。稳定、持续、创造更多的海量

数据信息，为用户提供优质的智能用电服务，创造更大

的经济效益。

3.2 用户画像

基于平台采集用户用能海量数据，充分挖掘居民用

户用能、需求响应等行为特性，对用户数据进行聚类分

析，构建用户智能画像，为用户提供能源监测、精准推

送、能源优化规划、诊断分析等优质用电服务。用户画像

的建立可帮助电网企业对于不同的用户针对性提出智能用

电需求响应及调控措施，并根据智能用电互动效果开发新

型服务模式及商业盈利模式，从而达到节能减排，改善负

荷曲线的目的。用户画像的建立为电网公司转变电力服务

方式，提供更多的电费营销方案，提升用户用能体验，提

高公司综合能源服务质量。用户画像及服务内容见表1。
表1 用户画像及服务内容

Table1 User portrait and service content

用户类型 用能特征 服务内容

上班族
用能规律性强，工作

日和周末区分明显

用能优化策略，能效分析诊

断，节能贴士，电器换新

独居老人

每日生活作息较规律，

夜晚睡眠较早，较少

使用大功率电器

用电安全保障，异常主动报

警，生成基于用电数据的生

活时间轴并推送给子女

祖孙三代

整体用电量较大，用

电时间跨度大，不同

房间存在明显差异

用电安全保障，能效分析及

提升，生活时间轴

空置房屋
长期用电量处于较低

水平

待机提醒，剩余电流监测， 
防窃电

4 多元精准服务

多元精准服务主要包括：智慧互动服务、用电安全

服务、能效管理服务、精准抢修服务和电动汽车服务。

4.1 智慧互动服务

以微信公众号、自助终端设备及可视大屏为互动窗

口，为社区内居民业主提供智慧化用电互动服务。在增

加居民侧与电网交互的同时，使居民更加深刻体验到现

代电网服务的便捷化、智慧化。

4.1.1  微信公众号

通知服务：摒弃以往纸质通知、短信通知等低效手

段，通过微信公众号为用户提供故障/计划停电告警通

知、电压异常告警、电力异动告警、现场抢修环节通知

等服务，实现通知服务快速、有效及准确。

问答服务：台区专属经理实时在线，为业主提供各

类用电问题解答服务，包括提供用户日、周、月、年度

用电信息查询服务，用电建议服务等（如办理峰谷电

价，通过电器设备能耗情况提供节能建议等）。

缴费服务：提供生成电子账单二维码服务，实现账

单在线打印，线上办理智能交费业务、结合人脸识别技

术实现线上缴费。

4.1.2  自助服务终端

在社区增加自助服务终端，自助服务终端集成证件

读取、卡/折读取、条码扫描、人脸识别、高清拍照、电

子签名、指纹识别、激光打印、热敏打印等模块，优势

突出，使用便捷，可有效提高服务效率及用户对电力服

务体验，使得电力营销服务能够更加方便迅捷，拓宽了

电网公司的服务渠道，提升了优质服务能力。自助服务

终端功能包括：业务受理、用电交费、信息查询及用电

服务，实名认证用户可通过服务密码、刷身份证、手机

登录和刷脸登录4种登录方式进行登录，自助进行电费

查缴、票据打印、业扩报装、信息查询等服务。

4.2 用电安全服务

提供最基本的剩余电流、短路、过载保护外，还可

提供过压、欠压、触点温度异常等保护。当用户线路发

生剩余电流等用电异常时会提前通过手机APP或管理平

台通知到用户，并可根据事先设定好的异常管理策略

进行自动跳闸或人工远程进行跳闸，提前避免安全事故

的发生。当用户发生异常跳闸时，管理平台会第一时间

通知用户哪路电器发生了跳闸，以及是什么原因导致跳

闸。方便用户及时查找异常用电故障，排除影患，减少

不必要的人、财、物损失。

4.3 能效管理服务

用户通过手机APP，能够实时查看各电器的用电数

据，包含用电趋势、用电提醒、节能贴士、家庭用电账

单等。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分析用户家庭内部的节能潜

力，为用户定制能效提升策略，如提醒用户及时关闭待

机、为热水器设定符合用户使用习惯的定时方案等。为

家庭能效板块功能增加社交属性，对送社区内居民的家

庭能效进行评级或打分，用户可以自愿参与社区能效排

名，查看其他家庭的能效评分，为他人点赞和评论，也

可以将自家的节能用电心得进行分享。

4.4 精准抢修服务

通过实施智能表下开关、智能配变终端等基于泛在

电力物联网技术的新一代电力系统终端设备，建立智能

配变终端、新型HPLC智能电表、智能表下开关多级用

户信息采集通道，实现客户用电数据的细粒度采集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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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析，利用边缘计算技术，进行故障研判，精准预测

和定位故障点，全方位实时采集用户用电数据，及时发

现潜在的停电故障风险，上报预警通知，由业务平台自

动派单，为用户提供主动上门抢修服务，建少电力客

户，特别是大客户的停电损失。

4.5 电动汽车服务

利用车辆网平台和智能充电桩基础设施，全面获取

电动汽车电量和位置信息，结合区域电力负荷预测，开展

有序充电和电动汽车V2G应用。构建基于用户需求优先的

G2V-V2G双向交易模式，引导用户将闲置车辆接入到电网

中，用户通过手机APP进行充放电预授权及相关设置，由

电网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基础上对车辆充放电进行统一调

度。充分利用纯电动车的储能效应，提高电网柔性，对用

户实现充便宜电、充绿色电、充低谷电的转变；对电网公

司支持削峰填谷，减少配电网投资，消纳清洁能源。

5 结语

文章提出了以泛在电力物联网为基础的居民侧智能

用电新型服务模式，以提升客户体验和用能服务为目

标，打造具有“智慧用能”特色的产品及服务，对内提

升低压客户经理的主动服务能力，对外推动营销服务转

型升级，增强居民获得感。

随着5G、IPv6、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

商业化应用，将大大提升家庭智能终端设备的物联网接

入能力，利用边缘计算网关、能源路由器等设备，提升

泛在电力物联网边缘智能水平，将大大提高家庭能源

大数据处理的实时性和准确性，通过异常实时诊断和主

动上报，保障居民用户用能安全。通过家庭智慧能源

服务平台建设与运营，构建多方共享共赢的服务生态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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