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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联网已经从概念阶段发展到规模化落地应用阶段，业界普遍认为平台化是物联网产业发展的关键

环节。随着电力物联网规模的不断发展和采集数据的累积和增加，建设电力物联网平台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数

据跨专业融合、信息深度共享和精准用户服务。文章提出了一种开放式电力物联网平台的设计方案，包括平

台的整体架构、核心功能，以及关键技术路线等，并探讨了电力物联网平台的典型应用场景。电力物联网平

台向下可实现终端统一接入，赋能智慧终端，向上可支撑平台共享，实现数据和业务融通，促进电力业务各

环节状态全感知、业务全穿透、信息融合和智能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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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信息技术领域，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IoT）
已经被看作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将给人类科技和日

常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1］。针对物联网规模化应用

面临的挑战，业界各方加速产业链布局，打造开放式物

联网架构，形成“感知服务层+网络层+平台服务层+应
用服务层”的四层物联网体系结构，其中平台服务层是

物联网架构和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可以实现对终端智

能设备的“管、控、营”一体化，为上层应用提供通用

的服务能力，如设备管理、网络管理、消息管理、数据

处理和挖掘、业务流程和应用整合等能力［2］。在Gartner
发布的《2018物联网技术成熟度曲线》中，将物联网平

台作为目前的热点技术，将逐步进入落地的实质发展阶

段。国际厂商如思科、SAP等推出平台解决方案，国内

移动、电信等运营商，航天云网等厂商，以及百度、阿

里等公司也建立了物联网平台及解决方案，并面向全社

会提供开放服务［3］。

物联网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电力行业中，利用部署在

目标区域内的大量节点，感知、采集各种监测对象信息，

能够在多种场合满足智能化电网发电、输电、变电、配

电、用电等重要环节上信息获取的实时性、准确性、全

面性等需求，全面提升电网生产、电网服务、电网管理

的感知能力［4–6］。随着电力物联网规模的扩大和采集数据

的累积和增加，需要进一步研究电力物联网采集数据的

跨专业融合、深度共享和精准用户服务技术［7］。

本文在深入研究物联网体系结构、物联网平台架构

的基础上，结合电网业务特点及应用场景，提出一种开

放式电力物联网平台解决方案，向下实现终端统一接

入，赋能智慧终端，向上支撑平台共享，实现数据和

业务融通，促进电网业务各环节状态全感知、业务全穿

透、信息融合和智能决策。

1 电力物联网平台建设需求

在以能源互联网为核心的电力行业发展趋势下，随

着智能设备、移动通信技术、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更

新，物联网在电力行业的应用从特定环节服务的概念发

展到大规模市场的应用。下一步电力物联网建设的核

心，在于通过建设开放式物联网平台，实现海量设备泛

在接入、跨专业数据深度共享、业务融通，提供精准用

户服务。并以开放平台为基础，形成产业联盟，建立以

电网企业为核心的电力行业生态体系。

1.1 电力物联网

物联网技术是感应通信技术、智能采集技术、第五

代移动通信技术（5G）、窄带物联网（NB-IoT）、云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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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高度集成和综合运用，

在设备、人泛在连接及信息通信的基础上，实现设备识

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等功能的新一代互联网［8］。

物联网技术在电力行业的应用，可以实时在线连接能源

电力生产与消费各环节的人、机、物，全面承载并贯通

电网输电、变电、配电、企业经营管理、对外客户服务

等业务，全面提升电网建设、管理及服务水平［9–13］。

基于电力物联网规模化、平台化建设需求，电力物

联网整体架构可划分为“端、边、管、云”四层架构。

电力物联网体系结构如图1所示。“端”是物联网架构

中的状态感知和执行控制主体终端单元，通过各种传感

器、RFID标签等技术手段，完成对电力输送及消费各

环节的设备信息的识别和采集。“边”是靠近“端”处

于网络边缘的分布式智能代理，就近提供智能决策和

服务［14］。“管”是“端”和“云”的数据通道，是通过

电力无线专网、公共通信网络等多种通信方式，实现端

云之间的信息传输功能。“云”是基于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实现全业务云上运行，构建面向能

源电力生产与消费等多环节业务需求的微服务。在云

端，云基础设施提供计算资源虚拟化及负载均衡能力，

全业务数据中心提供海量数据计算、分析、存储及可视

化能力，企业中台提供可共享、可复用的共性业务及数

据微服务，物联网平台实现物联设备的统一接入、信息

汇集，及“端”“边”“管”等资源的统一调度和弹性分

配。“端”及“边”实现泛在智联，“管”实现全时空覆

盖，“云”实现开放共享驱动业务创新，共同支撑建设

具备“全息感知、泛在连接、开发共享、融合创新”等

特点的泛在电力物联网［15–17］。

1.2 电力物联网平台需求分析

电力物联网平台，是物联网云化架构的关键组件，

为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建设提供泛在设备安全接入、网络

资源管理、智能设备全寿命周期管控、一站式物联应用

管理以及运营服务等能力，支撑电力行业生态体系的建

设，促进电网业务各环节状态全感知、业务全穿透、信

息融合和智能决策。电力物联网平台，需要具备如下

能力。

1.2.1 海量异构设备接入

电力物联网覆盖电力系统各环节，需要一张网络接

入多类终端，实现“全景监测”；随着终端多元化能源

服务、智能终端、移动应用的发展，平台连接设备量巨

大，云网端之间的连接将跨越有线网络、电力无线专

网、无线公网等多种网络。为支撑构建端到端解决方

案，需要通过平台提供统一的设备管理、连接管理。

1.2.2  网络稳定服务

随着物联网应用的不断深化，“互联网+”和能源

互联网相互渗透，需要联通互联网、公共通信网、综合

能源用户等外部网络和信息应用，具备内外部网络的整

合能力，并基于现有的电力通信网络设施，拓展通信业

务，为能源互联网建设提供泛在互联服务。

1.2.3  统一技术服务

电力物联网向规模化应用发展，为解决碎片化、重

复化问题，需要提供共性技术平台。基于统一的技术路

线，以微服务形式提供通用功能和接口，提升开发效

率，支持不同业务应用的开发和实施；提供开放的外

部接口，实现跨行业、跨领域互通，推动大规模应用发

展，促进业务模式创新，持续演进满足新需求。

图1 电力物联网体系结构
Fig.1 The architecture of I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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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物联应用支撑能力

在电力物联网的建设过程中，应结合产业生态建

设，探索水平环节的开放共享，通过“云平台+微服务”

的灵活IT架构，以及“大中台、小前台”的组织和业务

机制，将具有共享性业务能力进行沉淀、封装，构建应

用服务和数据资源的共享服务体系。并基于平台的能力

开放，建立互促发展的生态合作机制，实现第三方系统/
平台之间的互操作，充分支撑产业发展。

2 电力物联网平台设计方案

2.1 总体设计

电力物联网平台为电力物联网提供水平化支撑，通

2.3 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主要指具备虚拟网络管理功能，屏蔽承载

网络的差异性，网络配置软件化，逻辑上的一张物联网

承载多业务；具备网络资源编排、实现网络资源控制的

自动化；具备网络隔离、业务编排功能，适应5G网络切

片等发展趋势；通过网络坐标与测量，实现通信与计算

协同；通过统一的协议，实现云管端统一管理。网络管

理功能架构如图4所示。

2.4 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主要指物联网终端产品设备全生命周期管

理，主要包括物联网终端产品设备管理、接入管理、集

APP

图2 电力物联网平台整体架构
Fig.2 The overall architecture of the IoT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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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连接管理技术架构
Fig.3 The design of the connection management module

过连接管理、网络管理、设备管理，实现全环节物物相

连的一次水平化；通过应用使能功能，实现资源整合，

打通用户、业务与终端以实现协同，实现全业务云上运

行的二次水平化。平台主要包括连接管理、网络管理、

设备管理、用户管理及应用使能等功能模块。电力物联

网平台整体架构如图2所示。

2.2 连接管理 

连接管理提供安全可靠的设备连接通信能力，实现

电力生产现场、运行、控制数据的全面在线采集。支持

无线、有线等多种网络连接方式的设备接入，实现各种

类型终端设备的快速统一接入、动态管理及维护，支撑

海量设备多协议适配。连接管理技术架构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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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配置管理、在线调试管理、状态管理以及终端设备软

件/固件升级管理等六部分功能模块。通过对设备的集中

有效管控，实现终端设备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设备管理

功能架构如图5所示。

据中心配合，资源整合打通用户、业务与终端以实现协

同，支撑全业务云上运行。设计业务定制机制，在网络

设施、数据汇聚、信息安全提供共性支撑；提供开发环

境及API管理、套件管理、第三方能力集成，使开发者

能在平台上快速开发、部署、托管APP。应用使能功能

架构如图6所示。

图4 网络管理功能架构
Fig.4 The functional architecture of the network management module

图5 设备管理功能架构
Fig.5 The functional architecture of the device management module

图6 应用使能功能架构
Fig.6 The functional architecture of the application ability module

图7 运营管理功能架构
Fig.7 The functional architecture of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odule

2.5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主要提供用户注册、用户登录访问以及用

户权限管理等基本功能，平台需要保存用户的基本信息，

包括用户的权限信息、注册信息、描述信息等。物联网

中的用户不仅包括资源访问者，还包括资源提供者和应

用开发者。在资源的处理、存储和访问过程中，需要依

据用户对应的属性和权限做区分。对于外部应用开发、

用户访问、应用托管，在用户管理上需要特别关注身份

认证、授权等访问控制问题。由于物联网的用户访问具

有移动性、实时性和动态变化的特点，用户管理需要提

供无处不在和无时不在的泛在服务及用户的位置管理。

2.6 应用使能

应用使能提供面向物联网开放接口，并与全业务数

2.7 运营管理

运营管理实现对各层组件的自监控运维管理，及时

发现和处置运行故障，保障平台整体高可用运行。运营

管理功能架构如图7所示。

3 电力物联网平台关键技术

电力物联网平台基于一体化云平台、全业务数据中

心等基础条件构建，一体化云平台提供计算资源，支持

应用构建；与全业务数据中心集成，实现物联数据“一

次入库、处处应用”。电力物联网平台技术架构如图8所
示。平台基于微服务架构设计，采用的核心技术包括数

据交换体系、虚拟网络影射与配置、即时消息队列、分

布式流处理引擎等内容。

3.1 数据交换体系

数据交换体系由即时消息总线、分布式服务总线、

ETL组件等一系列组件有机融合而成，如图9所示。数据

交换体系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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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联代理通过即时消息总线将采集到的数据传

输到物联网平台。

2）物联网平台内部通过分布式服务总线、即时消

息总线来进行数据交互与通信。

3）云服务中心通过即时消息总线收集物联网平台

各组件的日志；物联网平台各组件通过分布式服务总线

来与云平台进行交互。

4）全业务数据中心的数据通过ETL组件进行脱敏，

然后通过即时消息总线或分布式文件传输组件供能力开

放中心使用。

3.2 分布式流处理引擎

分布式流处理引擎实现发布和订阅消息流，以容错

的方式存储消息流，在发生消息时处理流3个关键特性，

如图10所示。目前，选择业界广泛应用的流处理引擎

（Kafka），在系统或应用程序之间建立可靠获取数据的

实时流数据管道，具备更好的吞吐量，内置分区，具有

副本和故障转移等分布式集群特性［18］。

3.3 消息主题管理及消息存储

物联设备发送消息经过负载均衡后到消息队列，基于

Redis等缓存功能实现授权验证及路由信息获取，基于路由

信息路由消息到分布式流处理引擎的主题。MQTT协议主

题可采用多层路由并支持通配符，由于分布式流处理引擎

不支持多层路由和通配符，把MQTT主题基于Redis缓存中

的路由信息转化为分布式流处理引擎主题，传送消息。

3.4 微服务框架

微服务是一个新兴的软件架构，可以将不同模块独

立开来，各个模块可以独立部署、运行、更新，并更加

灵活地扩展和维护。通过将应用和服务分解成更小的、

松散耦合的组件，使得更加容易升级和扩展。服务注册

和发现是整个微服务软件架构的核心［19］。服务注册是

指微服务启动时，将自己的信息注册到服务发现组件上

的过程。服务发现是指查询可用微服务列表及其网络地

址的机制。服务消费者通过服务名称，在众多服务中心

找到要调用的服务的地址列表，称为服务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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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物联网管理平台技术架构
Fig.8 The technology architecture of the IoT platform

图9 数据交换体系
Fig.9 The data exchang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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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内外部服务能力开放

物联网平台在整合和利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提供

统一的开放接口，配合全业务数据中心，实现能力的对

内、对外开放服务，增强电力物联网的服务能力，支撑

全业务云上运行。对内，可以在AEP平台上快速配置、

部署、管理应用，对接第三方系统API等；对外，提供成

套应用开发工具、中间件，支持应用孵化和产品服务。

从能力服务开放的类型来看，开放接口包括应用程

序接口、面向对象的SDK接口、基于模型的CIS接口、

微服务接口（restful）等。

3.6 规则引擎

规则引擎是一个集群执行引擎，根据用户自定义的

规则，实时处理消息并转发到云平台组件，如图11所示。

用户的自定义规则由三部分组成。

图10 分布式流处理引擎
Fig.10 The distributed stream processing engine

ZooKeeper

Kafka

Ka f ka  Se r ve r
Ka f ka  Se r ve r

Kafka Server 

0 1 2

0 1 2

0 1 2

Redis

Re di s Se r ve r
Re di s Se r ve rRedis Server

Mqtt Server

M

CoAP Server

OPC Server

Mqt
OPC Server

CoAP Server

Mqtt Server

RedisF5
HAProxy

Kafka 2

partition1

partition2

partition3

ZooKeeper
Server

图11 规则引擎
Fig.11 The rule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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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QL语句：以SQL语法从主题过滤或查询消息。

2）服务类型：用户可选择物联云平台支持的国网

平台云组件类型。

3）Lambda表达式：是一个用户自定义的消息处理

函数，用于过滤消息，转换数据格式等操作。

4 应用方向

4.1 综合能源服务

 综合能源服务是以电为中心，把电力系统与天然气

网络、供热网络、工业系统、交通系统、建筑系统等紧

密结合起来，实现电、气、冷、热、可再生能源等多能

互补和“源-网-荷-储”各环节高度协调优化，生产和消

费双向互动，集中与分布相结合的能源服务［20–22］。基于

物联网技术的综合能源服务系统如图12所示，集数据、

监控、运营、消费、客服、管理六位一体，为政府、能

源消费者、能源运营商、能源产品与服务商提供绿色、

安全、经济、高效、增值的综合能源智慧化服务。

4.2 资产全寿命管理

资产全寿命周期管理，是指在企业总体战略目标指

引下，将资产全寿命周期管理中的各个环节进行统筹协

调与优化，实现企业管理综合最优的管理目标。根据资

产密集型企业资产管理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可将资产全

图12 综合能源服务系统
Fig.12 The integrated energy service system

Hadoop

AGC/AVC

寿命周期划分为规划设计、招标采购、工程建设、运行

检修、退役处置5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包括不同特点的

工作内容［23］。对于电网企业来说，资产管理也是企业

管理的重点之一，通过资产全寿命周期管理信息系统的

建设推动业务协同，实现管理信息化与生产自动化的融

合，尤其是利用物联网技术，感知设备运行状态，实现

人、设备、数据的广泛互联，从而及时发现生产运行中

的薄弱环节，提高设备运行效率和可靠性。资产全寿命

周期管理示意如图13所示。

4.3 智慧充电站

电动汽车未来的市场前景是异常巨大的，充/换电站

作为发展电动汽车的重要配套基础设施，具有重要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随着充电桩大量的部署安装，为了

提供安全、可靠、优质、高效的充电服务，有效解决充

电桩分散、独立的部署方式带来的管理难度大、冗余部

署、覆盖范围不均匀和资源浪费等问题，寻求充电桩的

精准负荷控制解决方案，提出了智慧充电站。

智慧充电站是在充电桩上安装传感器和信息采集终

端，对充电桩地理位置分布、运行状态进行实时采集和

发布，通过物联网平台对充电桩的设备信息、运行信

息、故障率等基本信息进行采集和存储，向用户提供充

电设备运行状态查询、多渠道充电缴费、智能充电方案

等应用。智慧充电站示意如图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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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资产全寿命周期管理
Fig.13 The asset life cycle management system

图14 智慧充电站
Fig.14 The Smart charging station system

5 结语

本文在提出“端-边-管-云”电网物联网四层架构的

基础上，提出一种开放式电力物联网平台的解决方案，

并完成电力物联网平台的整体架构、核心功能，以及关

键技术路线的设计方案，最后对电力物联网平台的典型

应用场景进行探讨。对于泛在电力物联网平台的研究和

设计，以及建设“全息感知、泛在连接、开放共享、融

合创新”的泛在电力物联网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分布式光伏、车联网、综合能源服务等新兴业

务的发展，电力物联网产业逐步从集中化市场向碎片化

市场转变。下一步工作思路是依托电力物联网平台，向

第三方合作伙伴提供生态展板、开发者社区等功能，提

供开放云平台运营服务，整合电力行业上下游产业链，

建立以电网公司为核心的协同生态体系，实现数据融

合、价值聚集和规模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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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of Things Platform for Power Industry

GUO Wenjing，LIU Di，DING Xueying
 （State Grid Information &Telecommunication Group Co.，Ltd.，Beijing 102211，China）

Abstract：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has evolved from the concept stage to the stage of large-scale application．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platformization is a key link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oT industry．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IoT on electricity （IoTE） and the increase of data collection，the construction of IoTE platform is conducive 
to promote the cross-professional integration of data collection，deep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precise user service 
technology．This paper proposes a design of an open IoTE platform including the overall architecture，core functions 
and key technical paths，and also discusses the typical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the IoTE platform．The IoTE platform 
realizes unified access and intelligent of terminals，provides shared platform，data supporting and service integration，
and promotes full awareness of all aspects，business integration，information collection，and intelligent decision. 
Key words：internet of things （IoT） ；internet of things on electricity （IoTE）；IoT platform; smart grid；cloud plat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