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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在电力物联网在电力市场应用中的展望
夏超鹏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分公司，江苏省 南京市 210000）

Prospect of Ubiquitous Power Internet of Things in Electricity Market
XIA Chaopeng
(Maintenance Branch Company, State Grid Jiangsu Electric Power Co., Ltd., Nanjing 210000, Jiangsu Province, China)
摘要：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电力用户借助分
布式发电、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等新兴技术已经具备了
参与电力交易的能力，但传统电力系统的运行控制方式
却难以适应新时代开放电力市场的需求。国家电网有限
公司所提出的泛在电力物联网(ubiquitous power internet
of things，UPIoT)战略可以实现电力系统各环节互连、
状态全面感知和优化控制，是建设开放电力市场的有效

electricity market; optimal control; renewable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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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电力工业市场化改革使得电力交易的方式逐

步从计划模式向市场模式的方向过渡，但是由于
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发电和需求侧响应等新兴技

技术支撑。基于此，分析了新时代电力系统发展所面临

术和机制的出现，电力市场的发展将面临一系列

的挑战以及建设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必要性；研究了泛在

新的挑战 [1-6] 。为应对新时代电力系统发展的挑

电力物联网在开放电力市场中的典型应用；对面向电力

战，2019 年 1 月，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工作会议上

市场的泛在电力物联网关键技术进行了讨论，为构建现

首次提出“三型两网、世界一流”的新时代战略

代化开放电力市场提供参考。

目标[7-8]，打造“枢纽型”、
“平台型”和“共享型”

关键词：泛在电力物联网(UPIoT)；电力市场；优化控制；

企业，建设运营坚强智能电网和泛在电力物联网，

可再生能源

成为我国现代电力工业发展的“航向标”。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power system reform,
power customers have acquired the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power trading with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distributed generation, energy storage systems and electric
vehicles. However, the operation and control methods of
traditional power systems are difficult to adapt to the
demand of open electricity market in the new era. The
strategy of ubiquitous power internet of things (UPIoT)
proposed by State Grid Co., Ltd. can realize the
interconnection of all aspects in power system, overall state
perception and optimal control, which is an effective
technical support for building an open electricity market.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power systems
in the new era and the necessity of constructing UPIoT were
analyzed. The typical application of UPIoT in the open
electricity market was researched. Finally,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UPIoT for the electricity market were
discussed, which provide reference for constructing modern
open electricity market.
KEY WORDS: ubiquitous power internet of things (UPIoT);

泛在电力物联网是物联网技术在电力系统中
的高级应用，其充分融合了现代通信、大数据、
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依托智能电网的基础，
构建一个万物互联和人机交互的信息物理融合系
统。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建设将极大程度地提高电
力系统的智能化程度，实现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全
面感知，优化配置各类资源，灵活提供多样化服
务，为建立全球能源互联网迈下坚实的一步。
作为首次提出的现代化电网新兴理念，泛在
电力物联网受到了能源、互联网和设备制造等领
域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目前已有很多学者对泛
在电力物联网的释义 [9]、实施策略 [10-11]和关键技
术[12-14]等内容进行了研究和展望，讨论了泛在电
力物联网在输变电设备 [15-16] 和智能配电网 [17-19]
等领域中的应用。文献[9]从物联网和泛在网络技
术层面入手，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泛在电力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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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义、技术要求和应用场景。文献[14]从终端

能量互动。随着智能终端、分布式发电和电动汽

层、网络层和平台层分别指出，泛在电力物联网

车的普及，用电侧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参与电

构建过程中的关键技术主要包含物联网设备研

网动态调整和电能供应的能力[25]，用电客户的角

发、通信协议、网络安全和海量数据分析及处理

色界定也越来越模糊。

等。文献[15]根据输电、变电和配电设备各自的

新时代电力系统的组成和所承载的功能已经

运行特点和检测需求，分别提出了泛在电力物联

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因电源、网架和负荷的变化

网在对应领域的建设方案和应用场景，分析了泛

而导致的系统备用容量不足、频率/电压稳定性差

在电力物联网技术应用之后对电网运行管理和技

和谐波含量高等问题日益凸显[26]。传统电力系统

术发展等方面带来的影响。目前，针对泛在电力

调控往往采用弃风、弃光和增加备用容量等措施

物联网在电力市场中应用的研究还比较少，文

维持系统稳定，但这种方式会导致新能源利用率

献[20]提出了一种基于泛在电力物联网技术的电

不高、投资成本过大和输电通道传输容量无法充

力市场主动服务感知共享平台的架构和设想，但

分利用等问题，无法从根本上保证系统的安全和

对于共享平台具体运行模式和主要功能研究

经济运行。因此，建设泛在电力物联网，提高电

较少。

力系统全网络的智能化水平，实时感知当前电网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讨论了新时代电

的运行状态，优化调整系统的运行方式和精细控

力系统结构的变化和存在的问题，分析了电力企

制各方面现有的调节容量，是适应新时代电网调

业角色的转变和面临的挑战。针对泛在电力物联

控的可行方案。

网在电力市场中的应用，提出了一种综合能源服

1.2

电网公司角色的转变

务及交易平台，并讨论了该平台具备的功能和带

伴随着电力体制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来的经济、社会效益。最后，对面向电力市场的

不断深化，电网公司和传统的电信运营商一样，

泛在电力物联网关键技术进行了讨论。

面临着被“管道化”的可能[27-28]。过去的 20 年，

1

新时代电力工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互联网和移动通信飞速发展，然而在这个发展的
风口上，不断崛起的是各大互联网公司，而提供

电力系统结构的转变

基础服务的三大电信运营商不仅没有从中获得太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

多的红利，反而逐步失去了市场中的主动权。这

出，当今电力系统在“发、输、配、用”等各个

是由于在移动通信发展初期，运营商是典型的内

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21-22]。其表现为：发电

容提供商，其直接与客户群体联系，为客户群体

侧逐渐从过去的传统能源集中发电方式转变为集

提供通话和短信等业务并收取费用。然而随着互

中式发电与分布式发电、传统能源发电与可再生

联网时代的到来，移动数据流量成为了移动通信

能源发电并存的方式，由于发电侧出现了大量的

的主角，各大运营商所能提供的服务几乎没有差

风力和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导致系统电源侧的随

异。客户对于运营商提供短信和通话服务的黏性

1.1

[23]

。输电侧逐渐

逐渐转变为对互联网内容的黏性，导致过去运营

从过去的以超高压电网为主网架的局部互联方式

商直接面向客户的场景转变为互联网公司直接面

转变为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的广泛互联方

向客户，而运营商只提供通信“管道”的现状，

式，大容量、远距离的特高压交直流混合输电的

如图 1 所示。互联网公司通过自身推出的各项服

出现，导致系统的运行特性和稳定特性发生重大

务吸引了大批客户之后，其所提供的服务将不仅

机性和可调整性受到极大的影响

变化

[24]

。配电侧用户数量以及用电负荷种类的增

仅限于这些基础业务，还可以利用大量的客户群

多，导致配电网的网架结构和承载的功能正在发

体提供各类增值业务(如广告和理财服务等)[29-31]，

生改变，由于用户多样性的用能需求，配电网的

并从中获得更大的利润。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包

角色已经由传统的单向电能提供逐渐转变为双向

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社交软件的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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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视频通话取代传统的电话和短信业务，而社

简化售电的流程，构建一条开放、便捷和实时的

交平台的作用也不仅限于社交，其还提供了公众

售电渠道。其次，为增强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产

号的推广服务、内嵌其他小程序的广告服务和电

品之间的黏性，企业必须准确获取用户的用能信

子货币的理财服务等。在这个过程中，运营商已

息和习惯，针对不同的用户群体推出精细化、个

经完全失去了市场的主动权，不仅无法获得互联

性化的服务，合理安排各种类型的优惠政策，突

网带来的红利，还需要承担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

出企业的特点，增强核心竞争力。

的庞大费用，因此导致运营商的利润逐年下滑。
电信运营商
电信运营商
短信

2

应用场景

移动数据

电话

互联网公司

2.1

综合能源服务及交易平台架构
在一个技术条件齐备和市场管理机制成熟的

社交 购物 ... 金融

客 户

泛在电力物联网在电力市场中的创新

开放电力市场下，电力系统中的发电侧和购电侧
客 户

图1
Fig. 1

电信运营商的角色转变

Role change of telecom operators

从电信运营商被“管道化”的现象中不难发

完全市场化，人们可以灵活地参与到电力的交易
中来。其中：发电侧既包含了传统的发电集团，
也包含了个人的小水电、分布式新能源以及电动
汽车等；而购电侧则包含了工厂等大客户以及居

现，电力作为一种类似于移动数据的无差别商品，

民等个人客户。需要注意的是，除了专门的发电

随着开放的电力市场逐步完善，如果电网公司继

集团以外，其他客户可以根据自己当前的电能需

续坚持传统的电网建设和运营业务，就会逐步失

求、个人电源当前能发出的电量以及上网的实时

去客户，逐渐变成为新型能源服务提供基础支撑

电价，决定是从电网购电还是向电网售电。

的“管道化”企业。因此在新时代电网公司必须

在上述开放的电力市场下，依托泛在电力物

改变传统的业务模式和商业模式，加快推动电网

联网构建一个综合能源服务及交易平台(以下简

向智能化和物联网化的新阶段转型，打破传统通

称“综合能源服务平台”)，并开发相应的电脑和

过购销价差获得盈利的单一模式，在万物互联的

手机客户端。所有参与电力交易的企业和个人可

新时代积极开辟新的经营方式和发展理念。

以通过实名制账户进入综合能源服务平台，进行

1.3

发电企业角色的转变

实时灵活的电力交易。该综合能源服务平台的主

与电网公司不同，在开放的电力市场环境下，

要功能如图 2 所示。

发电企业可以成立售电公司，直接与用电客户进

综合能源服务及交易平台

行交易，并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自主定价权。发
电力
调度

电企业进入电力市场，一方面能促进企业降本增

电
力
需
求
侧
响
应

效，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使得企业
面临市场化的挑战，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由
于受传统垄断式的运营方式所限，发电企业对于
电力市场的了解很少，在电力营销和用户侧服务
方面的经验非常欠缺。如何打开售电渠道、提高
企业的市场占用率是发电企业立足开放电力市场
必须解决的问题。

图2
Fig. 2

2.2

核心
业务
电
力
能
源
交
易

增值业务

…

能
源
一
站
化
服
务

电
力
商
城
业
务

智
能
购
售
电
业
务

金
融
货
币
业
务

综合能源服务及交易平台的主要功能

Main functions of integrated energy service and
trading platform

电力能源交易

为应对市场化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首先，

电力能源交易是综合能源服务平台的核心业

发电企业必须加强电力营销与宣传的力度，不断

务和基础功能。所有需要参与电力能源交易的企

扩大自身的用户群体，充分利用信息化网络技术，

业和个人需向有关部门及运营的电网公司提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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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申请，获得审核批准之后，可以登录综合能源

其提供了广大的客户群体，解决了企业的售电渠

服务平台。电力能源交易业务结构如图 3 所示。

道问题并降低了市场化运营的风险。对于用电客

发电企业

企业及工厂
力

力
流

电

可以根据自身用能的特点选择最佳的售电商，从

信

息
流

电

流

流
息
信

电力交易

电能传输

购电侧

流

流
电力

电力

个人用户

图3
Fig. 3

好的电力交易环境，有利于分布式电源广泛接入
和各类能源综合利用。对于电网公司，其依托传

电力调度
信
息
流

而降低自身的用电成本。另外，对于具备发电能
力的用电客户，综合能源服务平台为其提供了良

综合能源服务及交易平台
售电侧

户，综合能源服务平台为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电力能源交易业务结构

输通道和调度管理的核心地位，拥有了综合能源
服务平台的运营权，后续可在平台上继续开发高
级应用，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2.3

电力需求侧响应
传统电力系统的频率和电压调节主要通过供

Business structure of power energy trading

给侧改变有功和无功出力的方式实现，这种传统
发电企业是典型的售电侧客户，其根据发电

的调节方法增大了系统的备用容量和投资成本。

调度计划和电力需求的情况，决定当前该企业的

利用综合能源服务平台上灵活的电力交易机制，

售电电价并将这部分电能像商品一样在综合能源

可以通过市场化的调节手段鼓励用电客户主动参

服务平台上“上架”。待用电客户通过综合能源服

与到电网的调节中，从而实现电力的需求侧响应。

务平台买走该部分电能之后，发电企业将对应容
量的电能输送上网。

在电力使用的高峰期，由于电力需求紧张，
各个售电商会提高电价。此时为了降低用电成本，

大型的企业及工厂是典型的购电侧客户，其

企业和工厂会将部分耗能或者不紧急的业务推迟

根据企业的电能需求和自身的用能特点，在综合

到用电低谷时期，而个人客户也会将部分可转移

能源服务平台上选择价格合适的售电商。与对应

负荷(洗衣机、洗碗机和电动汽车充电等)推迟到

的售电商签订购买协议并支付费用之后，购电企

用电低谷时期。此外，为了赚取更多的售电收益，

业获得对应容量电能的使用权限。

具备发电能力的个人用户还会将储能系统和电动

个人用户在不同的场景下既可能是售电侧客
户，也可能是购电侧客户。考虑当用户家庭安装

汽车中多余的电能反送上网进行售卖，也能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高峰时期电力紧张的程度。

有分布式小型发电及储能系统时，用户在满足自

而在电力使用的低谷时期，由于电价便宜，

身电能需求的情况下就具备了对外售电的能力。

工厂和企业可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个人客户此时

当个人的分布式发电系统所供电能超出了目前个

可以开始可转移负荷的用电，同时给自己的储能

人所需的电能时，用户可以将这部分多余的电能

系统和电动汽车进行充电。

定价后在综合能源服务平台上“上架”；而当分布

通过电价激励的手段，电力客户会逐渐转变

式发电不能满足自身需求时，用户则可以在平台

自己的用电习惯，主动参与到电力系统的调节中。

上向发电企业或其他个人卖家购买电能。

这不仅可以提高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减少电力基

在此过程中，综合能源服务平台相当于为售

础设施的投资，还可以在保证用户生活质量的同

电和购电的客户提供了一个实时交易的平台。售

时，使用户从中获得一部分经济利益。

电侧和购电侧客户只需要在平台上完成交易，负

2.4

责运营的电网公司作为中间层负责电能的传输、

2.4.1

增值业务
增值业务模式

调度和功率平衡，并从中收取一定比例的过网费

增值业务是综合能源服务平台一大新的经济

和手续费。对于发电企业，综合能源服务平台为

增长极，也是平台型业务的特有优势，其结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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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所示。现代社会每个人都需要参与到电力交

用大数据和优化算法为客户实时寻找最佳的购电

易中来，因此综合能源服务平台将会成为拥有最

和售电方案。当用户需要购电或者售电时，其通

大客户占有率的企业平台。利用如此庞大的客户

过在综合能源服务平台上设定某段时间之内所需

群体，可以通过提供相关的高级应用和增值服务

交易的电量之后，智能购售电程序将在这段时间

进一步挖掘综合能源服务平台的潜在价值。

内不断寻找和预测价格最优惠的售电商进行购
买，或寻找最佳的售电时间和电价进行出售。此

综合能源服务平台增值业务

外，在用户配备有储能系统的情况下，智能购售

能源服务一站化解决
电力商城采购

专人安装

电力接入

售后服务

电业务还可以利用波动的电价，通过低价买入和
高价卖出的方式获得部分利润。

智能购售电

货币金融业务

2.4.5
用户定制

价格寻优

能源互动

需求响应

能，货币交易是该平台必不可少的环节。用户将

货币金融业务
虚拟货币

资金流转

理财产品

…

在线支付

图4
Fig. 4

2.4.2

为了实现综合能源服务平台上能源交易的功

增值业务结构

value-added service structure

能源服务一站化解决

自己的银行卡与个人账户绑定，并将真实货币与
平台上的虚拟货币进行兑换后方可进行能源交
易。由于在综合能源服务平台上任何时间都可以
将虚拟货币兑换为等价的电能，实现了该平台上
虚拟货币的“实体化”，保证了此虚拟货币的价值。

随着分布式发电和电动汽车等技术的快速发

为了鼓励用户将货币存入平台内，综合能源服务

展，出于降低能源消费和提高生活质量等原因，

平台可以进一步开发货币基金、理财产品和股票

未来有条件的客户都可以在自己的家中安装分布

等金融业务，将能源的平台进一步转变为金融的

式发电系统以及电动汽车充放电装置，综合能源

平台。

服务平台可以为客户提供从方案设计到产品选型
再到施工安装的一站式综合能源解决方案。对于
有相关需求的客户，可在综合能源服务平台上填

3

面向电力市场的泛在电力物联网关键

技术
为构建本文所提出的综合能源服务平台的体

报自己的需求和安装地址，之后会由专人对现场
情况进行查看并出具设计方案和设备清单。客户

系架构和相关功能，实现全系统能源流、信息流、

可以在综合能源服务平台的电力商城中选购安装

业务流的一体化融合，应当在状态感知、信息交

所需要的各类部件，付款后再由专人配送到家并

互和数据处理等各环节着重发展以下关键技术。

负责安装。

3.1

2.4.3

电力商城

电力物联网终端设备
智能化采集终端和用户终端是综合能源服务

以能源服务为契机，推进综合能源服务平台

平台的“神经末梢”，一方面，其可以采集电力设

中电力商城业务的进一步拓宽，打造专业电力领

备的状态信息和用户的用能信息等原始数据，从

域的网上商场。所有经过认证的国内外电力设计

而准确判断当前系统的运行状态，优化系统的运

及设备制造的厂家，都可以在电力商场中销售电

行方式和潮流大小，提前发现故障隐患并评估运

力设备及技术服务。通过在产品安装和售后服务

行的安全风险。另一方面，基于优化的运行方式，

等方面的专业优势，提高电力商城相比于其他平

终端设备可以实时发布当前的电能需求，调整电

台的竞争力。

网的拓扑结构，准确控制各电源的出力，优化调

2.4.4

智能购售电

整用户的用电模式。

在开放的电力市场下，电价随着时间和需求

若要发展电力物联网智能终端设备，首先，

不断波动。为了提高客户用电的经济性，可以利

应在当前系统已有的电压电流互感器、各类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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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和用户侧智能电表的基础上，解决数据种类单

权限的控制[43]，过滤并拦截部分可信度较低的信

一和信息交互能力不强的问题。其次，针对系统

息以及可能的恶意操作等。另一方面，需要对通

中新型的分布式发电单元、用户侧智能家电和电

信网络上的数据进行安全管控，通信双方可以采

动汽车等设备，开发对应的智能传感接口设备，

用数据加密技术或者安全路由技术等手段，保证

实现不同场景、不同设备的即插即用及能源信息

数据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和完整性，确定每一条

双向流通的功能

[32-35]

。最后，由于电力设备长期

运行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电磁场、温湿度和压

信息的合法性和真实性。
3.3

智能化物联网管控平台

力大小都会对传感器的运行产生影响。因此，电

智能化物联网管控平台是综合能源服务平台

力物联网终端设备在面对复杂运行工况的情况

的“控制中心”，其通过对海量的状态信息进行分

下，应当保证多维度信息采集的精度，具备数据

析和处理，从而对目前系统的运行状态做出整体

的初步处理和可靠性评估的能力
3.2

[36]

。

的判断，并为系统的运行控制和各类用户的电力
交易提供指导。

综合通信网络及信息安全
综合通信网络是综合能源服务平台的“传输

综合能源服务平台中产生的数据来源多样、

媒介”，其可为设备状态信息、电力交易信息和调

格式复杂且冗余度高，虽然各类信息中所隐含的

度控制命令等多种类型的业务提供可靠、安全的

信息价值很大，但各类信息之间的关联性不直观，

信息交互通道。

因此物联网管控平台必须具备数据的分类汇总、

综合能源服务平台不仅涉及电力系统中设备

分析处理和信息挖掘的功能[44-45]。对于系统中的

运行的状态信息，还需要处理海量的电力客户用

原始数据，首先，应对各类型的数据进行分类汇

能信息，通信网络所覆盖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

总，解决当前电力系统信息碎片化存储的问题，

且形式更加复杂。传统电力系统中采用的电力线

打破信息的孤岛，实现大数据的互联共享。其次，

载波和专用光纤通信等“点对点”的有线通信方

应用数据融合技术在冗余的数据中对同类型的数

式，存在施工复杂、投资成本高且使用环境受限

据进行分类，对有用的数据进行筛选，从而减小

的弊端，因此泛在电力物联网的通信网络应根据

通信和数据存储的压力，提高数据分析的可信度。

实际工况和经济成本等因素，灵活选择局域网、

最后，针对筛选后的有效数据，应用大数据挖掘

Zigbee 和 5G 等新兴的各类有线和无线通信方式

分析技术，从数据中分析得出当前电力系统的运

。另外，针对不同对象所使用的不

行状态等深层次信息，并为综合能源服务平台中

同通信方式，为了保证各类设备的高效接入，需

的电能交易、需求侧响应和智能购售电等高级应

要制定泛在电力物联网专用的通信标准[39-40]，构

用提供支撑。

进行组网

[37-38]

建具备设备自识别、自动注册和跨平台信息交互
的通信协议。
在泛在电力物联网的背景下，电力系统所承

4

结论
对泛在电力物联网在电力市场中的具体应用

载的功能全且业务广，除了传统的电力流以外，

进行了展望，并对关键技术的研究进行归纳总结，

大量的业务流、资金流和各类用户的私人信息都

得出如下结论：

需要在通信网络中进行交互，因此信息安全对于
[41-42]

1）电力系统结构和电力市场环境的变化，使

。但由于开

得传统的运行控制方法无法保证电网的安全经济

放性终端设备和双向数据流通的出现，以及数据

运行，继续采用传统运营模式的电力企业无法适

通信外网与电力专用内网的并存，泛在电力物联

应开放电力市场下的角色转变。大力建设泛在电

网的信息安全问题也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针对信

力物联网是突破传统运行方式瓶颈、转变电力工

息安全问题，一方面，需要建立终端设备安全防

业发展方向和理念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建设全

护体系，加强对接入终端设备的身份认证和访问

球能源互联网的必经之路。

电网安全运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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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泛在电力物联网技术所提出的综合能
源服务平台是连接电力工业各个环节的关键，实
现了开放电力市场下的能源交易、综合能源服务
以及增值业务等多项功能，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电
力系统“枢纽、平台和共享”的作用，为电力工
业各环节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Vol.41 No.2

建议及关键技术展望[J]．湖北电力，2019，43(1)：
1-9．
[13] 杨东升，王道浩，周博文，等．泛在电力物联网的
关键技术与应用前景[J]．发电技术，2019，40(2)：
13-20．
[14] 傅质馨，李潇逸，袁越．泛在电力物联网关键技术
探讨[J]．电力建设，2019，40(5)：5-16．

3）为实现综合能源服务平台的体系架构和相

[15] 江秀臣，刘亚东，傅晓飞，等．输配电设备泛在电

关功能，还需要在电力物联网终端设备、综合通

力 物 联 网 建 设 思 路 与 发 展 趋 势 [J]． 高 电 压 技 术 ，

信网络及信息安全和智能化物联网管控平台等关

2019，45(5)：1345-1351．

键技术领域加强研究。

力 物 联 网 应 用 技 术 研 究 [J]． 浙 江 电 力 ， 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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