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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泛在电力物联网是物联网在电力领域的具体体现，

0

引言

建设泛在电力物联网是推进“三型两网”建设的关键环
节，也是实现能源转型的必要手段。阐述了泛在电力物

建 设 泛 在 电 力 物 联 网 (ubiquitous power

联网的定义，从供电公司角度出发，根据北京经济技术

internet of things，UPIoT)是实现能源转型的必要

开发区实际情况，讨论了依托地区特点的泛在电力物联

手段[1]，同时也是推进“三型两网”建设的关键环

网实施策略和实际应用场景，分析了可能遇到的问题。
得出结论：随着泛在电力物联网的深入建设，供电公司

节，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 月正式提出建

能够为电力客户提供多元化服务，提高客户满意度；地

设泛在电力物联网。
“泛在电力物联网”指的是应

市供电公司能够依托泛在电力物联网开展更多电力相关

用移动互联、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

业务；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安全性、实用性、有效性是发

信息技术，实现电力系统各环节、电力公司、用

展面临的首要问题。

电客户万物互联、人机交互的智慧服务系统。通

关键词：泛在电力物联网(UPIoT)；智能电网；负荷控制

过数据收集、数据处理、数据共享，为发电、电

ABSTRACT: Ubiquitous power internet of things (UPIoT)
is the concrete embodiment of internet of things in the
power field. The construction of UPIoT is the key link to
promote the three types and two networks, and also a
necessary mean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nergy
transformation. The definition of UPIoT was expound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supply companies,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Beijing economic-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UPIoT
was discussed based o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roblems that may be encountered were analyzed. With the
in-depth construction of UPIoT, power supply companies
can provide diversified services for power customers and
improve customer satisfaction. Local power supply
companies can carry out more electricity-related businesses
by relying on the UPIoT. The security, practic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UPIoT are the primary issues facing the
development.
KEY WORDS: ubiquitous power internet of things
(UPIoT); smart grid; load control

网、用电客户、研究人员和政府提供服务，充分
利用电网枢纽特性，汇集各方面资源，为地区规
划建设、生产运行、经营管理、综合服务提供强
有力的信息和数据支撑[2-3]。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总面积为
50.8 km2 ，由科学规划的产业区、高配置的商务
区及高品质的生活区构成，是北京重点发展的 3
个新城之一，定位为京津城际发展走廊上的高新
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基地。
本文将根据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面向客户，探索泛在电力物联网在小
区域内的实施策略，提出可能遇到的关键问题。

1

智能电网
智能电网是指以特高压电网为骨架，各电压

等级的坚强电网为基础，依托先进的信息通信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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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现代传感技术和现代控制技术，高度集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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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在电力物联网

覆盖城乡的能源、电力、信息和综合服务体系，
泛在电力物联网旨在将电力用户及其设备、

实现“多网合一，全面覆盖”的新型现代电网，
拥有信息、能源的双重载体[4-8]。智能电网结构如

电网企业及其设备、发电企业及其设备、供应商
及其设备以及人和物连接起来，产生共享数据，

图 1 所示，其主要具备如下优点：
1）灵活高效的能源配置，能够有效满足用户

为用户、电网企业、发电企业、政府和社会服务。
以电网为枢纽，发挥平台和共享作用，为全行业

需求。
2）安全可靠的输送电网络，供电可靠性高，

和更多市场主体发展创造更大机遇，提供价值服
务。泛在电力物联网将通过泛在感知、可靠通信

基本避免了大面积停电风险。
3）覆盖面积广，传递能源及信息量大。

和高性能信息处理及高级电力应用，实现电网各
环节、全电压等级的“能量流、信息流、业务流”

智能电网

一体化融合，提升系统安全性和运行效率 [9-17]。
同时汇集各方数据资源，通过应用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人工智能、互联网、区块链等现
代先进的信息技术和 AI 技术，实现“源、网、
荷”通信网络无缝连接，进而实现信息共享与
互操作，全面提升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能力和
资产管理、供电服务水平[18-21]。泛在电力物联网
图1
Fig. 1

总体体系架构分为感知层、网络层、平台层和应

智能电网结构

用层，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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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3

泛在电力物联网分层体系架构
Hierarchical architecture of UPIoT

地市公司应用探索

以上部分协同运行、数据处理更多存在于电
力公司内部系统。随着技术发展，电力公司越来

传统电力公司在日常工作、研究中更多地倾向
于维护和提高公司电力资产运行可靠性及效率。
1）发电方面。主要包括新能源发电技术、分
布式电源并网技术等。
2）输变送电方面。主要包括特高压电网、远
距离输电技术等。
3）配用电方面。主要包括智能调度技术、配
网自动化技术等。

越聚合，内部运行更智能化、自动化，但是对于
外部政府、企业等用电客户，还是过于封闭，坚
强智能电网建设，使得电网自身的电能质量、供
电可靠性、环保约束、市场化发展适应性等各方
面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国家电网公司适时
推出了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依托坚强智能电网，
实现“源、网、荷、储”达到“人-人、人-物、
物-物”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实时互联，依托先

第 41 卷

第2期

发

电

技

术

139
业扩增容、报装接电、
设备迁改等

进传感技术、信息通信技术、先进控制技术等，
充分满足用户电力需求，优化资源配置。

受电端

营销

在地市供电公司层面，根据各区域不同情况，

电力
系统

能够完全实现或部分实现“源、网、荷、储”全

运维
检修

调度

面感知，依托云计算、人工智能、边缘计算等技
术，实现客户侧数据的互联互通，配合供电公司

图3

自身电网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给予电力

用户端

传统供电公司运营模式

Fig. 3 Operation mode of
traditional power supply company

客户分析结论和节能建议，同时还能为用户开展

随着泛在电力物联网的提出和开发区大规

内部能效诊断，包括调整用能习惯、更换节能设

模电动汽车的使用，亦庄供电公司将实现“网”

备等方面的建议，提高整体用能水平。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处北京东南部，受北

运维到“网、荷、储”的发展模式转变，如图 4

京独特的功能定位和政治因素影响，亦庄供电公

所示。数据中心将各方数据尤其是电力客户相关

司将发展重点放在了坚强的配电网建设和局属资

信息汇总后，可以开展相关大数据分析工作 [3]，

产维护上。传统供电公司运营模式如图 3 所示。

如图 5 所示。

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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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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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控负荷参与调节

电动汽车

图4
Fig. 4

数据收集

基于泛在电力物联网的供电公司运行模式

Operating mode of power supply company based on UPIoT

用电行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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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信息
电价政策

图5
Fig. 5

用电行为模式分析

居民用电分析

用电行为关联分析
模型构建
数据处理
关联关系分析
关联权重分析

综合大数据应用
负荷增长预测
不动产空置分析
电价政策制定支持
精准营销政策支持
用电客户信用评级
画像

用户用电行为分析框架

Technical framework of customer electricity usage behavio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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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动汽车作为可控负荷的可行性

Vol.41 No.2

新能源汽车同时接入会对电网造成很大影响，电
动汽车参与调峰调压应慎重。

电动汽车与电网的互动可以等效为移动储能
单元，储能具有充放电功能，利用电动汽车这一
特性与电网进行双向互动的技术就是车辆到网
(vehicle-to-grid，V2G)技术，V2G 技术的出现使
电动汽车不仅仅是作为可控负荷，而是作为独立
的储能源参与电力竞争。文献[22]将电动汽车作
为小型分布式移动储能单元，提出了一种优化控
制方案。文献[23]研究了电动汽车聚类分析组合
问题，建立常规机组成本与换电站充电负荷方差
的组合优化目标函数，同时考虑了电网互动的机
组和电动汽车组合问题，对其经济型进行了有效
分析。文献[24]研究了电动汽车充放储一体化电
站对电网的影响，通过 PSCAD 仿真验证了电动
汽车充放储一体化电站对电网的削峰填谷作用。

6

结论
1）建设泛在电力物联网，是发展清洁能源，

发挥电网在能源汇集传输和转换利用中的枢纽作
用，促进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建设，
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提供安全、优质、
可持续的能源电力供应的必要手段。
2）随着泛在电力物联网的深入建设，属地供
电公司能够为电力客户提供多元化服务，提高客
户满意度。
3）地市公司能够依托泛在电力物联网开展更
多电力相关业务。
4）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安全性、实用性、有效
性是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

文献[25]提出了计及电动汽车集群的双层经济调
度模型，分析了电动汽车与电网互动策略，制定
了合理的充放电计划。
综上所述，通过对用户停驶习惯及充电特点
进行大数据统计分析，并根据地区电网运行特点
分类适当使用，结合经济补贴或奖励，能够给地
区电力系统和车主带来双赢，同时，基于电动汽
车的无线通信功能已相对成熟且得到广泛应用，
基本具备控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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