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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泛在电力物联网对于我国电网未来绿色健康发展意

义重大。为阐明泛在电力物联网的意义，首先详细分析了

泛在电力物联网的概念、建设目标和目前存在的问题。继

而研究了其所运用的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

等技术及其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最后，总结分析了泛在

电力物联网的应用场景，并针对泛在电力物联网的未来发

展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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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biquitous power Internet  of  Things (UPIoT) is  of
significance  for  green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 s
power grids in future. To expound the meaning of UPIoT more
clearly,  firstly,  the  concept,  construction  goal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UPIoT were analyzed in detail. Secondly, the tech-
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blockchain and ar-
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well  as  their  applications  in  power   sys-
tem were researched. Finally,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UPI-
oT we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and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ubiquitous  power  Internet  of  Things
we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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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国土辽阔，自然资源充裕且潜力巨大。

但是不同地区所拥有资源程度千差万别。矿产资

源多分布于华北，西北及西南等经济不发达地区，

而工业和能源消费却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电力

工业不断发展，历经三次跨越式的电力体制改革，

电力结构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发电供应能力持

续增强 [1]。

2019年全国发电机装机容量为 201006万 kW·h，
相对于上一年，增长 5.8%。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加

快增长。进一步推进了清洁能源发展和终端能源

电气化利用水平，并通过优化需求侧管理持续推

广了电能替代。但是，我国电网在发展的同时，

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比如：电源与电网，

交流和直流，输电和配电的协调问题；清洁发电

仍然存在弃水、弃风、弃光等问题；电力体制仍

需不断改革 [2-4]。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5]，2019年我国电力

装机结构中，并网风电增长 14%、并网太阳能发

电增长 17.4%。当前，我国风电装机量、光伏和

电动汽车保有量位居全球首位，未来我国仍将是

新能源投资的最大市场 [6]。BP世界能源展望

2019年版，预计到 2040年，世界生产总值将增

加一倍以上，驱动力主要来自于发展中经济体。

世界将持续电气化，电力消费增长强劲；届时，

全球发电结构将发生实质性改变，可再生能源将

会成为电力最大的来源，占全球发电行业的约

30%。中国经济开展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将会成

为世界最大的能源增量市场并将保持最大的能源

市场的地位 [7]。

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建设将全面提升电网系统

整体的设备智能化水平，其可以利用多种现代化

技术来建设能源生态系统 [8]。本文首先介绍泛在

电力物联网的概念，建设目标和目前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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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给出泛在电力物联网中运用的相关技术及其

应用场景；最后针对其未来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1    泛在电力物联网的概念
 

1.1    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定义

泛在物联是指无论在何时何地人和物之间都

可以产生信息互联和交互。而泛在电力物联网是

指电力用户及其设备、电网企业及其设备、发电

企业及其设备、供应商及其设备、以及人和物的

信息互联和交互。基于此，泛在电力物联网可形

成巨大的能源生态体系。利用生态体系内的共享

数据及相关的大数据等技术，可搭建多功能的共

享平台。循环渐进可形成良性循环的生态发展模

式，持续为整个行业和社会创造更多发展机遇。 

1.2    泛在电力物联网的特征

泛在电力物联网具有泛在化，智能化，平台

化和共享化的特点。泛在化指未来泛在电力物联

网连接范围广泛，将融合电力光纤网络，移动通

信网络等；智能化指电力业务终端和消费终端的

移动通信技术将日益信息化；同时随着智能芯片

和软件、硬件的不断升级，各个终端设备的传输

和处理数据的准确性和即时性将得到提升；平台

化指泛在电力物联网将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综合服

务平台。可以规范接口和技术连接的标准化，提

升工作效率；共享化，指在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发

展过程中，整个能源生态体系将产生海量的数据

资源并实现能源数据共享服务。

另一方面，泛在电力物联网和智能电网都属

于第三代电力系统，与超高电压、大机组、互联

电网为特征的第二代电力系统相比，具有接纳大

规模可再生能源电力的能力；能源网络的安全性，

可靠性更高、能源供应系统的配置更加灵活、终

端能源的利用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电网覆盖范

围进一步扩大，通过搭建包含能源、信息和电力

的综合能源系统，实现城乡的覆盖，可以进一步

提高用电需求侧的响应速度。泛在电力物联网的

建设，将会有力推动能源结构的优化和能源消费

的转型，是能源革命和绿色发展的重要环节 [9]。 

2    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建设
 

2.1    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建设目标

泛在电力物联网将因地制宜，积极应用大数

据及人工智能等多种现代先进技术，完成电力系

统各个环节的互联互通。一方面，提高数据传输

的质量和管理水平，实现透明化管理。另一方面，

广泛连接内外部服务资源，构建能源互联网生态

和新兴电力服务产业。进而实现能源环节各设备

的全面感知，将能源生态系统中每个部分相互连

接起来。 

2.2    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基本构架

平台层，网络层，感知层和应用层组成了泛

在电力物联网的基本技术构架。其中，平台层集

成了数据中心和物联管理中心，可增强数据的采

集及利用；网络层，利用多种现代技术，完成各

种电力系统之间的链接；感知层，借助于智能化

设备和先进的智能计算方法，完成电力系统各个

环节数据的采集和流通；应用层，服务综合能源

互联网生态环境和智慧化等新的平台。泛在电力

物联网物联网的技术构架的建设，将加速信息的

融通并提升整个电力行业的运营效率 [10]。 

3    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建设难题
 

3.1    强直弱交

目前，我国在华中和西南地区已建成多条特

高压直流线路解决电力输送问题。截止 2020年，

中国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建设情况如表 1所示。

然而特高压交流线路建设较少使得我国电网

强直弱交问题日益严重。在运行机理上，交直流

电网的情况将会更加复杂，电力系统面临着直流

双极闭锁，发电设备损坏，连锁故障等问题从而

影响电网的整体安全和稳定 [11-12]。 

3.2    电力设备的智能化

电力设备的智能化不仅可以整合多种先进技

术，有利于构建更加现代化，高效率的能源生态

体系，而且可以提升电网盈利能力和稳定性。

我国还需要进一步开发能够提高设备测控功

能、增强运行维护能力和质量的电气设备。目前，

仍需研发的技术包括：一次设备和二次设备的智

能化技术、智能用电设备的量测、监控技术、电

力系统装置及传感器的在线监测技术、电网设备

的通信技术，故障保护技术等 [13]。 

3.3    传感器等设备安装不足

目前，电网企业只是选取了电力线路的关键

节点来监控电网的安全运行。某些地方受到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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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以及传感器占地面积较大、运输困难，

尚未安装足够多的量测设备 [14]。此外，仍需开发

新的传感器技术。电网企业需要针对不同的用户

侧，开发相匹配的传感器设备，并结合其他技术

提升对用户侧的环境数据、消费数据的采集，并

提高电网监测的质量管理水平 [15]。 

3.4    网络安全

随着大量的设备和用户的相互连接，以及多

种技术的融合，对电力系统整体的网络安全水平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电力系统涉及设备和用户范围广泛。一旦发

生网络攻击或者存在软件漏洞引起安全问题，将

会产生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并影响社会安全和稳

定 [16]。因此，电网企业应不断适时研发新的安全

防御技术并升级网络安全系统，加强网络设备的

运行和维护。同时提高管理人员的安全意识从而

保障数据安全，确保电力系统稳定运行。 

3.5    数据分析

由于泛在电力物联网所连接的设备众多，因

此会产生海量的数据。与传统的电力数据不同，

泛在电力物联网所产生的数据，来源差异性更大，

范围更广泛。一方面，由于电网建设的阶段性以

及运行状态的变化性，相关的信息平台上会堆积

较多的多源异构数据。另一方面，由于电力系统

所涉及的设备繁多，类型的差异性、生产厂家的

差异性等情况较为突出。存在数据存储格式不同，

接口规则不同等情况。这使得相关电力企业需要

适时开发相应的数据分析技术，从而保障数据的

及时安全存储，整合各类数据格式，实现对多源

异构数据的高效分析处理 [17]。 

3.6    其他问题

对于电网企业，泛在电力物联网将带来多方

面的挑战。例如：在电网的运行调度、设备控制

和管理体系上需不断改进；节能管理机制和方法

需适时创新；电力生产运行方式、发电设备的资

源配置和省间大范围电网安全运行方式需适度优

化。此外，电网企业还需做好市场调研，同时做

好信息化技术的储备和开发，实现数据资源的合

理利用 [18]。 

4    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关键技术

泛在电力物联网采用的关键技术及其相互关

系如图 1所示。 

4.1    大数据技术及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大数据，即主流软件难以完全处理的海量资

料。电力大数据，即在电力系统运行的过程中，

全程会产生巨量的数据。

通过合理利用电力大数据技术对数据流处理，

电力企业可以对整个电力系统的数据进行分析和

评价。在此基础上，通过大量的电力数据对比分

析，可及时监测电能的各类运行指标。根据预警

数据，及时发现各种安全隐患，保证各种设备的

表 1    截止 2020 年中国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项目建设情况统计表
Table 1    Construction statistics of UHVDC transmission projects in China up to 2020

 

特高压工程名称
线路

长度/km
输送容量
/万kW 投运时间 途经省份

云南—广州±800 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1373 500 2010-06-01 云南—广西—广东

向家坝—上海±800 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1907 1280 2010-07-01 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安徽—浙江—江苏—上海

锦屏—苏南±800 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2059 1440 2012-12-01 四川—云南—重庆—湖南—湖北—浙江—安徽—江苏

云南普洱—广东江门±800 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1413 500 2013-09-01 云南—广东

哈密南—郑州±800 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2210 1600 2014-01-01 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

溪洛渡—浙西±800 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1653 1600 2014-07-01 四川—贵州—湖南—江西—浙江

宁东—浙江±800 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1720 1600 2016-09-01 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浙江

山西晋北—江苏南京±800 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1100 1600 2017-06-01 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

酒泉—湖南±800 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2447 1600 2017-06-01 甘肃—陕西—重庆—湖北—湖南

锡盟—江苏泰州±800 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1620 2000 2017-09-01 内蒙古—河北—天津—山东—江苏

上海庙—山东±800 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1150 2000 2017-12-01 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

昌吉—古泉±1100 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3293 1200 2019-09-18 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南—安徽

准东—皖南±1100 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3324 2400 2019-09-26 新疆—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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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运行。此外，该技术还可以合理优化生产调

度，预测新能源发电功率及用户用电功率、用电

行为等方面 [19-20]。 

4.2    云计算技术及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云计算是网格计算、分布式计算和并行计算

的演化发展。其可以整合庞大的系统池，利用新

的构架方法帮助用户合理的使用数据和处理器，

灵活性较高，扩展性较强。

云计算技术在电力系统中应用广泛。一方面，

它可以与其他先进技术融合，实现电力设备的智

能化。另一方面，由于计算性能出众，可以快速

提升数据的采集效率。借助云计算技术，电网企

业可按需使用不同的算法进行潮流计算，进而优

化调度，及时发现特殊情况并排除安全隐患。

此外，该技术还可与大数据等技术相结合，

快速搭建电力电子仿真和各种电力系统模型来模

拟各种事故，提高电力系统的安全性 [21]。 

4.3    物联网技术及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物联网是指为了完成识别、监管等功能，使

各种物体基于商定的协议，借助于一些传感设备

和网络相连接并进行信息融通。

在电力系统中，由于物联网技术的应用，使

得设备、人员和网络之间的链接更加紧密，从而

提升了整个电力系统的智能化水平和对信息的感

知能力。该技术在电力系统中应用广泛。可以与

现代通信系统融合实现智能化的配电网和变电站

的动态在线监测等功能 [22]。 

4.4    新一代 5G 通信技术及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5G即第五代移动手机通信技术。相对于 4G，

它将新的无线接入技术与现有的通信方式相结合，

能够快速提高信息传输的效率，具有更快的响应

时间和更大的系统容量。通过采用 5G切片网络

通信技术，可以选择超可靠低时延通信  (ultra
reliable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s,  URLLC)  切片

实现智能分布式配电自动化控制；选择 Voice语

音切片，实现高可靠性的调度通信和应急通信等

功能 [17]。

从现在到未来的一段时间，5G将会成为泛在

电力物联网中信息快速传播的桥梁，其将实现各

种信息技术的融合，增强设备的智能化、控制性

能和对数据的传输、量测和分析能力。同时，该

技术还可以助力智能电网，智慧城市和新能源发

电等建设，革新商业形态和商业模式 [23]。将来，

由于通信行业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发展 5G的基

础之上，还可以研发利用 6G技术来进行电力网

络的相关建设 [24]。 

4.5    区块链技术及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区块链实质上是去除中心化的数据库，同时

它也是新型的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模式，也融合了

加密算法、点对点传输等技术。

数据链技术并行处理能力强，采用分布式存

储和核算，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同时，用户个人

信息经过加密，在共识协议的基础上，可以绕开

第三方，安全的进行数据交换。

在电力系统中运用该技术，可以提高电网企

业数据的保密性，保障电网信息系统的安全性；

对于电力交易平台，可实现交易的公开透明，提

升平台的公信力和交易效率，降低成本，保障客

户的账号安全 [25]。 

4.6    人工智能技术及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人工智能是在数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和

神经学等科目的基础上模拟和研究人类的理论、

思考方式等方面行为的技术。人工智能的智能化

程度高，可以不断的进行学习；持续完善学习模

式，提高认知能力和方法；实现跨学科或者环境

学习；机器人的智能性和自主能力会不断的提升，

可实现团体机器人的智能融合。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电力系统中可提升数据

分析能力，发现电网中薄弱环节并及时改善，做

 

云计算

融合发展

大数据 区块链

融合发展

融合发展

融合发展
人工智能 其他技术

其他网络

万物互联
相互融通

物联网

融合发展

支撑作用 促进作用

5G

图 1    泛在电力物联网中的关键技术

Fig. 1    Key Technologies in Ubiquitous Power
Internet of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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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更加准确的决策从而合理调配资源，提高系统

稳定性；结合电力生产数据、气象数据及相应地

理数据，构建专家系统或智能决策系统，在故障

前及时检测出不良数据并发出预警，避免各种故

障；合理学习气象学，心理学和经济学，预测新

能源的发电量和客户的使用行为，提高电网企业

的运营能力，为电力企业和用户节约能源等 [26]。
 

4.7    其他技术及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除了以上介绍的几种关键技术之外，泛在电

力物联网还包含其他各种技术，如边缘计算技术，

临场感知与信息交互技术，感传一体化技术，数

字孪生技术，一体化通信网络构架，统一物联信

息模型，物联网标识解释体系，需求侧资源控制

与服务，物联终端安全等。

这些技术目前主要应用于电力系统智能设备

的量测和交互、电力通信、电力数据的处理和电

网企业智能化平台建设，能源生态系统的建设，

系统安全的建设等方面。它们将强化电网企业对

整个电力系统感知和控制，实现多种设备和系统

之间的连接以及对各种资源的统一调度管理，优

化网络资源的利用，提升整个电力系统的智能化

水平、电气化水平和对能源的合理利用 [27]。

泛在电力物联网所采用的技术分析见表 2，
由于涉及技术多，过程建设复杂，因此电网企业

需规范使用各种技术，并注意提升技术的安全性

和可靠性，从而稳固提高电网运行和管理水平。
 

5    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应用场景

根据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公布的白皮书，泛在

电力物联网的建设将重点围绕电动汽车，新能源

和金融等方面建设相应的服务生态系统并产生相

应的各类应用场景 [28]。 

5.1    新能源汽车行业

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成长较快，截止到 2020
年 6月，其保有量达到 417万辆，其中电动汽车

销量不断扩大，位列世界前列 [29]。围绕电动汽车

可构建智慧车联网平台，它将成为泛在电力物联

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可链接汽车、充电桩，

电网、企业、客户等，其具体应用场景如下：

1）智慧充电桩的建设。它将用户与电网公

司相连，可以采集用户、汽车和充电设施的信息。

通过这种方式，电网企业可以远距离操控充电设

施，统一汇总并整合交易信息流 [30]。

2）可根据电网动态和电动汽车功率需求，

及时优化电网调度并将电力系统的交易平台与电

动汽车相连接，实现绿色电力交易和削峰填谷，

进而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的可靠性和电能质

量，解决间接性能源增加所造成的电网调度问

题 [31-32]。国网电动汽车公司，利用智慧车联网平

台建立了船舶用电的岸电云网。它在车联网的体

系中又增加了港口和轮船，进一步挖掘了新的业

务价值，扩展了平台的功能 [33]。

3）电动汽车退役电池的有效利用。随着电

表 2    泛在电力物联网所采用的技术分析
Table 2    Technology analysis of ubiquitous power internet of Things

 

技术名称 优点 缺点 应用

大数据技术
优化决策能力；有效降低系统成
本；提升效率和创新能力

数据质量要求高；硬件要求高；存在网络
安全风险；采集的信息合法性需要辨识

电网检测与维护；设备运维分析；用电
行为分析及需求预测；算法分析；电力
大数据仿真等

云计算技术
优化运算性能；降低系统成本；
可靠性高；扩展能力强；模快化

存在网络安全风险；数据隐私安全性；平
台潜在故障；应用软件的不稳定性；依赖
网络

电力系统云计算仿真；电力系统安全评
估；电力系统规划；资源调度控制软件；
服务器虚化等

物联网技术
资源利用率高；节省时间和成本；
数据采集能力强

存在网络安全风险；数据隐私安全性；通
信兼容问题；网络的复杂性；应用软件的
安全性

电力设备信息采集及在线监测；电力资
产管理；巡检人员的定位；远程数据传
输；远程决策等

5G通信技术
可靠性高；数据处理效率高；易
于管理；网络频谱更宽

基础设施成本要求较高；信号穿透率差；
数据安全和隐私问题

无人机巡检；智能设备的在线监测；监
控设备的数据采集；远程调度与控制；
故障定位等

区块链技术
安全性和可靠性高；去中心化；
开放程度高；匿名性

不可篡改性；存在安全风险；网络传输质
量要求高；监管问题；能耗问题

电力交易；电网管理和系统运行；电力
金融融资；电动汽车充电支付；企业财
务管理

人工智能技术
准确性高；学习能力强；商业价
值高；

人类的独立性降低；用途的合法性；其他
未知的风险

电力系统仿真分析；构建专家系统和智
能决策系统；故障识别；设备检测与管
理；用户行为分析及预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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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汽车行业的持续成长，退役电池规模也将逐渐

扩大。通过一定的技术将退役电池合理兼容组成

储能电站可以实现废旧电池的梯次利用，有效减

少储能成本，实现经济循环发展。目前，中国铁

塔集团，通过有效利用废旧电池，已将梯次电池

投入到 5G通信基站的建设之中 [34]。 

5.2    智慧营业厅

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建设不仅可以提升电网的

营销服务水平，还可以扩展售电业务。国家电网

大连公司建成了泛在电力物联网智慧营业厅。可

以实现全天自助办理业务并且提供多种综合能源

业务的服务。同时，采用现代技术完成了智能排

队、智能评价、媒体宣传等管理系统。宣传了电

力企业的电力文化和国家的能源战略，同时提升

了客户的服务水平 [35]。

未来，随着更多新技术和智能化设备的加入，

如全息投影仪，更高等级的智能机器人等，电网

公司可以制定动态定价策略引导用户用电，实现

削峰填谷，降低用户电费，优化电力系统运行。

同时，电网企业可与天然气、自来水等其他能源

公司合作，提供一窗多办的服务，增强电网企业

与用户的互动能力，帮助电力企业聚集用户数据

和用户画像，提升服务质量 [36]。 

5.3    虚拟电厂

虚拟电厂借助相应的计算机等技术完成分布

式能源等装置与电网，电力市场相连。从而进一

步实现智能调控供需平衡，推进电能替代等措施

并提高新能源消纳的电能管理系统 [37]。

德国虚拟电厂运营商 Next Kraftwerke在电力

交易、技术等方面积极开拓虚拟电厂的运营业务。

其有效聚集低成本的光伏、风电等新能源，一方

面使用内燃机、生物质发电等分布式能源为电网

提供调频服务；另一方面，根据市场电力价格的

实时波动调节分布式能源的出力实现类似于抽水

蓄能电站的功能从而获得收益 [38]。 

5.4    智慧变电站

不同于传统变电站，智慧变电站采用的技术

更加先进。借助于技术优势，使变电站电气量、

状态量等数据的采集更加准确高效，并加强了变

电站的实时控制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使用更多

智能化设备，包括无人机、机器人等，提高了故

障诊断能力。例如：无人机自动巡视，加强了信

息的传输和共享等诸多功能。这些都使得变电站

的工作效率、安全水平和供电质量不断提高 [39]。 

5.5    智慧综合能源服务平台

基于泛在电力物联网可以打造智慧综合能源

服务平台。它将打破过去传统能源系统间的制度

和技术等壁垒，连通电力行业的上下游产业链并

可扩展建成涵盖政府、其他能源机构、金融机构、

客户等在内的综合能源系统。同时，借助于融合

的多种技术向客户提供综合能源服务，促进社会

发展。进而优化系统管理与发电结构，促进新能

源的消纳和行业的产业升级 [17, 40]。

国家电网客服中心建成了包含绿色复合能源

网运行调控平台和光伏发电系统、地源热泵等 7
个系统，完成了园区所用能源的综合调度和管理，

并产生了一定的节能收益 [41]。 

5.6    智慧供应链

智慧供应链是结合现代供应链技术及物联网

技术和相应的管理方法，实现企业供应链的智能

化，网联化等功能的综合供应链系统。其具有数

字化程度高，数据感知能力强，供应链数据透明

度高等特点。

依托智慧供应链，可以对物资身份进行智能

化管理、建立数字孪生的供应链系统模型，并搭

建物资抽检、实施、检测等功能的综合检测平台。

可实现物资资源信息的有效共享利用，供应配送

的智能化和管理业务的信息化、自动化等功能。

同时，智慧供应链系统可利用区块链技术，

在供应商管理上制定智能合约，建立可靠透明的

电力产品流转信息库；在电网企业内部实现区块

链的审计信息化，提高审计结果的可靠性；在电

网维护方面，有效记录并保护各种电气设备的数

据信息，从而帮助电网企业及时发现故障并快速

更换相应的电力设备，提高电网的安全性 [42]。 

5.7    智能化电厂

智能化电厂采用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

虚拟现实等现代化技术，同时结合控制和管理系

统，实现电厂生产和管理的信息化、数字化和智

能化。目前，智能化电厂主要应用体现在包含电

厂经营和基建等方面的风险评估、风险识别的智

能决策系统；包含物资安全、人员安全、财产安

全等的安全管理系统；包含运行调度及优化、智

能生产、智能监控等的运行管理系统；包含设备

状态分析、故障诊断及检修维护等的设备管理系

统。借助于标准统一，广泛采用了各种先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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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泛在电力物联网、智能化电厂可以解决由于不

同的设计方式以及众多差异性的数据接口标准造

成的建设难题。通过建立能源生态体系，可进一

步积累安全可靠的电厂运维数据，提升电厂的整

体运维能力、数字化管理水平，降低煤耗，优化

负荷，从而创造更多的经济收益 [43]。 

5.8    扩展新兴业务

依靠泛在电力物联网和智慧综合能源服务平

台，电网企业可以获得电力系统庞大的数据。通

过整合分析从发电端到售电端的各个数据，结合

气象条件和环境条件，可以因地制宜的开发出多

种适合不同用户的用电服务。这将加快电力交易

效率，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此外，基于海量

的电力数据，电网企业可以扩展数据增值服务。

如将电力数据应用于冷、热、气等不同行业，促

进行业的数据融通；在确保数据安全的情况下，

为金融、科研单位等提供数据租售服务，推动相

关行业的发展 [17]。 

6    泛在电力物联网未来发展建议

1）电力行业与国家的战略安全密切相关。

政府应为电力公司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从而推

动电网建设。一方面，税务机关可对在泛在电力

物联网实验区盈利的相关公司实施减免税政策。

另一方面，财政部可以建立相应的泛在电力物联

网战略投资基金或引进其他资本共同支持电力建设。

2）借助于“一带一路”能源倡议和国内高

校建立的电力管理平台，政府可以及时组织全球

高校和电力公司开展学术交流、举办进出口贸易

展览以及探索有利于电力发展的活动，进而不断

提升我国电网的建设水平和质量。在此基础上，

还可以扩展和参与一带一路计划的国家之间的能

源贸易，共同组建公司，并在符合条件的国家里，

尝试开展国际间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建设，构建全

球能源互联网，促进电能之间的相互传输。

3）电网企业需持续完善平台建设和质量监

督、技术升级等机制，对大规模新能源并网系统

电源进行合理规划，防范建设过程中会出现的各

种风险，保障电网的安全运行。由于泛在电力物

联网融合平台较多并且革新了商业模式，建设过

程中可能会出现技术变化或者应用场景的变化风

险。同时，相关项目建成后可能未完成预期目标

并出现市场化运作和管理系统滞后等风险。相关

的电力企业应当充分做好项目规划和评估，规范

标准化流程，提升平台和相关软件的安全及稳定

性，加大网络的建设和维护工作，严控项目和产

品质量并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4）考虑到资源的合理分配和电网企业收益

的最大化，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建设应包含相应的

价值回收路径。如：输配电价价值回收路径，合

理连接能源消费和能源供应方，结合风电火电打

捆输送，风电水电协同运行以及热电厂的弃风蓄

热等方式，优化输电方式，有效减少弃水、弃风

和弃光问题，从而为电力行业增加效益，通过输

配电电价回收部分建设成本；能源消费模式的优

化，即从能源客户方的角度出发，针对不同用户

的消费习惯和需求，联合设备供应商，提供不同

服务产品。推动能源消费升级和行业发展 [44-45]。

5）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建设包含的现代技术

较多。电网企业需加大相关技术的研发能力，同

时加强与优秀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加大人才引

进与培养，进一步推进相关技术的研发进度。另

一方面，针对各种技术，政府应制定相关的政策

法规来引导和监督相关技术行业的健康发展 [46]。 

7    结论

泛在电力物联网的持续建设不仅有助于我国

能源生态系统的建设和提升，而且有利于促进我

国产业结构和技术升级，建立先进的现代化电网

并持续构建世界一流的能源供应体系以及能源消

费模式，进而促进能源革命，实现绿色发展。本

文详细分析了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建设目标和存在

的问题。此外，还讨论了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关键

技术和各种相关的应用场景。最后，针对泛在电

力物联网未来的建设提出了一些参考建议。泛在

电力物联网是我国能源转型的关键环节，对电网

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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