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Energy Internet i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energy system in the future. The B2B2X (Business to 
Business to X) business model of energy Internet is proposed. 
The B2B2X business model is a new business model from 
the energy network operators to the central operators and the 
network users, which i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B2C (business 
to consumer) and B2B (Business to Business). Based on the 
four core elements of customer, value proposition, value 
chain and profit mechanism, this paper designs the overall 
B2B2X Business model of energy internet, and analyzes the 
types of target customers, the mode of providing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e process and activities of value generation, and 
the economic feasibility.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B2B2X 
business model will improve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energy 
Internet services and the market activity and change the 
closed business logic of the traditional energy industry. The 
B2B2X business model will be a promising business model 
in the energy Internet era.

Keywords: energy internet; business model; B2B2X

摘　要：能源互联网是未来能源系统的发展方向。提出

了能源互联网的B2B2X(Business to Business to X, 从企

业到企业到网络用户)商业模式。B2B2X商业模式是在传

统的B2C（Business to Consumer，从企业到消费者）和

B2B（Business to Business，从企业到企业）商业模式基础

上，由能源网络运营商推动构建形成的从能源网络运营商

到中心运营商到网络用户的新型商业模式。基于客户、价

值主张、价值链、盈利机制四个核心要素对能源互联网的

B2B2X商业模式进行了整体模式设计，分析了目标客户类

型、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式、价值产生的流程和活动以及

经济可行性。分析结果显示，B2B2X商业模式使得能源互

联网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市场的活跃度均得到大幅提升，

改变了传统能源行业封闭的商业逻辑，将是能源互联网时

代有发展前景的商业模式。

关键词：能源互联网；商业模式；B2B2X

0	 引言

“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引领能

源变革发展，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加快构

建，能源高质量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当前，我国能

源消费供给、能源结构转型、能源系统形态呈现出新

的发展趋势，数字技术与能源生产、传输、存储、消

费以及能源市场深度融合，能源互联网应运而生、蓬

勃发展。

然而，能源互联网能否在能源行业得到广泛应

用，不仅取决于其技术的发展程度，更取决于是否有

合适的商业模式能够实现其商业价值，为参与其中的

网络用户创造价值。目前已有一些文献开展了能源互

联网商业模式的探讨。

文献[1]结合城市能源互联网的功能定位，从物

理层、信息层和服务层3个方面分析了能源互联网的

潜在商业模式。文献[2]提出了能源互联网关键产业

链，然后从“物联网+”、“互联网+”和“能源+”3
个方面提出了能源互联网下的电力商业模式。文献[3]
从价值创造、信息增值、业务革新、效益挖掘4个维

度分析了能源互联网商业模式及实现路径。文献[4]根
据能源互联网不同发展阶段，将能源互联网商业模式

分为beta时代、1.0时代、2.0时代等3种形式。文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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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价值网络重构的角度对能源互联网下新能源企业的

商业模式创新进行了分析。文献[6]基于商业模式理论

框架，提出电力企业通过客户理念创新，同时进行适

当的组织结构调整，更关注外部合作，可获得能源互

联网市场服务的战略入口。文献[7]从全球能源互联网

商业模式发展思路和价值理论发展两个视角对全球能

源互联网商业模式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发现该

领域研究正在逐步由供需方经济发展转向利益相关

者协同发展。文献[8]分析了能源互联网的市场机会，

并得出了其商业模式成败和价值的基本点就是在于

掌握核心资源。文献[9]从“增量”的角度，归纳分

析了能源互联网时代可能存在的商业模式，提取了

其本质特征，并通过生动的例子对未来能源互联网

下的商业应用场景进行展望。文献[10]提出能源互联

网将使资源优化配置从集中式向分散式转变，由此分

析了能源互联网商业模式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交易机制

的特点。

能源互联网具有基础设施属性，能否充分发挥

能源互联网的市场潜力，拥有能源互联网的能源网

络运营商的商业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创

新设计了由能源网络运营商推动构建形成的从能源

网络运营商到中心运营商到网络用户的能源行业

B2B2X（Business to Business to X，从企业到企业

到网络用户）新型商业模式。近几年电网企业在推

动现代电网向能源互联网方向升级方面成效显著，

有望引领能源互联网技术率先在能源电力行业大范

围应用，因此本文着重以现代电网升级形成的能源

互联网为例，设计和分析能源互联网的B2B2X商业

模式。

1	 商业模式创新设计方法

实证研究表明[11]，比起单纯的产品创新或工艺创

新，商业模式创新更具有成功潜力，是推动可持续创

新成功的关键因素。未来公司的竞争优势将不再局限

于创新的产品和工艺流程，而更加倾向于创新型商业

模式。

商业模式相比于产品和技术更为抽象，实际上商

业模式创新设计有自身的逻辑体系。本文采用文献

[11]提出的“谁——什么——如何——为何”四要素

商业模式创新设计方法，如图1所示。商业模式按照

客户群、价值主张、价值链、盈利机制4个维度开展

创新设计。

图 1 商业模式创新设计
Fig. 1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business model

客户群：需要回答谁是目标客户，这是商业模

式的核心问题。准确理解与商业模式相关的客户

群。 
价值主张：需要回答能为目标客户提供什么，

这是商业模式存在的必要条件。分析能为客户提供

的产品和服务以及如何满足客户的需求。

价值链：需要回答如何生产产品或服务，这反

映了商业模式的可行性。提出如何协调企业各种资

源和要素，通过一系列流程和活动实现价值主张。

盈利机制：需要回答商业模式为何会创造利润，

这是商业模式可持续的关键。从成本构成、利润生成

机制等方面分析商业模式在经济上的可持续性。

对目前成功的商业模式研究发现[11]，某个商业模

式的创新要求对上述4个维度中至少2个维度有所创

新，产品和工艺创新仅仅是价值主张的创新，而商业

模式创新是“谁——什么——如何——为何”4要素

链条上至少2个环节的创新。

2	 能源互联网定义和特征

关于能源互联网定义，现在有多种版本，包括杰

里米 · 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定义为“基于

可再生能源的、分布式、开放共享的网络”，国家发

改委等部门在《关于推进“互联网+”智慧能源发展

的指导意见》中定义为“一种互联网与能源生产、传

输、存储以及能源市场深度融合的能源产业发展新形

态”，华北电力大学能源与电力经济研究中心定义为

“一种以电力系统为核心和纽带，构建多种类型能源

的互联网”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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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描述的能源互联网具体是指现代电网的高级

形态，是电网深度融合先进能源技术、信息通信技术

和控制技术后形成的具有清洁低碳、安全可靠、泛在

互联、高效互动、智能开放特征的智慧能源系统[13]，

能够适应新能源和分布式电源大规模接入，适应跨区

域大电网以及配电网、微电网等协调发展，适应各类

电源并网和客户多样化需求，适应未来各种新型用电

设备和各类电源的接入。

清洁低碳是指能源互联网能够适应清洁能源高比

例接入，实现清洁能源充分消纳。安全可靠是指能源

互联网具备预防抵御事故风险能力和自愈能力，确保

能源供应稳定可靠。泛在互联是指能源互联网能够实

现接入网络的各类设施及主体的用能信息、状态信息

实时在线。高效互动是指能源互联网具备源网荷储协

调控制能力，实现各类主体友好互动。智能开放是指

能源互联网具备灵敏感知、智慧决策、精准控制等能

力，实现各类设施“即插即用”。

3	 能源互联网的B2B2X商业模式

3.1	 B2B2X商业模式

能源网络运营商以往主要采取B2X商业模式向用

户提供能源产品和服务，包括面向个人消费者的B2C
商业模式和面向企业的B2B商业模式。用户普遍接

受的是单一的产品和服务。随着电网向具有更高智

能化和互动化水平、更强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能力

的能源互联网方向升级，将逐步具备清洁低碳、安

全可靠、泛在互联、高效互动、智能开放特征，对

于能源网络运营商，从商务角度看，大量需求单一

的用户将逐渐转变为需求多元的用户，涌现出个性

化、差异化的庞大需求。能源网络运营商如果依然

采用传统的B2X商业模式去应对这样的变化，企业

内部面临着体制机制、员工能力等问题，外部面临

着政策风险、市场风险等问题，如果仅仅抓住部分

需求不可能取得全面的市场收益，所有需求都抓住

又消耗极大，内部的要素资源不够分配，必须从简

单封闭的模式逐渐过渡到复杂互动的能源互联网生

态圈中去，因此，本文提出由能源网络运营商推动

构建从能源网络运营商到中心运营商到网络用户的

B2B2X商业模式，如图2所示。

图 2 能源互联网的B2B2X商业模式
Fig. 2 B2B2X business model of energy internet

B2B2X商业模式在传统的B2X商业模式基础上，

引入了中心运营商，能源网络运营商在其构建的能源

互联网环境中，将能源互联网及其具有附加价值的产

品或服务a提供给中心运营商，中心运营商向网络用

户提供各种能源增值新产品和服务，从而进一步拓展

了能源互联网的经销渠道。中心运营商包括但不限于

综合能源服务商、负荷聚合商、售电公司、节能服务

公司等。能源网络运营商拥有大量用户节点，可以让

中心运营商和网络用户实现对接，或者将有关用户的

信息及知识提供给中心运营商。

3.2	 核心要素设计及分析

3.2.1 目标客户

B2B2X商业模式中，能源网络运营商的目标客户

由原来的网络用户转变为网络用户和中心运营商。中

心运营商的目标客户之一是能源互联网网络用户，因

此，中心运营商不仅是能源网络运营商的目标客户，

也是其经销渠道，通过中心运营商向网络用户提供各

种能源增值新产品和服务，不仅可以满足用户个性化、

差异化的庞大需求，也将拓展能源互联网用户的类型

和数量，例如分布式电源、电化学储能设施、电动汽

车等新型用能用户，将因为中心运营商采取更为灵活

的市场手段，更为有效的点对点服务而快速发展。

3.2.2 价值主张

能源领域的发展趋势，一是能源供给侧太阳能、

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比重逐步增加[14-15]，二是终端能源消

费侧电气化水平不断提高 [16-17]。可再生能源绿色环保，

边际生产成本低，但是具有波动性、间歇性等特点，近

几年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消纳成本越来越高。终端能

源消费电气化可以提高终端能源利用效率，清洁低碳，

但是必须建立在综合能效高、用电性价比高的基础上。 
能源互联网是互联网和能源系统深度融合的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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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在技术上可以实现网络上所有用户安全可靠的“即

插即用”，广泛互联，通过能源消费与生产的高效互动，

为能源互联网中的源、网、荷以及新型设备等各利益相

关方创造价值，创造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参与互动的网络

用户数量。如果大量的能源消费用户能够主动参加与能

源生产的互动，传统的“发电跟踪负荷”的运行模式将

彻底改变为“源荷互动”的运行模式，一方面将促进大

规模可再生能源全额消纳，降低安全消纳成本，显著提

高能源生产效率，为能源生产者创造价值，另一方面将

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用能成本，为能源消费者创造

价值，同时可以提升能源网络的运营效率，提高网络建

设的投入产出比，为能源网络运营商创造价值。

在能源互联网的价值创造过程中，关键在于有大

量用户主动参与互动，尤其是能源消费用户。而能源

消费用户从单一的能源产品和服务的接受者变成参与

互动的主体，也意味着从单一需求转变为多元需求，

而且不同用户差异性较大，同一用户在不同时候也可

能有不同需求。例如电动汽车用户参与互动后，不同

用户对于充放电时间、价格均有不同的需求。因此，

在能源互联网时代，能源网络运营商采用传统的B2X
商业模式，难以适应大量用户的多元需求，推动构建

B2B2X商业模式，中心运营商在能源网络运营商的帮

助和支持下，成为触及各类网络用户的重要节点，为

每一细分客户提供针对性的能源增值产品和服务，激

励更多的能源消费用户参与能源消费与生产的互动。

相比能源行业传统的B2X商业模式的封闭性，

B2B2X商业模式的价值主张最大的特点是开放共享，

由此将构建一个具有独特市场竞争力和产业可持续发

展特征的、相互依存、相互协作的能源互联网生态

圈，催生能源行业新形态新业态产生。能源网络运营

商、中心运营商和网络用户是价值创造、利益分享和

协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3.2.3 价值链

在能源互联网背景下，能源网架体系和信息支撑

体系已经较为完善，为了实现B2B2X商业模式的价值

主张，核心是推动中心运营商的事业发展，包括通过

战略投资、财务投资、技术投资等方式，孵化和培育

中心运营商，让他们有能力引导更多的能源网络用户

广泛参与能源消费与生产互动。因此，除了为中心运

营商提供能源互联网的物质基础，包括能源互联网网

架和信息支撑体系，还需要提供能源互联网应用技术

和服务支持、对网络用户的深层理解和分析等具有附

加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例如能源网络运营商掌握着海

量的能源互联网数据资源，包括能源生产数据、消费

数据、用户信息数据等。能源网络运营商需要投入更

多的要素资源，掌握能源互联网数据的标准、入口、

汇集和整合过程，积极开展数据价值挖掘与应用服务，

为中心运营商提供具有附加价值的数据产品。能源互联

网数据产品可以有数据供应和数据服务两种形式。数据

供应形式指将经过预处理的用户数据产品出售给中心运

营商，经过预处理的用户数据产品是指对采集而来的原

始用户数据进行清洗、脱敏后形成的产品；数据服务形

式指对已预处理的用户数据产品进行分析、建模、可

视化处理等深度加工所得的用户数据产品，以帮助中

心运营商做出战略投资、交易和操作等关键决策 [18]。

中心运营商利用能源互联网以及其附加的产品和服

务，针对各自的细分目标客户，提供个性化、精准化、差

异化的点对点服务，辅助和引导网络用户参与能源消费与

生产互动，获得相比以往更好的收益。比如综合能源服务

商可以根据用户特点，提供分布式能源建设和运营一站式

服务，为其代理参与能源消费与生产互动，负荷聚合商

可以采用积分返现、代金券等更灵活的方式激励不足以

用价格引导的微小负荷参与互动，聚合更多负荷资源。

3.2.4 盈利机制

能源互联网是能源电力系统发展的更高阶段，应

用前景广阔，兼具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的特点，

快速释放能源互联网的商业潜力，是能源网络运营商

提高企业效益的关键。B2B2X商业模式下，通过引

入中心运营商，充分挖掘能源消费用户用能的时间价

值、空间价值、柔性价值[19]，提高用能性价比，引导

更多的用户参与能源消费与生产互动，从而可以大幅

降低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并网以及不断增加的终端能源

消费电气化水平带来的能源互联网建设和运营成本，

同时随着参与互动的能源网络用户增多，能源互联网

的网络价值将快速增加，传统的电力输送、供电服务

等产品和服务收益将得到不断增长，高附加值的能源

互联网应用技术产品和服务业务也将贡献较高的经营

利润，未来还可能在不断的开放迭代创新中产生新业

务、新业态、新模式，出现新的利润增长点。

4	 结论

由能源网络运营商推动构建形成的从能源网络运

营商到中心运营商到网络用户的B2B2X商业模式，在

“谁——什么——如何——为何”商业模式核心要素

链条上的各环节均有创新。在B2B2X商业模式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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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客户的数量和类型得到了拓展，形成了多方共享共

赢的价值主张，由传统的封闭价值链模式转变为开放

多元的价值链模式，可以快速释放能源互联网的市场

潜力，从而降低能源网络运营商的建设和运营成本，

提高传统能源电力业务营收，并增加新的盈利方式，

是能源互联网时代有发展前景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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