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China has emphasized on a series of commitments, 
including the new-round of energy industry restructure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innovation. With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idents' consumption upgrading, renewal energy 
rapid growth, the real-time peak load unbalance of power grid 
is becoming more prominent, and the load frequency control is 
becoming more difficult. It is urgent to build up Energy Internet, 
by integrating physical flexible resources and implementing 
efficient market pricing mechanism, so as to open up a new path 
for energy industry’s transformation. The main tasks includes: 
First, study grid-friendly resource, analyze i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electricity markets, summarize domestic lessons; 
Second, analyze dispatchable potentials of grid-friendly 
resource, lear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xperiences, propose 
rules for grid-friendly resource playing in multilateral trading 
market; Last, carry on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cial study, and 
foresee future prospects of Energy Internet.

Keywords: energy internet; electricity market; grid-frie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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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居民消费升级和新能源

爆发式增长，电网的实时性尖峰负荷矛盾愈加突出，调峰调

频压力逐年增大。此时，急需依托能源互联网载体，融合信

息-物理灵活资源与市场定价机制，开辟能源转型的新路径。

首先深入分析电力市场发展与能源互联网建设之间的关系。

其次，以区块链为技术媒介，展望了未来电网友好型负荷资

源充分市场化形成的绿色、智能、高效、可靠的现代化能源

互联网前景。再次，以电网友好型负荷资源为研究对象，分

析其参与国际电力市场模式，总结国内部分省份的实践经

验，并提出了能源互联网背景下电网友好型负荷资源的市场

化交易机制。最后，分析在该机制下电网友好型资源可能获

得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能源互联网；电力市场；电网友好型资源；区块链

技术；交易机制

0	 引言

在十三五期间，我国不断践行以实现能源革命战

略中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和完善能源消费机制的目标，

发展相关的“互联网+”技术，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显

著进展。例如，清洁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长迅速，

增长约1.6亿千瓦；加速推进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已在

广东、浙江等八个试点省份实现连续结算试运行；同

时，以“云大物移智链”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广泛应用

促进了信息-物理融合智能电网建设工作的蓬勃发展。

能源互联网通过互联网理念将能源系统与信息系

统进行深度融合，形成包含信息网络、物理网络和社

会网络的新型多域复杂网络。其主干网络主要为大

电网、热力网和油气管网，并以微网、分布式资源、

充电/充气/加油站、综合能源智能小区等为核心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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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域网”。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技术角度，电力

系统是最具有互联网特征的能源网络，是各类能源转

换的枢纽，将承担核心的能量转换作用。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

电网供需平衡面临新的挑战。例如季节性尖峰负荷矛

盾越来越突出；电网调峰调频压力越来越大等。亟需

创新负荷柔性调节机制，深化电力市场多边交易机

制，并深入挖掘储能、可中断负荷等电网友好型资源

的优势。能源互联网建设与电力体制改革推进相辅相

成。电力市场的发展与成熟将对能源互联网的技术创

新优化以及商业模式挖掘产生积极的推动效应。

在能源互联网对等、开放的一体化架构下，能

源、信息、价值可以实现相互流动与动态平衡，广泛

的能源消费者将转变为有能力以较低边际成本生产并

分享能源及服务的“产销者”（prosumer）。基于能源

互联网技术发展和电力市场建设完善实现方便快捷的

能量交换和价值流转，为用户提供更多参与能源互联

网多边交易的可能性，也将催生出更多的电网友好型

负荷资源形式和促进各技术领域新应用落地。

在能源互联网交易体系下，成熟电力市场具有交

易主体多元化、交易模式丰富且复杂等特点。采用中

心化信任机制设计的区块链技术可以保障数据的透明

性和可靠性，已在金融、证券、民生等多个交易相关

领域进行了初步的应用探索。在能源互联网时代，区

块链技术将促进信息与物理系统的进一步融合，丰富

和拓展现有交易体系和品种，提供安全、可信、高效

的市场环境，实现能源互联网交易的多元化和高效化。

电力市场的成功建设是实现能源互联网愿景的基

石，本文首先分析电力市场发展与能源互联网建设之

间的关系。其次，说明区块链技术应用到能源互联网

交易结算场景的可能性，分析其在促进能源互联网高

效交易、运行方面的作用。最后，介绍电网友好型资

源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机制，应用实例测算探讨其参

与辅助服务市场的潜在商业模式。

1	 电力市场发展与能源互联网建设

能源互联网愿景的实现需要公平、规范的市场化

环境。以市场化思维方式，真正解决客户痛点，站在

市场需求角度去思考能源互联网发展方向，才可能实

现真正意义的能源互联网创新。因此，最大限度发挥

电力市场的作用，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探索更好的

发挥政府指导作用的有效渠道，将对能源互联网的建

设起到显著的支撑作用。

电力市场业务的发展有助于各类能源业务数据整

合、共享，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能源互联网建设。

图1总结了电力市场业务模块与能源互联网业态之间的

关系。能量市场与辅助服务市场的建立不仅能有效地

发现发电侧市场价格，更能促进需求侧响应、虚拟电

厂和综合能源等能源互联网业态的繁荣发展，打通供

给侧与需求侧的能源流、信息流、和数据流，有利于

电网企业充分发挥自身枢纽属性。电网企业可以通过

搭建多种业务平台为需求侧响应、分布式电能交易、

虚拟电厂、综合能源等能源互联网业态提供盈利空间，

打通零售市场和批发市场之间的壁垒，有利于电网企

业充分发挥自身平台型的属性。例如，分布式资源交

易平台、虚拟电厂灵活资源聚合平台和综合能源管控

平台等能源互联网业务平台等。以上能源互联网新业

态、新技术对电力市场机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如

能量现货市场和辅助服务市场需要为需求响应资源、

虚拟投标市场主体、虚拟电厂等创造准入条件；有针

对性地设计市场规则鼓励其积极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等。

电力市场建设与能源互联网发展相辅相成。我国

现阶段的能源互联网发展仍存在一些瓶颈，这与电力

市场机制不完善有着密切联系。能源互联网领域的成

功项目案例少，当前分布式发电、虚拟电厂、和需求

侧响应等能源互联网新业态的建设和开展主要依赖于

政府的引导和扶持，缺乏足够的投资回报途径和社会

资金的吸引力。因此，亟需完善电力市场投资、交

易、盈利体系建设，并明确能源互联网项目参与主体

的市场化资金回收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有序参与能源

互联网的建设。

图 1 电力市场业务与能源互联网业态关系
Fig. 1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ctricity market and energy internet

2	 区块链技术在能源互联网与电力市场交	
	 易体系中的价值

分布式发电、储能、电动汽车等技术的普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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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电力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将促使大量能源消费

者进化为能源互联网的产销者；可再生能源能够实现

局部消纳，减少能量传输过程中的损耗，从而推动社

会逐步转型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描述的“零边

际成本社会”。大量物联网产销者的接入将会催生新的

商业模式，形成电力的自由P2P交易及多边交易。市场

参与主体的迅速增加使得交易信息的海量化，对交易

数据与信息的管理难度大大增加，因此亟需一种可靠、

高效方式管理电力交易及结算过程，这为区块链技术

在能源交易和信息共享场景下的应用探索提供了机遇。

区块链是能源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新兴信息技术，

由密码学、共识机制、P2P网络、脚本语言等多领域

技术紧密耦合而成，其本质是在多方之间建立一个实

时共享的信任机制，实现价值在互联网上的传递。各

参与方都拥有完整账本的副本，可实时查看和校对数

据，在实现数据共享的同时保证了信息的完整性和一

致性，其内嵌的脚本语言和智能合约使得区块链用户

能够在链上部署各式各样的功能接口，实现多领域的

应用。区块链技术在多方之间建立一个实时共享的信

任机制，能够实现价值在互联网上的传递，使其在多

节点复杂系统结算体系中具有先天优势。具有分布式、

智能性、市场性以及融合性等特点的区块链技术与能

源互联网理念十分契合，相关项目的落地应用有望使

其概念升级到能源互联网2.0时代，即能源区块链时代。

在能源区块链时代，数据交易组织形式体现利益

主体之间数据的交互形式，主要包括集中式数据交易

市场和分布式数据交易市场。集中式交易市场中数据

交易主要发生在第三方平台上；分布式数据交易市场

中则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交易。所有交易、结算细节均

可通过区块链进行高效记录，其应用前景如图2所示。

图 2 区块链技术在能源交易领域的可利用前景
Fig. 2 Blockchain applications in energy trading

目前，区块链技术的广泛应用还存在一定技术瓶

颈，在运算处理效率、信息安全隐私、信息存储等方

面还存在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区块链的计算能力及

响应速度还不能满足某些应用领域实时计算的要求；

区块链的交易记录和相关信息需要所有参与角色进行

同步存储，这需要大容量存储系统进行支撑；此外，

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技术仍需要与中心化的交易规则、

交易组织机制进行有机地结合。

3	 电网友好型资源参与电力市场交易机制

电网友好型资源作为重要的需求侧响应资源在

国外需求侧管理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其主要形式包括储能、电动汽车、可中断负荷用

户等。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为了应对能源危机，美

国在早期节电和负荷管理的基础上率先开展了需求侧

管理机制研究。随着国际范围内，电力市场的快速发

展，主动的需求侧响应机制逐步融入电力市场建设。

由于其形式多样性和技术先进性，电网友好型负荷作

为需求侧响应资源广泛地参与了成熟电力市场中的电

能市场、辅助服务市场和容量市场。

需求侧响应资源与传统发电侧资源相同，在电能

市场中主要用于满足系统的日前、日内、实时的电

力、电量平衡。辅助服务市场中调频、调峰、备用等

是其主要的获利渠道。目前，国内电源侧储能主要通

过以下三种方式参与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分别为自主

协商补偿费用、独立主体参与辅助服务市场或与机组

联合提供调峰、调频服务。用户侧电储能设备可自用

还可作为独立的电力用户提供调峰辅助服务。可中断

负荷用户则可以与风、光等清洁能源电厂进行双边交

易，具备直控负荷技术条件的用户也可以提供调峰、

备用等辅助服务。表1、2、3分别总结了国内外典型

储能、可中断负荷参与电力市场项目及其实施模式。

表 1　北美地区典型储能、可中断负荷项目及实施模式
Table 1　Energy storage, interruptible load as DR in North America

类型 项目 实施模式

价
格
型

分时电价 在不同的时段收取不同电费。

关键峰荷
电价

固定期限电价机制、变动期限电价机制、

变动峰荷电价机制和关键峰荷折扣机制等。

实时电价
日前实时电价机制、两部制实时电价机制、

强制性实时电价机制。

激
励
型

直接负荷
控制

对空调、热水器等大功率用电设备通过远
方控制设备进行负荷调节。

可削减负
荷

用户按照合同响应市场需求，降低规定负
荷，响应后恢复到通知前负荷状态。

容量市场
资源锁定时限较长，用户仅在系统紧急需

求下执行预定的负荷削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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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欧洲地区典型储能、可中断负荷项目及实施模式
Table 2　Energy storage, interruptible load as DR in Europe

地区 项目类型 实施模式

英国
分时电

价

按照短期运行备用、快速备用、稳定电网频
率响应等多种形式签订不同分时电价费率

合同。

挪威
需求侧
竞价

按（提前通知时间，中断持续时间）将可中
断负荷资源进行分类电价补偿；发展电力调
频容量市场，需求侧资源可以与发电机组竞

价来参与调频、实现电力平衡。

芬兰
分时电

价

采用分时电价机制与工业用户签订年度双
边协议锁定提供调频、备用的需求侧响应

资源。

西班牙
分时电

价

按（提前通知时间，中断持续时间）将可中
断负荷资源进行分类，并按电力高峰季节、

中等季节、低谷季节的峰、平、谷电价时段
设定分时电价。

法国
分时电

价

下午17时公布次日分时电价，用于用户负荷
响应和结算依据，包括蓝/白/红色日的峰荷/

非峰荷电价形式。

表 3　我国各省/区需求侧响应试点运行情况
Table 3　DR projects in China

地区 特点 需求侧响应开展情况

天津

节假日用热高峰期间，电网
供热负荷严重高于用电负
荷，直接威胁电网安全运

行；近年来夏季最高用电负
荷连年创新高，迎峰度夏期
间地区性、时段性的负荷偏
高、峰谷差偏大、调峰能力

不足。

自2018年初正式发布需
求响应政策，支持电网
公司通过组织实施需求
响应业务配合电网削峰

填谷。

山东

电力消费保持较快增长，用
电峰谷差逐年拉大，季节性
电力紧缺时有发生，部分区
域存在较大季节性、时段性

电力缺口。

有序用电管理过程中供
需矛盾依然会对工业生
产造成一定的影响，组
织协调实施的难度不断
增大。因此，借鉴国内
外经验开展需求响应，

提升电网供需平衡调节
能力。

上海

第三产业用电比例高，空调
用电负荷不断攀升，电网峰
谷差逐年增大；作为典型的
特大型受端城市电网，外来
电多为水电和核电，调峰特
性较差，在低谷时段负备用
严重不足情况下存在较大低

谷调峰缺口。

针对电网尖峰负荷缺口、

低谷时段负备用容量不
足问题，在国家发改委、

上海经信委等有关部门
指导下，上海公司从

2014年起组织实施需求
响应。

江苏

峰谷差逐年增大，夏季高温
气候导致的电网尖峰负荷连
年攀高；春节期间，峰谷差
和峰谷差率更大，恰逢风

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的旺
盛时段，消纳形势严峻。

江苏经信委于2015年便
出台需求响应实施细则，

并逐年修订更新，支持
江苏电网组织开展削峰、

填谷式需求响应。

地区 特点 需求侧响应开展情况

浙江

最高用电负荷急剧上升，连
续数年最大峰谷差持续高

位，空调负荷占比高，负荷
短时尖峰效应显现，亟需通
过需求响应实现市场化移峰

填谷调节。

2019年夏季某典型日于
宁波、嘉兴等地启动首
次电力需求响应，引导
用电大户转移用电高峰6
万千瓦，实现柔性科学

节电。

重庆

近年最大峰谷差率高达近
40%，电力负荷气候敏感性
高，夏季空调降温负荷比最
大超50%，季节性短时电力

紧缺问题严重。

争取到市经济信息委
《2019年丰水期主动移峰
负荷需求响应试点方案》

的政策支持，采用市场
化的经济补贴手段，引

导客户主动参与。

江西

峰谷差呈逐年上升趋势，最
高负荷增长较快，年负荷曲
线按季度呈周期性变化，夏
季、冬季出现两个峰值；降
温采暖负荷最大占比超40%，

高峰期存在电力缺口。

江西省能源局从2017年
起每年发文组织企业参
与可中断负荷，并逐年
修改完善，以电力需求
响应方式保障电网安全
稳定运行和电力有序

供应。

考虑到我国各省电力现货市场分阶段的建设规

划，现货市场建立之前，通过与用户签订需求响应合

同，用资金补贴或电费折扣的激励形式，聚集用户侧

可中断负荷等电网友好型负荷资源；现货市场建立之

后，除了原有的激励型需求响应项目外，还可以通过

价格型需求响应项目将批发市场的现货价格波动传导

至用户侧，如分时电价或阶梯电价等，从而促使用户

侧电网友好型负荷资源依价格信号调整自身用电行

为，降低用电费用或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

电网友好型负荷资源在中长期电力市场的交易可

以规避短时价格波动的风险，其交易方式主要有双边

协商、集中竞价、挂牌交易。其在现货市场中，可以

参与日前、日内、或实时能量市场交易，还能向辅助

服务市场提供调频服务、调峰服务或备用容量等。交

易中心或可以聚合大量中小型可中断负荷资源的售电

公司一方面需要根据当地市场情况制定（或调整）丰

富的电价套餐，激励电网友好型负荷资源参与价格型

需求响应项目；另一方面，对于激励型需求响应项

目，需要根据实际负荷削减量、响应速度向协议用户

予以经济补偿。

总结而言，国内外现有电网友好型负荷资源参与

电力市场的运行机制比较丰富，主要通过电价激励、

需求侧竞价等市场手段引导用户主动参与能量市场，

以及调峰、调频等辅助服务市场。典型的电网友好型

负荷项目主要分为价格型和激励型两大类，价格型项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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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通过分时电价、实时电价或关键峰荷电价等不同价

格机制引导用户参与市场；激励型项目通过对不同的

电网友好型负荷分类，如直控负荷、可削减负荷等，

制定不同的奖惩措施来鼓励用户参与市场。

4	 案例分析

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为电力交易机构、售电公司或

负荷聚合商等机构聚集更多的电网友好型负荷资源参

与电力市场交易申报与结算提供了良好的价值流通工

具。对于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大、大型工业用户多、

高耗能产业分布密集的地区而言，常常面临季节性尖

峰负荷矛盾突出、电网调峰调频压力逐年加大等问

题，新形势下需要进行创新负荷柔性调节机制。以我

国某地区为例，该地区作为国家“西电东送”战略基

地，多年来利用自身的电力工业体制优势，积极探索

推进电力市场化建设，并尝试将电网友好型资源应用

到电力现货市场中。

下面介绍电网友好型资源参与其电力市场机制研

究的基本情况。首先，延用中长期交易为主、现货交

易为补充的市场架构，研究电网好型负荷参与电力市

场的交易机制，来完善适应该地区电力体制和电网特

点的电力市场结构。其次，充分发挥电力市场在电力

系统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部分解决该电网当前面

临的新能源消纳困难和系统优化不足等主要矛盾。最

后，分析了电网友好型负荷资源可参与的市场品种和

市场机制。

对一些工业负荷来说，可削减或转移其在系统高

峰时的用电负荷，分时电价/实时电价在某种程度上可

减少用户的费用支出。电网友好型负荷资源参与能量

市场，可以促使该地区用户合理用电，降低单位用电

成本。此外，电网友好型负荷资源参与调频辅助服务

市场是其获得经济收益的主要渠道。经济效益测算过

程如下：

调频里程补偿的计算公式为：

              
1
( )

=

= ⋅ ⋅∑
n

mc i i i
i

R D P K  （1）

式中：n为调频市场总的交易周期数；Di 为第i个交易

周期储能、可中断负荷提供的调频里程；Pi 为第i个交

易周期的里程结算价格； 1 2 30.25 ( )2= × × + +iK k k k
为电网友好型负荷资源项目在第i个交易周期的综合调

频性能指标平均值，k1 为AGC发电单元平均标准调节

速率；k2 为1-（发电单元响应延迟时间/5 min）；k3 为1-

（AGC发电单元调节误差/该误差允许值）。

下面以案例说明储能项目参与调频辅助服务市场

的盈利模式。某火电厂建有9MW/4.5MWh的锂电池储

能电站辅助提供调频服务，其加入后典型日AGC指令

统计见表4，调频性能指标见表5。

表 4　加入锂电池储能系统后典型日AGC指令统计
Table 4　AGC instructions statistics with dispatchable energy 

storage installed

典型日 夏季 冬季 春秋季

指令更新次数/次 288 288 288

指令平均持续时间/s 300 300 300

指令平均调节深度/MW 7.2 8.1 7.3

指令响应次数/次 185 163 127

指令平均响应时间/s 235 265 265

日调频里程/MW 1 332 1 320 927

持续天数/天 95 75 150

表 5　加入锂电池储能系统后调频性能指标
Table 5　Performance of frequency response with dispatchable 

energy storage installed

典型日 调节速率k1 响应时延k2 调节误差k3
综合调频性能
指标平均值K

夏季 4.01～4.62 0.91～1.00 0.89～1.00 2.45～2.81

冬季 4.10～4.64 0.93～1.00 0.91～1.00 2.51～2.82

春秋季 4.17～4.52 0.94～1.00 0.92～1.00 2.55～2.76

建设该锂电池储能电站的初始投资成本约为940
万元，以调频辅助服务平均价格为5元/MW来计，该

储能电站的投资回收期为2年。在该配有储能辅助系

统的火电厂参与调频辅助服务市场后，发现在该电网

中调频里程结算平均价格约为9元/MW，此时该锂电

池储能电站的投资回收期仍为2年，但在第二年获得

246万元的利润。由此可知，配备储能系统后该火电

厂的调频性能指标明显上升，且由市场机制发现其服

务的真实价格后，该电厂的经济效益提升显著。

5	 结论

在当前改革形势下，电力市场建设无疑将对能源

互联网发展起到关键助推的作用。而区块链技术因其

独特的去中心化、防篡改、降低信任“门槛”等特

征，在能源互联网领域具备天然的适应性和契合性。

本文对能源互联网、电力市场、区块链、以及电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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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型负荷“新业态”等基本内容进行浅析；对电力市

场与能源互联网的关系、电网友好型负荷参与电力市

场机制、区块链技术在能源互联网交易中的应用等内

容进行剖析。本文提出的电力市场交易机制将为能源

互联网项目营造利润空间；并建议应用区块链技术促

进电网友好型负荷参与能源互联网多边交易体系；希

望对能源互联网事业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田世明, 栾文鹏, 张东霞, 等. 能源互联网技术形态与关键技

术[J].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2015, 35(14): 3482-3494.
 TIAN Shiming, LUAN Wenpeng, ZHANG Dongxia, et al. 

Technical forms and key technologies on energy Internet[J]. 
Proceedings of the CSEE, 2015, 35(14): 3482-3494(in 
Chinese).

[2] 赵彪, 赵宇明, 王一振, 等. 基于柔性中压直流配电的能源互

联网系统[J].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2015, 35(19): 4843-4851.
 ZHAO Biao, ZHAO Yuming, WANG Yizhen, et al. Energy 

Internet based on flexible medium-voltage DC distribution[J]. 
Proceedings of the CSEE, 2015, 35(19): 4843-4851(in 
Chinese).

[3] 陈启鑫, 刘敦楠, 林今, 等. 能源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与市场机

制(一)[J]. 电网技术, 2015, 39(11): 3050-3056.
 CHEN Qixin, LIU Dunnan, LIN Jin, et al. Business models and 

market mechanisms of energy Internet (1)[J]. Power System 
Technology, 2015, 39(11): 3050-3056(in Chinese).

[4] 刘敦楠, 曾鸣, 黄仁乐, 等. 能源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与市场机

制(二)[J]. 电网技术, 2015, 39(11): 3057-3063.
 LIU Dunnan, ZENG Ming, HUANG Renle, et al. Business 

models and market mechanisms of E-net (2)[J]. Power System 
Technology, 2015, 39(11): 3057-3063(in Chinese).

[5] 马钊, 周孝信, 尚宇炜, 等. 能源互联网概念、关键技术及发

展模式探索[J]. 电网技术, 2015, 39(11): 3014-3022.
 MA Zhao, ZHOU Xiaoxin, SHANG Yuwei, et al. Exploring 

the concept, key technologies and development model of 
energy Internet[J]. Power System Technology, 2015, 39(11): 
3014-3022(in Chinese).

[6] 曾鸣, 杨雍琦, 刘敦楠, 等. 能源互联网“源-网-荷-储”协调

优化运营模式及关键技术[J]. 电网技术, 2016, 40(1): 114-
124.

 ZENG Ming, YANG Yongqi, LIU Dunnan, et al. “generation-
grid-load-storage” coordinative optimal operation mode 
of energy Internet and key technologies[J]. Power System 
Technology, 2016, 40(1): 114-124(in Chinese).

[7] 孙宏斌. 能源互联网[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0.
[8] 张宁, 王毅, 康重庆, 等. 能源互联网中的区块链技术：研究

框架与典型应用初探[J].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2016, 36(15): 
4011-4022.

 ZHANG Ning, WANG Yi, KANG Chongqing, et  al . 
Blockchain technique in the energy Internet: preliminary 
research framework and typical applications[J]. Proceedings of 
the CSEE, 2016, 36(15): 4011-4022(in Chinese).

[9] 王安平, 范金刚, 郭艳来. 区块链在能源互联网中的应用[J]. 
电力信息与通信技术, 2016, 14(9): 1-6.

 WANG Anping, FAN Jingang, GUO Yanlai. Application 
of blockchain in energy interconnection[J]. Electric Powe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2016, 14(9): 
1-6(in Chinese).

[10] 赵东元, 高峰. 能源互联网对电力需求侧管理变革的影响[J]. 
电力建设, 2017, 38(5): 11-17.

 ZHAO Dongyuan, GAO Feng. Impact of energy Internet on 
power demand side management evolution[J].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2017, 38(5): 11-17(in Chinese).

[11] 颜拥, 赵俊华, 文福拴, 等. 能源系统中的区块链: 概念、应

用与展望[J]. 电力建设, 2017, 38(2): 12-20.
 YAN Yong, ZHAO Junhua, WEN Fushuan, et al. Blockchain 

in energy systems: concept, application and prospect[J]. 
Electric Power Construction, 2017, 38(2): 12-20(in Chinese).

[12] 邰雪, 孙宏斌, 郭庆来. 能源互联网中基于区块链的电力交

易和阻塞管理方法[J]. 电网技术, 2016, 40(12): 3630-3638.
 TAI Xue, SUN Hongbin, GUO Qinglai. Electricity transactions 

and congestion management based on blockchain in energy 
Internet[J]. Power System Technology, 2016, 40(12): 3630-
3638(in Chinese).

[13] 曾鸣, 程俊, 王雨晴, 等. 区块链框架下能源互联网多模块协

同自治模式初探[J].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2017, 37(13): 3672-
3681.

 ZENG Ming, CHENG Jun, WANG Yuqing, et al. Primarily 
research for multi module cooperative autonomous mode of 
energy Internet under blockchain framework[J]. Proceedings of 
the CSEE, 2017, 37(13): 3672-3681(in Chinese).

[14] 何德卫, 杨威, 陈皓勇, 等. 电力市场环境下需求侧响应相关

问题的探讨[J]. 智慧电力, 2018, 46(6): 41-48.
 HE Dewei, YANG Wei, CHEN Haoyong, et al. Discussion 

on demand response under electricity market environment[J]. 
Smart Power, 2018, 46(6): 41-48(in Chinese).

[15] 王明富, 吴华华, 杨林华, 等. 电力市场环境下能源互联网发

展现状与展望[J]. 电力需求侧管理, 2020, 22(2): 1-7.
[16] 郑新业. 中国能源革命的缘起、目标与实现路径[R]. 中国人

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年度报告, 201502.
[17] 谢开，张显，张圣楠. 区块链技术在电力交易中的应用与

展望（微文）[R].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 20200728.
[18] 刘振亚. 建设我国能源互联网推进绿色低碳转型[N]. 中国能

源报, 20200728.
[19] 里夫金. 零边际成本社会[M]. 中信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08648026.
[20] 霍慧娟. 考虑虚拟电厂的电力系统多目标优化及政策模拟

[D]. 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18.
[21] 杨德昌, 赵肖余, 徐梓潇, 等. 区块链在能源互联网中应用

CSE
E  E

IC
 

 
 

    
    

  C
SE

E  E
IC



2020 年 9 月 刘梅 等：电网友好型资源参与能源互联网多边交易机制研究 　113

现状分析和前景展望[J].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2017, 37(13): 3664-
3671.

 YANG Dechang, ZHAO Xiaoyu, XU Zixiao, et al. Developing 
status and prospect analysis of blockchain in energy Internet[J]. 
Proceedings of the CSEE, 2017, 37(13): 3664-3671(in 
Chinese).

[22] 张沛, 房艳焱. 美国电力需求响应概述[J]. 电力需求侧管理, 
2012, 14(4): 1-6.

 ZHANG Pei, FANG Yanyan. Demand response in America[J]. 
Power Demand Side Management, 2012, 14(4): 1-6(in 
Chinese).

[23] 张桐. 基于区块链的能源调度交易与安全监管研究[D]. 北
京: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19.

[24] 龚钢军, 张桐, 魏沛芳, 等. 基于区块链的能源互联网智能交

易与协同调度体系研究[J].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2019, 39(5): 
1278-1289.

 GONG Gangjun, ZHANG Tong, WEI Peifang, et al. Research 
on intelligent trading and cooperative scheduling system of 
energy Internet based on blockchain[J]. Proceedings of the 

CSEE, 2019, 39(5): 1278-1289(in Chinese).
[25] 潘小辉, 王蓓蓓, 李扬. 国外需求响应技术及项目实践[J]. 电

力需求侧管理, 2013, 15(1): 58-62.
 PAN Xiaohui, WANG Beibei, LI Yang. Demand response 

technology abroad and its practice[J]. Power Demand Side 
Management, 2013, 15(1): 58-62(in Chinese).

[26] 许蔚. 考虑可中断负荷的备用辅助服务交易与定价问题研

究[D].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学, 2010.

作者简介：

刘梅（1971），女，高级工程师，

主要从事电力系统负荷预测、能源

互联网、电力现货市场等领域研究，

E-mail：lm@tsingsoft.com.cn。
高峰（1977），男，博士，高级工

程师，主要从事电力系统优化与运行、

电力市场、能源大数据、交易定价等。

通信作者，E-mail： 3393871@qq.com。

 刘梅

CSE
E  E

IC
 

 
 

    
    

  C
SE

E  E
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