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Shortage of fossil energy resources, intensifying 
environmental pressure and energy supply security are severe 
challenges of global energy development.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quire higher energy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ergy Internet represents 
a new starting point for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energy 
industry. We   briefly review the general energy development 
trends. Then we propose the energy Internet applic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key technologies,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energy industry needs, and analyze their supporting role for 
energy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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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能源发展面临化石能源资源紧缺、环境压力加

剧、能源供应安全严峻等挑战，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能源

提出了更高要求，能源互联网发展代表了能源行业创新发展

的新起点。通过文献分析回顾了能源发展宏观趋势，结合当

前经济社会和能源产业发展重大需求，提出能源互联网应用

技术创新的重点研究方向与关键技术，分析了各研究方向关

键技术的架构体系及其对能源互联网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

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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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前全球能源发展进入深度转型期，面临化石

能源资源紧缺、环境压力加剧、能源供应安全等严

峻挑战。在巴黎协定的框架下，全球主要国家和地

区都制定了相应的减排目标，建设以可再生能源为

主体的绿色、低碳、清洁的现代能源体系，成为中

国乃至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战略选择。全球能源的深

度转型对能源产业带来了重大影响，能源产业投资将

从化石燃料行业转向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和基础设

施领域。

能源互联网提出以来，众多学者从不同维度对能

源互联网概念、特征与内涵进行解读，对能源互联网

主要关键技术的分析研究也不断深入[1-4]。2019年，能

源互联网行业首本白皮书发布，成为中国能源互联网

发展的标志性事件[5]。

能源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对未来工业体系创新发

展起着基础性、先导性和引领性作用。能源互联网打

破了传统能源产业之间界限，最大程度地促进一、二

次能源类型的互通共济，同时在互联网理念深刻影响

下能源系统与信息系统深度融合，极大提高了能源全

系统综合效率。能源互联网科技创新需要面向未来能

源产业发展的重大需求，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本文首先回顾能源发展宏观趋势，在全球能源转

型趋势下能源产业将从传统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

源、能效提高和基础设施领域。进一步分析了能源互

联网提出以来能源产业发展的重大产业需求，指出多

种能源互通共济和能源数字化智能创新是能源互联网

发展两大支柱，催生能源与工业、交通、城市等领域

跨界融合。在此基础上，面向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能

源产业的重大需求，提出了能源互联网应用技术研究

的重点方向。

1	 全球能源发展趋势

工业革命以来化石能源大量开采使用在促进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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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当前人类面临着化石能

源资源紧缺、环境压力加剧等诸多挑战。全球化石能

源枯竭趋势加快，天然气、石油、煤炭等资源可开采

年限不足120年[6]；二氧化碳排放造成严峻气候变化压

力，各主要国家为落实巴黎协定均制定了温室气体减

排计划[7]。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已经对能源发展提出

了更高要求。

在此背景下，建设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绿色、

低碳、清洁的现代能源体系，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大

多数国家的战略选择。世界能源发展正在经历主体能

源由高碳向低碳的转变。REN21的报告表明，当前欧

洲已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先行地区，多个国家

在2018年已实现可再生能源在发电装机中占比超过

20%[8]。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报告表明，为实现巴黎协

定2050年减排目标，全球一次能源中可再生能源占比

将从2017年的34%提高至2050年的85%[9]。国际能源

署预测，到2040年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发电量将超过1
万GW，约为2018年的4倍[10]。

全球能源转型对全球能源产业发展带来了不可忽

视的重大影响。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报告预测，在大力

发展可再生能源的低碳发展路径下，全球能源系统至

2050年投资额将比传统路径多16%，达110万亿美元；

额外的投资将给全社会带来3-7倍的综合收益；投资

构成将从化石燃料行业转向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和

基础设施[11]。

2	 能源互联网下能源发展新特征

传统能源架构中，不同种类的能源之间界限分明

独立发展，无法达到总体能源效率最大化，且难以支

撑分布式波动性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利用。另一方

面，随着信息技术快速进步与互联网理念的不断深

化，传统能源系统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程度也

在不断提升。在此背景下“能源互联网”概念应运而

生[12]，提供了一种新型的能源体系构架。

能源互联网提出以来，众多学者从不同维度对

能源互联网概念、特征与内涵进行解读，能源互联

网成为能源行业学术研究的热点（如图 1），对能源

互联网主要关键技术的分析研究也不断深入。曾鸣

等[1]认为在能源互联网“源网荷储”协调优化的模式

下关键技术包括广域能源优化配置规划技术、多能

流互补控制技术、多能源计量监测及信息交互技术、

智能云端大数据分析处理技术。查亚兵等 [2]认为能

源互联网发展需要解决6项关键技术: 先进储能技术、

固态变压器技术、智能能量管理技术、智能故障管

理技术、可靠安全通信技术和系统规划分析技术。

马钊等[3]认为能源互联网是以电力系统为中心，智能

电网为骨干，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及其他前沿

信息通信技术为纽带，综合运用先进的电力电子技

术和智能管理技术，能够实现横向多源互补、纵向

源-网-荷-储协调的能源与信息高度融合的下一代能

源体系，其关键技术包括能源路由器、柔性输配电

技术、高效储能技术、智能化控制技术、远程监测

与诊断技术以及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在能源系统中

的应用等一系列关键技术。田世明等 [4]认为能源互

联网是以电力网为基础，利用可再生能源技术、智

能电网技术及互联网技术，融合电力网、天然气网、

氢能源网等多能源网及电气化交通网，形成多种能

源高效利用和多元主体参与的能源互联共享网络，

消纳高渗透率可再生清洁能源，并激活新的商业模

式，主要关键技术包括新能源发电技术、大容量远

距离输电技术、先进电力电子技术、先进储能技术、

先进信息技术、需求响应技术、微能源网技术，也

包括关键装备技术和标准化技术。

图 1 能源互联网主题文献发表年度趋势（来源：中国知网）

Fig. 1 Research Trend of “Energy Internet” (from CNKI)

能源互联网标志着能源行业创新发展进入了新

起点（如图 2），打破了传统能源产业之间界限，最

大程度地促进一、二次能源类型的互通共济；在互

联网理念深刻影响下能源系统与信息系统深度融合，

系统数字化和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同时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需求下，能源与工业、交通、城市等

重要领域加速跨界融合，催生了大量富有活力的新

产业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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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能源互联网标志着能源创新发展进入新起点
Fig. 2 Energy internet is the new starting point of energy 

development

2.1	 多种能源互通共济

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和随机性造成了电力系统可

再生能源消纳困难，发展多能源系统集成理论与方

法，是解决可再生能源消纳问题的有效途径。国内外

学者对多能源系统开展了详细的研究，包括建模、运

行、优化和风险评估等[13]。

国内外机构和政府在促进多能源系统集成方面开

展了各项工作。2014年成立了能源系统集成国际联合

研究会，目的是为了解决能源系统的协调与优化问题。

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于2008年成立了多能源系

统集成部门。中国于2017年启动首批“多能互补集成

优化示范工程”，建设终端功能一体化系统、风光水

火储多能互补系统等23个多能源互通共济项目[14]。

可见，能源互联网在传统能源发展上，更加注重

不同能源种类之间联通协调，实现多种能源互通共济

的全局最优效益。

2.2	 能源数字化智能创新

数字化与互联网技术是21世纪发展最快的技术之

一。其与能源系统的融合将推动能源系统向互联、智

能、高效、可靠和可持续方向发展，激发能源系统巨

大创新发展潜力。国内外学者在能源与信息技术融合

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在设备物联、系统优化、信

息传输共享技术、能源调配控制等方面描述了信息物

理融合的能源系统[15]。

能源系统数字化将推动能源与信息系统不断融

合，为能源产业的发展带来强劲动力。国际能源署统

计表明，电力系统的数字化投资额以每年超过20%的

速度快速增长，2016年全球数字电力投资额达470亿
美元约为全球天然气发电投资额的1.4倍[16]。另一方

面，以5G、数据中心、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对能源支撑提出新需求

的同时也催生智慧能源的新形态。赛迪智库预测[17]，

中国“新基建”将促进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到2025年
建成基本覆盖全国基站数目500万个，年度供能需求

约3000亿元；到 2022年全国将新增数据中心机架220
万台，新增投资1.5万亿元。

在能源互联网的发展中，能源系统与信息系统深

度耦合成为显著特征，信息化从局部性向整体性系统

性发展，数字化智能化特征不断加强，在提升整体运

行效率同时促进新业态诞生。

2.3	 “能源+X”跨界融合发展

能源对未来工业体系创新发展起着基础性、先导

性和引领性作用。能源与工业、交通、城市跨界融合

发展是能源系统的外延，催生出大量能源应用的新形

态与新业态。

能源支撑现代工业转型发展。德国的“工业4.0”
以及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等昭示着现代工业的范

式正在经历深刻变革，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

务型制造和分享经济等理念正在成为工业生产的主

流模式，“新四基”建设加深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18]。

改善能源供应结构，提高能源灵活性与利用效率，促

进工业转型发展，成为新一阶段能源与工业融合发展

的重要主题[19]。

绿色交通成为中国建设交通强国的重要特色。新

能源汽车成为国家重点扶持产业高速发展；轨道交

通、电动汽车充电桩列入“新基建”重点领域；港口

岸电设施建设加速布局，提升船舶港口环保水平[20]。

能源正在成为绿色交通体系建设的基础保障。

智慧能源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利用现代

化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实现城市运行中核心系统数字

化，从而实现对城市各项需求智能化反应，涉及基础

设施智能化、能源利用高效化、城市管理科学化、公

共服务精益化等多个方面 [21]。能源是城市运行的基

础，从智能管网、综合能源、需求响应、电动汽车等

方面，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能源互联网是能源创新发展的新起点。能源科技

创新需要面向未来能源互联网发展的重大需求，运用

新技术手段进一步提升可再生能源占比；提升多能融

合系统效率，实现高效集成与协同；提高能源系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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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水平，有效利用数据资产创造价值；促进能源跨

界融合发展，推动未来工业、绿色交通、智慧城市、

下一代通讯网络建设。

3	 能源互联网应用创新研究方向与关键技术

能源互联网是支撑能源革命的关键，其重点研究

方向架构应面向未来能源产业的重大需求，服务于构

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现代能源体系的总体

目标。遵循《国家能源互联网发展白皮书 2018》的

概念界定，能源互联网在纵向层面分为多能融合能源

网络技术、信息物理能源系统技术、创新能源运行技

术；横向层面分为能源生产与转换技术、能源传输技

术、能源消费技术、能源存储技术。在此框架下，结

合能源产业重大需求，能源互联网应用技术创新重点

研究方向包括面向系统物理层支撑需求的能源互联网

关键装备，面向信息层数字化智能化创新需求的智慧

能源系统，面向能源系统运行与创新应用保障需求的

能源互联网安全，以及面向“能源+X”跨界融合需求

的能源环境经济协同（如图 3）。

图 3 能源互联网应用创新重点研究方向架构
Fig. 3 Application innovation key research directions of energy 

internet

3.1	 能源环境经济协同发展

能源环境经济协同发展是能源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的必然趋势。能源环境经济是一个联动体系，能源发

展需要基于环境边界约束，同时服务于经济发展目

标。面向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能源发展

挑战和产业跨界融合趋势，研究能源-环境-经济协同

发展的宏观战略与产业政策，促进能源未来工业、绿

色交通、智慧城市、生态环境、下一代通讯等产业跨

界融合创新。

3.1.1	 能源战略

能源发展战略是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

要，对能源总体发展的谋划和设计，包括制订能源发

展的方针、原则、目标及重大措施[22]。能源发展战略

具有长期性、全局性、综合性的特点。

面向全球低碳发展能源转型和国家能源革命要

求，开展低碳发展战略、能源发展政策等方向研究，

推动能源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支撑能源政策制定。

3.1.2	 能源经济

能源经济是能源生产与再生产的经济关系。它包

括进行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与社会发生的关系，以

及与自然界发生的关系[22]。能源经济包括能源生产、

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全部经济活动。

能源经济研究需面向国家能源体制改革、综合性

能源市场发展等方面的需求，研究能源交易和运营优

化理论、能源市场互联网交易平台、能源市场负荷预

测等技术，支撑综合性能源市场建立，促进竞争性能

源市场良性发展。

3.1.3	 能源环境

能源资源是研究各种能量资源及其构成能源系统

的自然、技术和经济特性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

关系，以及开发、利用、管理中有关规律的一门综合

性学科[22]。

能源环境研究需面向能源产业绿色发展需求，开

展高环保能源材料循环利用、流域能源生态、能源与

大气环境等方向研究，促进能源全产业链循环经济发

展，支撑能源利用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

3.2	 能源互联网关键装备

能源互联网关键装备是能源互联网的物理基础和

重要支撑。面向能源互联网中的能源互联转化、物理

信息融合环节的重大产业技术需求，通过基础材料突

破、关键器件研发、系统集成、检测试验等形成关键

装备设计研发和提供成套解决方案能力。

《中国制造2025——能源装备实施方案》指出，

能源装备是能源技术的载体，是装备制造业的重要和

核心部分[23]。围绕确保能源安全供应、推动清洁能源

发展和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三个方面（技术攻关、

试验示范、推广应用）确定了15个领域的能源装备发

展任务。其中能源互联网关键装备是能源装备中的重

要领域，文中对能源互联网关键装备的定义包含多能

流能量交换与路由、储能、储气、可再生能源并网系

统等。广义能源互联网装备包括能源互联转化关键装

备和信息物理融合关键装备。

3.2.1	 能源互联转化关键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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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互联转化关键装备是实现单一能源系统内互

联和不同能源系统间互通转化的关键装备。面向能源

互联网中的能源互联转化需求，实现交直流混合电网

关键装备成套技术、新型燃料电池技术、储能系统关

键技术等方面突破。实现综合能源系统能源互联高效

转化，提升装备可靠性、提升系统效率。

未来交直流混合电网中高比例电力电子器件是典

型特征之一。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人们提出了

电子变压器、智能变压器、电力电子变压器、能量路

由器和电能交换器等关键器件装备的概念[24-25]，部分

原型样机和产品在重大示范工程中成功应用[26]。中国

电器工业协会报告，电力电子产业现在及未来相当长

时间都将处于高速发展期，电力电子技术是能源领域

的基础和关键技术。

燃料电池装备和储能装备也是中国制造2025能源

装备的重点领域[23]。在燃料电池领域，需突破质子交

换膜燃料电池系统（PEMFC）和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

系统（SOFC）关键技术。在储能装备领域，需突破

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能、高温超导储能、大容量超

级电容储能、液流电池储能、100MW钛酸锂电池储能

等储能设备。

3.2.2	 信息物理融合关键装备

面向能源系统与信息系统深度融合需求，研究先

进传感技术、基于物联网的边缘计算技术、能源网络

通讯等技术，提升能源系统数字化程度，加速能源系

统与信息系统融合。

能源互联网对通信能力需求包括多样信息采集和

灵活的网络接入、高速可靠的网络传输能力和海量信

息存储、高效数据处理和规范业务处理、智能数据分

析和决策等方面[27]。其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的基本架构

如图4[27]。

图 4 能源互联网信息通信技术体系架构
Fig. 4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rchitecture of energy internet

3.3	 智慧能源系统

智慧能源系统是能源互联网的中枢与应用核心。

面向能源系统数字化智能创新需求，建立数字孪生的

能源系统，通过多能耦合系统调控提升全系统效率，

运用能源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能源区块链等技术深度

挖掘数据资源价值。

3.3.1	 能源系统数字孪生

数字孪生是融合物联网技术、通信技术、大数据

分析技术和高性能计算技术的先进仿真分析，为现实

世界的活动提供优化和洞察。能源互联网数字孪生[29]

是充分利用能源互联网的物理模型、先进计量基础设

施的在线量测数据、能源互联网的历史运行数据，并

集成电气、流体、热力、计算机、通信、气候、经济

等多学科知识，进行的多物理量、多时空尺度、多概

率的仿真过程，通过在虚拟空间中完成对能源互联网

的映射，反映能源互联网的全生命周期过程。

数字孪生技术为能源系统建立了数字空间中同步

运行的孪生映射，反映了能源互联网规划、设计、调

度、运维、检修等全生命周期过程，为能源互联网提

供系统级底层支撑作用。德勤发布的《技术趋势2020
报告》将数字孪生列为未来可能引发颠覆性变革的关

键新兴技术趋势之一[28]。Markets and Markets的最新

研究表明，对数字孪生技术的探索已经展开：2019年
数字孪生市场的价值为38亿美元，预计2025年将增至

358亿美元。

能源系统数字孪生是智慧能源系统的核心。研究

数字孪生体系架构、多能系统建模及混合仿真等技

术，建立能源系统数字空间的多层次实时模型，准确

把握能源系统整体-局部的信息关联。

3.3.2	 多能耦合系统调控

多能耦合系统是能源互联网的基本形态，是实现

能源优化以及系统稳定运行的关键技术[30]。从市场角

度看，综合能源服务市场当前处于发展初期，孕育着

巨大的市场潜力空间。经测算，近期是千亿级市场，

远期是万亿级市场[31]。

面向综合能源市场需求，研究综合能源系统建

模、综合能源系统协同优化、综合能源系统供能可靠

性、综合能源系统控制设备等，综合能源系统规划、

多能流的智慧调控等技术，实现多能耦合系统智慧运

行，提升系统运行效率。

3.3.3	 能源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能源系统中信息物理融合设备、传感器件和物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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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大规模应用，为能源系统提供了海量的数据资

源，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挖掘数据资源创造价

值是未来的必然方向，具有广阔前景。CB Insights报
告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在能源存储、智能电网、故障管

理、油气勘探、终端能源消费方面已经有众多应用案

例[32]。

面向基于多元异构能源大数据的分析决策等能源

数字化时代的重要需求，研究能源大数据平台构建技

术、能源大数据分析技术、人工智能调度和运检等技

术，解决能源大数据分析难题，挖掘数据资源价值。

电力系统与能源系统和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关系架

构见图4 [33]。

图 5 电力、综合能源系统与大数据、人工智能关系
Fig. 5  Framework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ower,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s and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能源互联网大数据技术主要包括大数据处理平台

和大数据分析算法两个方面。大数据处理平台包含云

计算平台、分布/并行计算、流数据处理、内存计算、

数据可视化技术等；大数据分析算法包括分布式数据

挖掘、深度学习方法、超大规模神经网络等算法[34]。

人工智能技术包括计算智能、感知智能和认知智

能三个层次，着重在模糊逻辑、专家系统、机器学习

等多类技术中发展。在能源系统的发电及负荷预测、

综合能源系统规划、系统优化运行及稳定控制、系统

故障诊断方面有广泛应用前景[33-35]。

3.3.4	 能源区块链

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透明化、合作执行自

动化和可追溯性等特点，在未来能源市场中具有广泛

的应用潜力。其典型应用包括碳排放权认证、信息物

理系统安全、虚拟发电资源交易、去中心化的多能源

系统协同等方面[36]。

面向众多能源生产消费主体的分散化能源交易需

求，研究基于区块链的多种用能主体数据共享、去中

心化能源智能交易等技术，构建去中心化能源信息存

储与交易体系，提升市场信息对称性和透明度。

3.4	 能源互联网安全

能源互联网安全是能源互联网发展的根本保障。

能源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本保障，安全始终是能源发

展的不可逾越的底线。需建立一套适应发展要求的安

全理论与实践体系，保障系统、枢纽、信息及新技术

应用安全。

3.4.1	 能源系统安全

能源系统是未来数字化多能耦合的复杂系统，其

系统安全问题与传统单一能源系统安全相比，呈现维

度更广程度更复杂的特征。目前对于多能耦合的综合

能源系统安全的研究主要围绕天然气与电力耦合的

气-电综合能源系统，针对气-电综合能源系统的安全

风险，对系统状态估计、安全评估、可靠性分析及韧

性分析等安全问题展开研究[37]。

面向未来多能耦合能源系统的安全管控需求，研

究多能源系统安全计算方法和评估准则、多能源系统

的控制保护技术等，有效防范多能融合的综合性能

源系统运行风险，保障综合性能源系统的安全稳定

运行。

3.4.2	 能源枢纽安全

能源枢纽是能源系统中重要的生产、转换、存

储、传输和应用的节点，枢纽安全对全系统安全起到

重要的支撑作用。

面向能源系统局部枢纽安全风险，研究能源供应

枢纽智能巡检与评价、能源管网安全智能巡检与评

价、变电站关键设备在线监测及运行维护等技术，保

障能源系统源网荷储各环节重大枢纽安全。

3.4.3	 能源信息安全

能源互联网的发展使能源系统与信息系统的交

互机理日益复杂，使能源网络面临更多潜在的安全问

题[38]。2015年乌克兰大停电事件被认为是第一次网络

攻击造成的大停电事件，为能源系统信息安全防护敲

响了警钟[39]。

面向能源互联网的大规模信息汇集带来的信息安

全问题，开展数据安全加密技术、能源数据存储安全

技术、能源网络安全技术等方面研究，提升信息物理

融合能源系统的信息安全防控与保障能力。

3.4.4	 新技术应用安全

能源互联网新技术应用需突破安全问题的制约。

以储能产业为例，安全问题已成为现今储能产业发展

的瓶颈问题，面临安全事故频发、安全标准建设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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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等问题[40]，亟需开展系统性安全技术研究和标准制

定，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面向新技术推广应用的潜在安全问题，研究储能

电站电池安全防护、氢能利用安全防护等技术，破解

新技术应用的安全制约，促进新技术产业推广。

4	 结语

在能源发展面临资源环境严峻挑战的宏观背景

下，能源互联网的提出标志着能源创新发展的新起

点。面向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产业的重大需求，

本文提出了能源互联网应用技术研究的重点方向，能

源环境经济协同发展是能源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趋势；能源互联网关键装备是能源互联网的物理基础

和重要支撑；智慧能源系统是能源互联网的中枢与应

用核心；能源互联网安全是能源互联网发展的根本保

障。此外对重点研究方向的框架和关键技术也给出了

本文的思考，以期能为能源互联网产业发展提供创新

动力并为未来学者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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