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hysical carrier of energy internet, 
regional energy interne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regional clean energy consumption level, comprehensive energy 
efficiency level and energy security level. Starting from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energy interne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boundary and system framework 
of regional energy internet. By combing the construction 
cases of regional energy interne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ypical experie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regional energy internet 
construction, such as provincial level, city level, terminal level, 
etc., expounds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regional energy internet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puts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scheme 
of regional energy internet, forms diversified solutions at macro 
level.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plann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energy internet under the complicated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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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域能源互联网作为能源互联网的重要物理载体，

对提高区域内的清洁能源消纳水平、综合能效水平、能源安

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从区域能源互联网的内涵与特征出

发，总结了区域能源互联网的边界与体系框架。通过梳理区

域能源互联网建设案例，总结了省级、城市级、终端级等不

同类型区域能源互联网建设的典型经验，多维度阐述了区域

能源互联网的发展模式，提出区域能源互联网的构建方案，

形成宏观层次的多元化解决方案，为纷繁复杂形势下区域能

源互联网的规划、设计、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能源互联网；能源变革；区域

0	 引言

能源互联网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生事物，国家、

学术界、能源企业对其内涵和功能形态的认知自

能源互联网的概念出现之始就在不断丰富和完善。

2016年2月，发改委、能源局、工信部联合发布《关

于推进“互联网+”智慧能源发展的指导意见》，阐

述了能源互联网建设的基本路线图，提出“能源互

联网是一种互联网与能源生产、传输、存储、消费

以及能源市场深度融合的能源产业发展新形态，具

有设备智能、多能协同、信息对称、供需分散、系

统扁平、交易开放等主要特征”。2020年6月，国家

电网公司发布《国家电网战略目标深化研究报告》，

提出“能源互联网是以电为中心，以坚强智能电网

为基础平台，将先进信息通信技术、控制技术与先

进能源技术深度融合应用，支撑能源电力清洁低碳

转型和多元主体灵活便捷接入，具有清洁低碳、安

全可靠、泛在互联、高效互动、智能开放等特征的

智慧能源系统”。

国家层面站在整个能源行业的角度对能源互联

网的特征进行阐述，其定义侧重产业属性，建设重

点侧重能源生产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多能协同综合

能源网络建设、能源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深度融合等

方面；而国家电网作为一个大型的能源互联网企业，

继承了国家层面对能源互联网的发展要求，并结合

企业自身实际，描述了电网企业如何参与能源互联

网的建设，如何服务国家层面能源互联网对电网企

业的要求，侧重能源互联网的功能属性。

能源互联网是一个整体性、包容性的概念，具有

丰富的内涵与外延。而在能源互联网建设的具体实现

过程中，由于其建设主体关注角度的不同，能源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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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将从概念层面落实到实体层面。区域能源互联网作

为能源互联网的重要物理载体，对提高区域内的整体

能效水平、新能源消纳水平、能源安全水平具有重要

意义。本文按照功能单元的不同从多个维度阐述了区

域能源互联网的内涵、分类，提出差异化区域能源互

联网的构建方案，形成能源战略宏观层次的整体解决

方案思路，为纷繁复杂形势下能源互联网战略、规划、

政策的科学制定、有序实施、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1	 区域能源互联网的概念框架

当前，不同研究主体对各层级能源互联网的研

究呈现多元化态势，对于“区域”一词的理解也各

不相同。例如，文献[1]将能源互联网按照规模分为

由综合能源生产基地、区域能源传输网络、综合能

源负荷中心等构成的区域能源互联网（大区级或省

级），由综合能源生产场站、“电/气/热/冷”能源消

费园区、城市能源输配系统等构成的城市能源互联

网以及由分布式能源生产设备、综合能源消费用户、

多能源传输微网等构成的终端能源互联网三种类型；

文献[2]提出区域能源互联网是以省为实体，以智能

电网为基础，具备多重能源高效消纳功能，将区域

内部电、气、热能源网络生产、传输、存储、消费

综合有机互联的能源综合网络；文献[3]认为区域能

源互联网区别于广域能源互联网，是大电网与用户

侧交互的一种形式，更注重于用户服务体验，具有

多种能源融合和能源信息融合两种表现形式；文献

[4-5]定义区域能源互联网是一种利用多能互补和智

慧能源技术为多个建筑物提供冷、热、电的区域级

综合能源系统，其技术架构包括多能互补的能源系

统和泛在互联的物联网平台。文献[6]提出现阶段能

源互联网的总体架构可以分为终端能源互联网、区

域能源互联网、广域能源互联网3 个层次，其中区

域能源互联网适合城市园区、新区、城镇示范区等。

文献[7]详细描述了太原区域能源互联网的建设实践，

从多能源系统规划与运行、基于多能源系统的综合

需求响应策略设计、区域能源互联网运营与商业模

式等角度总结了太原区域能源互联网建设的关键问

题和技术路线。

综上所述，尽管不同的学者对能源互联网的理

解各有侧重，但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层次：全球能

源互联网的研究对象为洲际、国家之间的能源优化

配置，依托特高压等关键技术，提出全球电网骨干

网架、各大洲能源互联网构建思路和关键措施，形

成全球能源互联网整体方案；省级区域能源互联网

旨在通过能源互联网建设，提高区域能源流交换和

保障供应能力，实现省际之间、省内各区域之间的

能源大范围配置，助力本省的能源安全供应与可靠

运行，优化能源生产与消费结构，降低单位GDP能

耗，促进大规模清洁能源消纳；城市级区域能源互

联网重点通过打造服务于智慧城市建设的新型能源

基础设施群，探索能源设施与信息通信、交通等各

类其他基础设施的融合发展路径，支撑多元用能设

施即插即用，提高能源综合利用效率，为用户提供

灵活多样的定制化服务；终端区域能源互联网的核

心在于利用分布式能源、多能互补、节能改造等相

关技术，以园区、楼宇等为主体，以提高用能效率

与降低用能成本为主要目标，建设小范围的能源生

产与消费融合网络。

本文定义的“区域”是一类集合的统称，泛指在

地理上具有行政、组织、产权、功能等方面的相似性
[8]，可将其内部的能源生产、传输、消费等环节进行

统一考量的地区。区域能源互联网是能源互联网的

具体实现形式（如图1所示），以省、市、镇、园区、

楼宇等功能单元为实体，打破能源系统各环节的交

互壁垒，实现横向冷、热、电、气多能互补，纵向

源、网、荷、储时空互济，促进区域内能源高质量

发展。本文将从电网企业建设区域能源互联网的角

度出发，对省级区域能源互联网、城市级区域能源

互联网、终端区域能源互联网进行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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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区域能源互联网整体框架结构
Fig. 1 Overall framework of regional energy Internet

2	 省级区域能源互联网

我国幅员辽阔，地形气候条件复杂，经济社会发

展阶段各异，能源禀赋、产业分布、政策约束具有明

显的地方特色。面对丰富多样的能源需求，不同省份

在能源互联网建设实践中面临着复杂多样而又具体的

问题。各个省份需要通过科学系统的决策分析方法，

因地制宜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能源互联网建设内涵表

述，在纷繁复杂的能源技术、商业模式、运营管理

模式中创新探索多元化的发展路径，进一步诠释和

丰富能源互联网内涵，明晰省级区域能源互联网发

展中“变和不变”、“共性和个性”等关键问题，为

符合当地省情、能情、网情的能源互联网建设奠定

基础。

2.1 省级区域能源互联网的共性基础

省级区域能源互联网的整体框架承接国家电网战

略，可分为能源网架、信息支撑、价值创造三大体

系，如图2所示。能源网架体系是以电为中心，以坚

强智能电网为基础平台的能源侧基础设施，覆盖包含

能源生产与转换、传输与存储、利用与消费等全流

程、全环节，支撑各类能源、多元负荷的即插即用、

双向互动与灵活转换，贯穿能源生产、转换、储运、

消费等全流程，是实现能源互联网各类功能的物质基

础；信息支撑体系有效整合信息通信和能源系统的基

础设施资源，打破能源流、数据流、业务流的交互壁

垒，实现能源互联网的全面运行状态感知、安全态势

量化评估、广域智能协同控制、全域自然人机交互，

是能源互联网的神经中枢；价值创造体系是指面向能

源生产商、服务商、消费者等主体开展的业务活动与

价值行为，打造开放共享、合作共赢的能源互联网服

务生态圈。

图 2 省级区域能源互联网架构
Fig. 2 Architecture of provincial regional energy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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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能源互联网是能源供应侧与需求侧的联接物

理通道，是推动能源互联网相关战略落地的关键。省

级区域能源互联网的建设重点是依托全省供需实际，

统筹考虑省级层面的省内能源开发、区外能源引入、

能源结构优化、主干网架建设、城市间资源优化配置

以及省级数据平台部署、业务开发等重点建设内容，

提高生产侧清洁化程度、消费侧电气化水平以及各环

节的利用效率、配置能力和服务水平，保障省级区域

能源互联网的整体发展目标顺利实现。

2.2 省级区域能源互联网的差异化发展路径

不同省份在建设区域能源互联网时，除了上述架

构与功能方面的共性特征，还面临着技术发展判断、

运营模式创新、成效评估体系构建等一系列差异性

路径选择。各省能源资源各展其优，通过能源资源

的优化配置与互联互补，充分发挥个体优势与互补

功能，形成全系统优化提升[6]。关于省级区域能源互

联网的分类方法有多种方式、多个维度，例如，按

照区域能源禀赋特征以及区域定位侧重将省级区域

能源互联网分为送端区域能源互联网与受端区域能

源互联网。

送端区域拥有得天独厚的清洁能源或传统能源优

势，但本地负荷需求较小，如新疆、青海、甘肃、宁

夏、云贵、内蒙、山西等地。该类地区的区域能源互

联网建设侧重解决负荷、电量增长与电网装机增长不

匹配，新能源消纳和开发困难等矛盾，通过重点研究特

高压、大规模新能源并网控制、高精度功率预测、电源

侧储能等技术，形成经济可靠的电源汇集送出及电网补

强方案，实现本地能源大规模并网与灵活高效互动。

受端区域以工业或服务业为主要负荷，本地能源

生产无法满足消费需求，需要从区外送入能源，主要

位于我国的中东部地区，如江苏、浙江、山东等地。

此类区域在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能源供应的稳定性与

清洁性、社会综合能效的提升以及用能成本的下降。

因此，受端区域能源互联网在技术上侧重区外能源馈

入的稳定分析与潮流控制、源网荷储的协同控制、多

目标能源互联网综合经济性优化、多能源协同规划

等，业务上偏向综合能源服务、数据增值、共享能源

基础设施等新兴业务与商业模式探索。

3	 城市级区域能源互联网

从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等维度来看，不同的

城市由于其差异化的特点应选取不同的城市能源互联

网建设路径[9-11]。对于能源富集的城市，其能源互联

网的建设侧重“能源”，而对于能源资源匮乏的城市，

其能源互联网的建设可侧重“互联”，包括能源与能

源的互联、能源与信息的互联、能源产业上下游的互

联等。本节从单一维度对城市的某个突出特征对城市

进行分类，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城市或同时具备多

个特征，其能源互联网的建设路径应结合城市的实际

定位与自身特点进行详细的论证与研究，进而探索出

符合实际、别具一格的特色发展道路。

3.1 综合型城市

综合型城市，例如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

是一定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及枢纽，具有极强

的区域战略先导优势、地理优势、交通优势、人才优

势，其发展模式主要依托其科教智力资源与创新优

势，强化科技赋能，打造产业创新中心及高端制造基

地与数字经济创新中心。

因此，对于综合型城市能源互联网建设，应深度

融合能源技术与信息通信技术，探索能源互联网新兴

业务，优化营商环境，将城市的各类优势充分转变为

能源产业的创新优势，将人流、物流、商品流、信息

流、能源流、资金流转化为数据流、价值流，跨界带

动新旧动能转换，通过应用“大云物移智链”等技

术，深度挖掘宏观经济、能源禀赋、电网运行、电

力用户等关联数据的潜在价值，为社会提供用能评

估、生产评估、征信评估、环保评价、城乡协同发展

指数等服务，构建开放融合的能源服务支撑体系。例

如，杭州提出建设城市大脑，围绕城市智慧管理、服

务社会民生和产业能效新生态等方面开展多场景应用

定制，以电力大数据为核心，推出独居老人、低碳

入住、假日出行服务等多种智慧型业务，打造“平台

+生态”的能源互联网服务生态圈；广州作为能源供

应依存度高、自给率低、负荷密集的特大型城市，充

分调动能源互联网生态圈内的存量资源，盘活闲散资

产，创新推动通信、IT、金融等产业与能源行业的融

合发展，探索基于灵活资源的城市能源互联网发展模

式，开展基于闲散储能开展配电网调峰调频服务、基

于多元工业用户互动的需求侧响应服务以及基于智能

家居和智能楼宇的柔性负荷管理服务等业态模式[12]。

3.2 工业型城市

工业型城市，例如苏州、唐山、哈尔滨等，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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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模式主要通过依托城市自身的自然资源或工业基

础，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促进整个城市

经济的发展。其能源消费结构一般以化石能源为主，

能耗总量与强度较高，在环保、碳排放等方面承担了

较多的压力。同时由于资源紧张，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受到城市空间资源制约。然而传统的由工业革命推动

的城市发展道路始终伴随着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

的问题，需深入探索基于碳减排的新型城市低碳发展

模式。

因此，对于工业型城市，应充分发挥能源互联

网的资源配置作用，针对本地钢铁、化工等高耗能

企业与用户，推进用能需求分析及定制化服务，开

展企业产品单耗、系统综合能耗、产品能源成本能

效分析等业务，采用多能互补、节能改造、能量梯

级利用等技术手段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处理好工业

结构升级与技术更新换代，服务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增强工业型城市发展模式的后继发展动力。例如，

苏州作为一个典型的工业型城市，以同里新能源小

镇为试点，通过编制温室气体清单、排查地区温室

气体排放水平及组成结构等方法，寻找城镇减排的

切入点，因地制宜地制定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严

格限制本地高耗能高排放产业扩张、加快淘汰落后

产能等具体举措[13]。

3.3 产业型城市

 产业新城是集城乡一体、产城融合、宜居宜业

为一体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该发展模式以工业园

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产业综合体等特

定地域为先导，通过“以产兴城、以城带产”，打造

新型产业集群，进而实现“产城共融、城乡统筹、共

同发展”。

对于产业新城，应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将能源

规划深度融入城市规划、空间规划、产业规划，衔

接平衡各类能源发展目标，实现能源资源的优化配

置和合理利用。同时从源头预留规划站址和通道路

径，并将规划成果在城市规划中固化落实，随市政

道路同步建设供电、供能管网，实现能源发展与新

区发展同频共振，以能源高质量发展引领新区产业

高质量发展。

3.4 资源型城市

资源型城市，集中在西部、北部以及沿海地区，

具有丰富的煤、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资源或风能、

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但本地消纳能力有限，需要通过

各类能源通道将过剩能源资源外送。

对于资源型城市，充分发挥当地资源禀赋优势，

一方面应通过生产力提升将资源优势转换为产业优

势、创新优势，有效融合产业结构优化与能源结构升

级，加快产业链向中下游延伸，促进价值链从低端向

高端攀升，增强本地资源消纳能力，打造资源型产业

创新中心以及资源要素配置中心；另一方面应加强外

送通道建设，探索风光电储多能并举的绿色能源供应

模式，为周边城市能源发展提供支撑。例如，张家口

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绿色低碳冬奥会等区位机遇，

依托其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探索以可再生能源稳

定送出为特色的城市能源互联网发展新模式。

4	 终端区域能源互联网

终端区域能源互联网是能源互联网建设的主战

场，当前国家以及各地的示范项目大多集中于产业园

区、商务园区、商业综合体、数据中心、智能楼宇、

智慧小区、智能家居等领域，是能源互联网的终端形

态。正是由这些多元丰富的区域能源互联网终端要

素，与长距离能源输送通道、大规模能源生产基地等

物理网络，各类感知、控制、调度系统以及不同类型

的应用实践、商业模式一起，共同构成了能源互联网

的呈现形式。

终端区域能源互联网重点通过整合冷、热、电、

气等能源的生产、传输、转换、存储等环节与用户的

灵活交互，增强能源之间的耦合与互补，平抑高渗透

率可再生能源引起的波动，提高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

和用户的用能品质；挖掘低品位能源对高品位能源的

替代作用，实现多品质能源的阶梯性利用，降低多能

用户的综合用能成本；同时通过智能化能源管理方

式，提升能源全环节、全流程管理水平，进而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降低综合用能成本。

终端区域能源互联网的业务发展呈现多元化发展

趋势，具体可分为传统业务转型及新兴业务拓展两

大类。

1）传统业务转型。

最典型的传统业务转型即从传统的供电业务向综

合能源供应转型[14-15]。通过综合分析终端区域用能需

求，以能源禀赋、政策机制、市场价格等因素为边

界，构建目标最优的供需平衡策略，通过建设冷热电

三联供电厂、分布式能源站、地源热泵、水源或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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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热泵、工业余热回收、储能、充电站等措施引导并

不断优化能源网络布局，为用户提供经济、可靠的能

源供应。

2）新兴业务拓展。

依托“大云物移智链”等先进技术，深度融合

“互联网+”、“智能+”、“共享经济”等新业态，开展

个性化的能源增值业务。如依托电力大数据为园区、

楼宇用户提供电力征信、用能分析、能效管理等服

务，实现用户用能行为数据、用能数据可视化以及用

能服务定制化；通过合同能源管理[16]、智慧运维承包

等新型服务方式，为用户提供一站式能源服务；终端

区域中可调节负荷通过参与辅助服务、现货交易提升

用户综合能效等。

5	 结论

综上所述，区域能源互联网建设模式没有一成不

变的模板，省、市、终端等不同层级的区域能源互

联网建设侧重点不同，而同一层级、不同类型的区

域能源互联网发展路径同样各具特色。在对不同类

型的区域能源互联网进行规划设计时，应首先明确

其建设目标，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趋势、产业

结构、能源禀赋、能源结构、能源效率等现状数据

明晰发展问题，再根据建设目标与现状之间的差距，

分析能源供需平衡，设计绿色、安全、高效、经济

等多目标体系的优化策略，最终得出具体的建设路径

与建设举措。

随着能源互联网的持续发展演进，其规模将不

断扩大，形态特征也将越来越丰富，能源互联网的

发展模式也将逐渐区别于电网的发展模式，电网的

规划边界条件将成为能源互联网的规划内容；能源

互联网的发展除考虑各级电网之间的衔接外，更多

要考虑电网与其他能源网络、能源网络与信息网络、

交通网络、价值链、政策体系之间的衔接；能源互

联网的建设目标也将站在整个社会系统的角度，综

合考虑清洁能源消纳、社会综合能效、用能成本等

能源宏观指标。因此，在未来的多元化区域能源互

联网场景下，需要探索更科学、更全面的区域能源

互联网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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