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After eleven years of rapid development, the smart 
grid now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typical cyber physical 
system (CPS). The continuous integration of cyber attributes and 
physical attributes has also greatly improved the safety, stability 
and intelligence of the smart grid. Energy Interconnect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energy complementarity, 
interconnection of everything, interaction between virtual and 
real, and further introduces social attributes on the basis of 
smart grid cyber physical system, such as: Internet of Things, 
transactions, government, users and other uniqu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se are not factors to avoid and not ignore.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o build a model based on the cyber physical 
social system (CPSS) for analysis and research. By abstracting 
the plants, stations, and transmission lines in the Energy 
Interconnection into a single network element, cyber attributes, 
physical attributes, and social attributes are used. Define these 
network elements and rebuild the network frame based on the 
system, analyze the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information 
flow, energy flow and value flow macroscopically, study the 
interaction frequency of network elements and the coupling 
strength of attributes. The research ideas of the two dimensions 
of cyber and physical attributes are extended to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cyber, physical, and social attributes, to more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comprehens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ergy Interconnection, give a more intuitive display of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each network element, and discover 
the weak links and put forward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which better solve the limitations of CPS analysis and research. 
This research direction is in line with the idea of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leading energy interconne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analyzed based on the three main attributes 
of cyber, physical, and social, and fully displays the multi-
dimensional panorama of the energy interconnection.

Keywords: smart grid; energy interconnection; cyber physical 
social system; modeling

摘  要：智能电网在经历快速发展十一年后，目前已经具备

典型的信息物理系统（cyber physical system，CPS）特性,信
息属性与物理属性不断融合也大幅提升了智能电网的安全稳

定性和智能化水平。能源互联网具备多能互补、万物互联、

虚实交互等特点，在智能电网信息物理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

引入社会要素，如：物联网、交易、政府、用户等特有影响

因素，这些是研究能源互联网不可回避和不能忽视的因素。

因此，本文提出了基于信息物理社会系统（cyber physical 
social system，CPSS）建立模型进行分析研究，通过把能源

互联网中的厂、站、线抽象成单个网元，用信息属性、物理

属性、社会属性定义这些网元并重新构建基于该系统的网

架，宏观分析网络信息流、能源流、价值流的流向特点，研

究网元交互频度和网络耦合强度，把以物理、信息属性两个

维度的研究思路拓展到信息、物理、社会属性的三个维度

上，更全面评估能源互联网的综合特性，对各网元功能定位

给出更直观的展现，从中发现系统网络中的薄弱环节并提出

优化建议，较好的解决了从CPS角度分析研究的局限性。本

研究方向契合建设中国特色国际领先能源互联网的思路，基

于信息、物理、社会这三个主要属性进行分析，充分的展现

能源互联网的多维全景。

关键词：智能电网；能源互联网；信息物理社会系统；建模

0	 引言

建设能源互联网和构建综合能源系统是能源改革

的支撑。能源互联网将前沿的信息通信技术与传统能

源电力技术、能源路由器技术、电力电子技术等进行

融合，结合综合能源服务，协同供给侧资源与需求侧

响应，实现提高能源电力运行效率、消除能源交易的

边际效益、提高能源互联互通利用效率的目标[1]。这

个特点让能源互联网具有能源电力物理要素、业务信

息要素和社会价值要素的多重属性，而目前的研究方

法主要集中在对能源电力要素的分析研究，或对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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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和信息要素融合的研究，难以全面体现能源互联

网的丰富内涵和多维特征。 
从中国特色能源互联网的建设目标来看，若仍采

用智能电网的视角来研究能源互联网，难以全面的描

述和反映其特征。因此，可通过在融合信息空间和物

理空间的智能电网基础上引入人和社会空间，综合考

虑信息物理社会多种要素对系统的影响，从简化网络

拓扑和丰富网元内涵的角度，对能源互联网的建模进

行研究。 

1	 能源互联网概述

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已成为备受世界各国关 注
的重大挑战。2015年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

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2017年习近平在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提出“要抓住新一轮能源结构调整和

能源技术变革趋势，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实现绿色

低碳发展”[2]。

2014年国家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推进能源生产

领域、消费领域、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的能源革命，

顺应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能源结构转型和消费模式转

变的新形势。2019年国家提出将数据信息作为重要生

产要素，引领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数字革命，

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注入取之不竭的新动能。能源革

命和数字革命的融合发展，是新一轮能源电力行业变

革的重要发展趋势，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能源行业

发展的必然要求。

能源互联网是以能源为主体，以电力为核心，通

过互联网手段来实现。能源互联网推动传统智能电网

向能源互联互通、共享互济的转型升级，通过新一代

信息技术，实现“源网荷储”协调互动，促进新业态

和新模式能源生态。能源互联网带动电网企业、能源

企业、设备制造商、用户、信息通信服务商、政府部

门等各个环节上下游协同发展，提高能源服务水平和

能源利用效率，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可靠，完善市场机

制，促进社会经济效益的稳步提升。

2	 信息物理社会系统（CPSS）	

2.1  国内外发展情况

信息物理系统（cyber physical system，CPS）最

早由美国国家航天局（NASA）于1992年提出，2006

年召开的国际上第一次关于信息物理系统的研讨会对

系统进行了详细描述。德国则突出CPS在制造业和嵌

入式领域的应用。欧盟将CPS作为智能系统的一个重

要发展方向，重点关注CPS的战略分析和理论研究。

日韩等国作为后发的发达国家，紧跟CPS的技术研发

和应用[3]。

我国很早就开展了类似的研究，2010年科技部

启动了863计划“面向信息-物理融合的系统平台”等

项目。2016年国家提出了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

发展的要求，其中在强化融合发展基础支撑中对CPS
发展提出进一步要求。同年，成立信息物理系统发

展论坛，研究CPS发展战略、技术和标准，并在工

业和信息化部的支持下，开展了CPS共性关键技术

测试验证平台建设与应用推广等项目的研究[4]。2020
年6月国家提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

要求。

基于CPS的特点，国内学者在不同行业开展了研

究。文献[5]提出电力CPS的构架及其实现技术，从建

模方法、安全和可靠性、系统设计与规划、运行调度

等方面分析了面临的挑战；文献[6]提出了信息通信技

术与传统行业不断融合的能源互联网下基于CPS的应

用和关键技术；文献[7]基于CPS针对生产系统的社会

化演进，建立了信息物理生产系统模型；文献[8]提出

了一种基于CPS的大规模车辆协同调度及并合方案，

进行聚类分析，优化交通调度策略。

基于CPS视角的复杂系统从物理空间和信息空间

要素分析研究问题，但缺少从人与社会要素的充分研

究，而人因等社会复杂性要素在复杂系统中起到了不

能忽视甚至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因此，中国学者在国

际上率先提出向全要素综合集成和深度智慧方向不断

进化的信息物理社会系统[9]。

信息物理社会系统（c y b e r  p h y s i c a l  s o c i a l 
system，CPSS）是由信息系统、物理系统、社会系

统深度融合而成系统的系统（system of systems，
SoS） [10]。CPSS是在CPS基础上，将人和社会要

素纳入到研究范围，通过对信息空间、物理空间

和社会空间耦合的复杂网络和复杂系统进行统一

研究[11-13]。

2.2  能源互联网下的信息物理社会系统

在能源互联网的开放生态下，人与社会行为本质

上是泛在融入进了能源生产、输送、存储、分配和消

费的各个环节，若以目前智能电网相对封闭生态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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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S视角去研究能源互联网难免会有一定的局限性，

综合分析信息、物理、社会深度融合的系统更符合能

源互联网要求。因此，将社会系统纳入到研究范围显

得尤为必要。

基于CPSS对能源互联网进行全面研究，符合我

国能源电力现状和发展规划要求，高度契合国内提

出的建设国际领先中国特色能源互联网的战略。将

社会空间引入进系统，将其作为系统的重要构成之

一，不仅体现了中国特色能源互联网的特点，也与

人和社会因素在能源互联网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相匹

配[14-20]。

能源互联网是能源电力网络、信息通信网络和社

会感知网络相互依存网络，是网络的网络（network of 
networks，NoN）[21-26]，是反映信息物理社会三层空间

的依存耦合关系的复杂网络，网络具有丰富的内涵和

要素。同时，复杂的融合系统环境带来更多的安全风

险，基于CPSS的能源互联网可能会遭到信息、物理、

社会三个空间网络攻击，系统在综合安全防护将面临

更大的挑战[27]。

3	 系统建模研究

3.1  建模思路

国内学者针对能源电力领域的融合系统建模开展

了一些研究。文献[28]提出了基于关联特性矩阵的电网

CPS建模方法，从信息流和能量流的耦合关系和交互

机理进行研究；文献[29]在微能源网和信息物理系统的

基础上，提出满足能源网互联要求的系统模型基本构

架；文献[30]基于电力CPS的一般构架，按照生产环节

和消费环节分类建模分析；文献[31]考虑电力网、信息

网、通信网的关联关系和耦合特性，建立多层耦合的

一体化模型；文献[32]构建了电力网和信息网意义对应

的相依网络模型，提出规划建设增设电力节点及其信

息节点配置优化策略；文献[33]提出将CPS系统抽象为

有向拓扑图，通过信息-能量流的矩阵运算提升计算

速率；文献[34] 提出了一种基于群集理论的智能电网系

统运行的系统模型，利用物理耦合来利用选择性信息

技术的策略；文献[35]建立基于混合系统的电网CPS模
型，研究柔性负荷和源网荷协调的优化控制；文献[36]

提出一种基于集合论的电网CPS交互建模方法，分析

能量流和信息流的耦合方式，定义物理对象集合与信

息对象集合的关系。 
CPSS的信息空间、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为相依

网络，但网络节点数、网络结构、节点间连接关系

并非完全一致，本文通过统一空间节点数量和连接

关系，把三个空间的相依网络简化整合到一个融合

网络，并对研究对象的进行多元化属性赋值，将网

络空间的节点、连接线视作具有信息、物理和社会

三重属性的单元。一方面在系统层面简化网络层次

和结构，另一方面对系统中的节点和连接线赋予更

多的含义。

基于CPSS建模的主要思路是将网元节点在信息空

间、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画像复杂化，比如，某个

节点在信息空间的属性，与光缆出线数量、业务承载

数量、信息通信节点类型、占地面积等因素相关，定

义该节点的若干信息子属性值，子属性数量越多越能

客观反映该属性在系统中的价值。子属性的选择应避

免与信息空间、物理空间及社会空间的其他子属性有

过多相关性 [37-42]。

为了研究方便，本文给定一个假设的参考网络，

如图1所示，以此网络为基础，分析其在信息空间给、

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不同特征。

图 1 假定的能源电力网络参考模型
Fig. 1 Hypothetical reference model for energy and power network

假设的简单参考网络中包括了火电厂、变电站、

储能站、数据中心、调控中心等能源电力系统中的要

素。以此假定网络为基础，将其在信息空间、物理空

间和社会空间相依网络中展现，并对信息流、能源流

和价值流的流向分别进行表示，可以看出三个网络空

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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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信息、物理、社会空间组成的三层相依网络
Fig. 2 Three layers of interdependent network composed of cyber, 

physics and social space

从上图可以看出，信息空间的业务信息流、物理

空间的能源电力流、社会空间的决策价值流的流向的

相关性不高[43]，若从三层网络空间研究能源互联网，

在宏观层面的细节过多，不利于直观展示能源互联

网。因此，依据上述思路，建立基于CPSS建立能源

互联网的模型，既能展现宏观网络拓扑结构，又能反

映出系统的复杂特性。

3.2  通用模型 

基于上述思路采用简化CPSS系统网络，丰富系统

网元赋值属性的方式，建立能源互联网下的CPSS模
型。通过对网络节点、连接线等网元的多属性赋值，

定义CPSS网络。每个网元的单个信息属性、物理属

性、社会属性又可由若干个子属性来定义，子属性和

调整参数取值范围相同。

CPSS中节点的信息属性，其包括若干子属性Ci
表示，根据通信路由数量、通信节点类型、信息节

点类型、站内业务数量、站间业务数量、占地面积、

通信传输容量等分别来确定其各项子属性的赋值，

节点的信息属性包含若干子属性和调整属性，如式

（1）：

                           (1)

上式中的n为信息属性包含下子属性数量，n越大，

越能综合的反映节点的属性特征，该节点的“信息画

像”的分辨率越高。δc为信息调整参数，对无法量化

评价的信息子属性集合基于经验的取值，在n取值足

够大时，可不考虑调整参数，是将赋值公式调整，如

式（2）：

                                  (2)

同理，可得到物理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赋值如下：

该节点的物理属性由若干子属性和调整参数来定

义，如式（3）：

                            (3)

上式中的n为物理属性包含下子属性数量，可以

考虑容量规模、电压等级、出线数量、系统中的重要

性、气候环境、地理地质等因素。δp为物理属性调整

参数，是对无法量化评价的物理子属性集合基于经验

的取值。

节点的社会属性由若干子属性和调整参数来定

义，如式（4）：

                               (4)

上式中n为社会属性包含下子属性数量，可以考

虑人口规模、区域规模、供需市场、综合能源服务、

社会感知、经济水平等因素。δs为社会属性调整参

数，是对无法量化评价的社会子属性集合基于经验的

取值。

从上述定义赋值中得出某个节点的信息属性、物

理属性和社会属性后，可以定义该节点在系统的综合

属性：

                                   (5)

其中：Ci=αC，Pi=βP，Si=γS。
式中：Qi为CPSS中的某个节点的综合属性，Ci为

其信息属性，Pi为其物理属性，Si为其社会属性；α为
信息权重系数，β为物理权重系数，γ为社会权重系

数，其中0≤α≤1，0≤β≤1，0≤γ≤1，且α+β+γ=1。
通过调整权重系数，针对不同网络的特点来确定

不同的权重，并可通过权重的动态调整展现CPSS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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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各种形态，有利于综合多角度研究系统。

对于某个节点的综合赋值，也可采用三维行向量

来表示：

                               (6)

而在CPSS系统中的两个节点之间的连接线用Lij

表示：

                                (7)

对包含n个节点和m条连接线的子系统抽象成拓扑

GS=(SQ , SL)，SQ和SL分别为系统的节点和连接线。

该子系统的节点集合为：

                                     (8)

该子系统的连接线集合为：

                                      (9)

以上述子系统GS的矩阵模型为基础，可研究该

子系统与整个系统或其他子系统的相关性、相似性和

相容性等特性，能较为方便的分析和研究系统的局部

问题。

3.3  简化模型 

通用模型网元节点的信息、物理、社会属性值的

子属性取值过于复杂，在实际研究中可能受算力和模

型规模的限制，本文提出建议的简化模型。简化模型

的信息、物理、社会属性的子属性仅分别取三个重要

要素，从而简化系统输入，减少系统子属性数量，抓

住关键要素反映其主要特征，从而快速构建系统，从

而获得初步分析结果，再根据需要，决定是否利用通

用模型进一步细化赋值和深入研究的策略。

信息属性赋值简化如下：

                                 (10)

即：

                              (11)

上式中：Cl为通信路由数量、Cn为通信网络节点

重要性、Cs为站点占地面积，δc为信息调整参数。

物理属性赋值简化如下：

                             (12)

即：

                         (13)

上式中：Ps为容量规模、Pv为电压等级、Pl出线数

量，δp为物理调整参数。

社会属性赋值简化如下：

                              (14)

即：

                          (15)

上式中：Sp为人口规模、Sa为区域规模、Sm为供

需市场水平，δs为社会调整参数。

采用此方法对节点和连接线的信息、物理、社会

属性进行统一赋值，还应确定其取值范围。本文将所

有属性及其调整参数的取值范围确定在0~5之间，值

越高代表其属性越强，下面给出几种典型网元节点的

物理信息社会属性的参考取值示例，见表1。

表 1 简化模型的节点赋值示例
Table 1 Example of node assignment under simplified model

节点名称
网元节点典型赋值（0～5）

C Cl Cn Cs δc P S

调控中心 4.1 3 5 4.5 4 2.5 4.1

数据中心 4.4 3 5 4.5 5 2.3 3.8

500 kV变电站 3.9 4 4 3.5 4 4 2.8

220 kV变电站 3.1 3 3 3 3.5 3.1 3.8

110 kV变电站 2.5 3 2 2 3 2.5 3.9

600 MW电厂 3 2 2 4 4 3.8 3.5

200 MW电厂 2.5 2 2 3 3 3 3

50 MW电厂 1.9 1 2 2.5 2 2.4 2.8

100 MW储能站 1.8 1 2 2 2 3.1 3.6

20 MW储能站 1.4 1 1 1.5 2 2 2.9

表中的各类节点赋值后的属性较好的反映出其在

能源互联网中的地位和特征，比如：数据中心节点呈

现出信息属性高、社会属性高、物理属性中低的特

征；储能站节点则呈现出社会属性较高、物理属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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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信息属性低的特点；变电站节点按照电压等级子

属性来看，呈现出电压等级越高其物理属性越高而社

会属性越低的特点。

上表并未全部列举出所有网元类型节点的赋值，

也略去了物理和社会系统的子属性取值示例，其取

值与信息子属性类似。系统中建模应根据节点的特

性进行赋值，如上表中给出的500kV变电站赋值仅为

某一个500kV变电站的信息物理社会属性赋值，其他

500kV变电站的赋值会因容量规模、出线数量、通信

路由数量、通信节点类型、所处地的人口规模等差异

而有所异同。上表子属性的赋值作为系统建模样例，

展示不同类型节点的属性赋值方法和规则。

以能源电力系统为基础建立的简化模型进行系统

赋值后，仅考虑三个子属性和调整参数来生成CPSS
系统如达不到研究的精细化要求，可通过通用模型细

化子属性赋值，丰富节点特征，分析更多的耦合关

系，进一步深化研究。

4	 系统应用场景

4.1  对特定边界条件的系统分析 

4.1.1	 能源电力系统的网络优化分析

根据简化模型的建模方法，以某地市级真实能源

电力网络的为例，生成CPSS网络如图3所示，该网络

的采用无向拓扑图，节点和节点间的连接线通过信

息、物理、社会的属性赋值定义。

图 3 某地市级能源电力网络样本下构建的CPSS网络
Fig. 3  CPSS network constructed from a sample of a municipal 

energy network

图中包含了110kV-500kV变电站及输电线路、电

力调控中心、数据中心、火电厂、风电场、水电站、

光伏电站、110-220kV电气化铁路牵引站、通信站点、

政府等。网络中个节点和联络线在图中都是无差别显

示，反映了节点的相对位置和连接关系，便于快速找

出与相邻节点连接度、密疏区域、自治区域等，并对

网络中薄弱断面进行识别，从系统角度提出断面风险

类型和增强建议，从而提高能源互联网的可靠性。

系统还能按照地域区域划分出子系统，研究其与

相邻或相关系统之间的耦合强度，从而对某个区域

（如县域）的系统生存能力和自愈能力进行优化，分

析其在信息、物理、社会三个空间中的不同特性，在

系统中有针对性的增强薄弱环节。

4.1.2	 基于信息物理社会特征的切片分析

从系统属性分布特征角度，按照给定的属性范围

对系统进行有针对性的切片分析，如在特定信息属性

分布范围下研究物理、社会属性的分布特点，也可在

指定多个属性范围的交集系统内研究信息物理社会的

耦合关系特征等。

区别于从地理位置空间的角度，在CPSS中按给定

范围的对象和特点的切片网络进行分析，可分析业务

信息流、能源电力流、社会价值流三种潮流的流向特

征，得出CPSS下的叠加潮流特征，对网络进行分类

聚合研究，找出系统的薄弱点和敏感点，从而对能源

电力网络提出优化建议。

4.1.3	 项目前期新建厂站的选址方案优化	

基建项目的前期选址，主要依据主体功能，对其

能源电力接入系统地位、供电、供水、运输等，主要

依赖其物理空间的要素进行决策。并未充分考虑其在

信息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影响因素。 
在信息物理社会系统下，对备选的选址方案进行

信息空间、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综合比较，从以上

三个角度给出优选建议，能够较好的避免项目前期选

址工作对信息和社会要素的考虑不足。

4.2  基于CPSS的能源互联网规划 

4.2.1	 传统规划的局限性

电力系统规划具有一套较为成熟的方法，但在应

对信息物理社会融合下的能源互联网规划方面存在局

限性，如：

1）厂站规划仅考虑站址环境、负荷分布、路径、

交通等常规因素，未充分纳入就地消纳、综合能源服

务、数据集中度、信息流向、通信汇聚、社会感知、

市场博弈、泛在物联等进行全面分析。

2）规划网络中节点的属性种类太少，多为物理

属性比如主变容量、电压等级、开断电流、断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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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导线型号、导线截面、导线形式等，缺少对通信

需求、通信断面、业务流向、信息容量、用户特性、

社会价值、经验决策等的综合分析。 
3）研究物理系统的“N-1”、“N-2”的稳定问题

时，对信息与业务、人与社会等要素分析不足，并未

基于融合系统的能源互联网视角分析稳定性。

4.2.2	 基于CPSS的规划

上述分析看出，传统电力规划方法在规划落点选

择上仅考虑到电力需求、平衡和系统稳定等因素，并

未充分考虑到信息和社会等要素。基于CPSS的规划

统筹兼顾物理、信息、社会三方面要素的赋值和权

重，丰富规划节点的特征，实现规划在宏观层面的全

面性。

先进行网架总体规划，再据此进行各子系统规划

的细化和验证，总体规划综合体现各空间的输入影

响，从规划网架就具有信息物理社会复杂特性，将

有利于能源互联网价值传导到子系统规划中。基于

CPSS的建模完成能源互联网的总体规划后，将其在

子规划中分别验证，验证结果再反馈到CPSS规划校

验调整。通过不断重复这个过程，调整出理想的总体

规划网架，形成收敛的规划结果。 
基于信息物理社会融合系统的能源互联网规划能

突破传统能源电力系统规划对信息系统、社会价值系

统融合分析的局限性，从总体规划就基于物理、信

息、社会的深度交互，实现能源流、信息流、价值流

的三流合一，在顶层规划设计中重塑能源系统生产关

系生态，构建能源电力、业务信息、社会价值深度融

合的能源互联网体系[44-46]。

5	 结论

信息物理社会系统能够较全面的反映能源互联网

架构和全要素特征，引入社会空间相较于基于信息物

理系统描绘更符合我国能源互联网的特点，能够较好

展现下一代能源系统。通过扁平化宏观构建融合系统

简单网络和复杂多元化微观赋值网元个体，从而对能

源互联网进行多维全景展现。

本文构建的基于信息物理社会系统的能源互联网

模型，可以看作将现有基于信息物理系统的能源互联

网模型，扩展到更为复杂的信息物理社会系统，用互

联网思维来研究能源互联网的一种尝试。基于这个方

法，下一步可以进行大量现实样本数据的采集，分析

系统输入输出在不同网络下的适应性，合理的调整属

性和参数取值，科学的设置边界点和敏感点，并借助

机器学习提高系统智能分析能力[47-48]，在融合系统中

深度挖掘出价值数据和敏感点，进行有针对性的研

究，进一步研究对能源互联网安全性和稳定性评估等

问题，实现能源互联网下的信息流、能源流、价值流

的协调控制和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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