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energy interconnection to achieve open interconnection 
and efficient sharing. It is also one of the key characteristics 
that distinguish the energy interconnec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power grid. Information in the energy interconnect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ide spatial distribution, variety and large 
data volume. Therefore, multi-functi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communication, and processing chip technologies came into 
being.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ergy 
interconnection and the smart grid. The application of chip 
technology in the energy interconnection is discussed. Besides, 
this paper analyzes in detail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p 
technology with different function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energy interconnection, chip technology faces 
many challenges. However, the chip technology will possess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by increasing the chip localization 
rate, overcoming chip technical problems, and building a 
collaborative industrial eco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chip 
technology will help to build an information network covering 
the status of equipment, realize full-scale monitoring and real-
time effective control of the power network,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nergy interconnection.

Keywords:  energy interconnection; chip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tatus; opportunities and prospects

摘  要：信息技术是能源互联网实现开放互联、高效共享的

重要保障，同时也是能源互联网区别于传统电网的关键特

征之一。能源互联网中信息具有空间分布广、种类多、数

据量大的特点，因此，多功能的信息采集、通信、处理芯

片技术应运而生。本文介绍了能源互联网与智能电网的关

系，阐述了芯片技术在能源互联网各个环节中的应用，并

详细分析了不同功能芯片技术的发展现状。随着全球能源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芯片技术面临着诸多挑战，然而，通

过不断提升芯片国产化率、攻克高端核心芯片技术难题、

构建协同产业生态圈，芯片技术将迎来发展机遇。芯片技

术的发展将助力于构建涵盖设备状态的信息网络，实现对

电力网络的全方位监测和实时有效控制，促进能源互联网

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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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能源互联网是能源和互联网深度融合的新型能

源利用体系，旨在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类

能源，推动能源低碳转型，促进电网提质增效，助

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方面，随着电网接入设

备的类型和数量增多，电网复杂度不断提高，电网

形态已发生改变；另一方面，互联网经济、数字经

济等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对传统电力行业带来巨大

挑战。由于电网发展面临着以上挑战，全面建设能

源互联网已成为适应形势转变的必然要求。能源

互联网具有跨学科、跨领域的特点，其发展离不

开多学科交叉和产学研的合作，并呈现出开放发

展的特点 [1]。2008年至今，国内外学术界与产业界

对能源互联网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2008年，美

国提出未来可再生电能传输与管理系统（the future 
renewable electric energy delivery and management 
system, FREEDM）项目，研究一种构建适应高渗

透率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分布式储能并网的高

效配电系统，并称之为能源互联网(Energy Internet)
[2]。同年12月，德国联邦经济和技术部发起E-Energy
计划，旨在推动基于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高效能源系统项目
[3]。2011年，欧盟启动了未来智能能源互联网(future 
internet for smart energy，FINSENY)项目，以解决

当前配电系统面临的挑战，并最终形成欧洲智能能

能源互联网中芯片技术的发展现状与展望
陈琦，刘亮 *

（北京智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市 海淀区 100192）

Development Status and Prospect of Chip Technology in Energy Interconnection

CHEN Qi, LIU Liang*

(Beijing Smart-Chip Micro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192, China)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能源互联网专委会 2020 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Proceedings of 2020 Academic Annual Meeting of Energy Internet Committee of CSEE2020 年 9 月 Sep. 2020

CSE
E  E

IC
 

 
 

    
    

  C
SE

E  E
IC



2020 年 9 月 陈琦 等：能源互联网中芯片技术的发展现状与展望 　323

源基础设施的未来能源互联网ICT平台[4]。瑞士联邦

政府发起一个名为Vision of Future Energy Networks
的研究项目，重点研究多能源传输系统的利用和分

布式能源的转换和存储 [5]。2011年，美国学者杰里

米 · 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提出能源互联

网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将对人类社会发展

与生活方式带来积极影响 [6]。2014年开始，中国积

极开展着一系列关于能源互联网的研讨，范围覆盖

了能源互联网的基本概念、技术框架、发展现状等[7-

10]。2015年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刘振亚提出构建以特

高压为骨干网架，以输送清洁能源为主导的全球能

源互联网 [11]。北京市电力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

院、国防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等企业、

科研单位和大学积极开展了能源互联网的关键技术

研究 [12,13]，极大推动着我国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

事业。

信息技术是支撑电网形态由传统电网向能源互联

网转变，实现数据自动采集、自动获取、灵活应用的

重要保障。芯片作为各类智能终端和通信设备的核心

器件，主要用于感知、采集、处理、传输各种电量

参数（电压、电流等）和非电量参数（温湿度、振

动、压力等），应用种类多、数量大。芯片技术是信

息技术在能源互联网中深度融合的集中体现，广泛应

用于发、输、变、配、用各个环节。本文分别从传感

芯片技术、主控芯片技术、通信芯片技术、安全芯片

技术、计量芯片技术和人工智能芯片技术方向分析了

能源互联网中芯片技术的发展现状，并讨论了芯片技

术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最后，本文对芯片技术进行了

展望。

1	能源互联网与智能电网

能源互联网是将智能感知、控制技术、网络互

连、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融入智能电网

各环节，从而构建能源服务驱动的新型电网生态体

系。能源互联网与智能电网的关系如图1所示。

通过运用“大云物移智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可推动智能电网向能源互联网的演变，从而实现万物

互联、人机交互。为提升信息的全面感知、泛在连接

能力，需要完成对信息的传感、通信和处理，而这些

均可通过芯片技术来实现。

图 1 能源互联网与智能电网的关系
Fig. 1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interconnection and smart 

grid

能源互联网的结构框图可由图2表示，主要由感

知层、网络层、平台层和应用层组成。

图 2 能源互联网结构框图
Fig. 2 Block diagram of energy interconnection

能源互联网中信息的传感、通信、处理等功能在

结构框图中不同层级实现。通过感知层的多种类型传

感器采集数据，实现设备状态全面感知；通过网络层

对数据进行可靠传输，实现信息高效处理；通过平台

层汇集物联网底层数据，实现物联网设备管理、边缘

计算配置和海量数据存储；通过应用层对数据进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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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分析与应用，实现信息共享和辅助决策。其中，感

知层在能源互联网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支撑作用，分为

传感器层和数据汇聚层两部分，主要用于解决数据的

采集问题。传感器层由各类物联网传感器组成，用于

采集不同类型的参量，如电气量、物理量、环境量、

状态量和行为量。采集到的数据通过传感器网络上传

至数据汇聚层，实现一定范围内传感器数据的汇聚、

边缘计算与内网回传。感知层中关键技术包括智能传

感、感传一体、新一代智能电能表、边缘计算、传感

器网络与新型现场通信等。

2	 芯片技术在能源互联网中的应用

能源互联网中信息具有空间分布广、种类多、数

据量大的特点，因此，多功能的芯片技术应运而生。

芯片技术为能源互联网各层硬件平台搭建提供核心支

撑，重点实现输变电、配用电设备的广泛互联、信息

深度采集。芯片技术的实现将构建涵盖设备状态的信

息网络，完成对电力网络的全方位监测和实时有效控

制。芯片技术在能源互联网中的应用如表1所示，主

要以传感芯片、主控芯片、通信芯片、安全芯片、计

量芯片、人工智能芯片等产品，广泛应用于电网运行

的各个环节中。

表 1　芯片技术在能源互联网中的应用
Table 1　Chip Technology in Energy Interconnection  

应用场景 所需芯片

发电环节

发电机电流、电压、功角
监测；风机振动监测；光
伏板倾角监测；发电厂自

动化控制系统

传感芯片、主控芯片、

通信芯片、安全芯片、

人工智能芯片等

输电环节
输电设备与线路状态监

测、智能巡检以及运行维
护管理集约化等

传感芯片、主控芯片、

通信芯片、安全芯片、

人工智能芯片等

变电环节

变电设备电气量和状态量
感知；变电站保护控制；

入侵检测、烟火感知、智
能巡检等视频信息处理

传感芯片、主控芯片、

通信芯片、安全芯片、

人工智能芯片等

配电环节
配电设备自动感知；线损
准确计算；智能融合终端

的研制

传感芯片、主控芯片、

通信芯片、计量芯片、

安全芯片等

用电环节

能源控制器、新一代智能
电表等智能设备的研制；

居民家庭智慧用能；商业
楼宇工业园区能效监测

传感芯片、主控芯片、

计量芯片、通信芯片、

安全芯片等

（1）传感芯片。传感芯片是实现设备电气量和非

电气量参数采集和处理的核心部件，发挥着物联网中

神经末梢的作用。电力应用的传感芯片包括电流传感

芯片、电压传感芯片、磁传感芯片、温湿度传感芯

片、力传感芯片、倾角传感芯片等。高精度、高可

靠、低功耗、高集成、微型化的传感芯片为能源互联

网建设提供技术保障。

（2）主控芯片。主控芯片是各类终端设备控制端

的核心部件，主要实现数据采集、分析、运算、处理

等功能。主控芯片在智能电表、故障指示器、智能充

电桩等设备中实现了规模应用。能源互联网建设对主

控芯片技术有高性能、高可靠、高集成、强抗扰、低

功耗、嵌入式内核自主化等方面的要求。

（3）通信芯片。通信芯片在电力行业的应用包括

电力线载波（Power Line Carrier, PLC）、射频识别、

无线微功率、蓝牙等本地通信芯片，以及4G/5G、北

斗等远程通信芯片。能源互联网要求通信芯片具有小

体积、高带宽、低功耗、多协议融合的特点。

（4）安全芯片。能源互联网中信息种类多、数据

量大，需要安全芯片通过数据加解密、双向身份认

证、数字签名验签等安全防护方式为数据提供精准防

护，保障电力设备安全可靠运行。能源互联网要求安

全芯片满足高性能、高可靠、低功耗、多算法需求。

（5）计量芯片。居民家庭智慧用能应用中，需要

计量芯片实现家电运行电参量测量、环境参量感知、

控制策略输出等功能。计量芯片除满足基本计量功能

外，还具备谐波计量、电能质量检测等功能。能源互

联网建设需要计量芯片满足高精度、宽量程、低功耗

的需求。

（6）人工智能芯片。能源互联网中，海量电力设

备和输电线路监测都需要人工智能芯片提供算力支

撑。面向能源互联网智能巡检、负荷分析、物联网中

台等应用，需要满足对数据就地判定、海量数据融合

分析的需求，人工智能的应用将极大推动芯片技术的

发展。

3	 芯片技术的发展现状

芯片技术可实现数据的采集、传输和处理功能，

为能源互联网的建设提供高速、安全、可靠的数据支

撑。随着能源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大数据、云计

算等技术的深度融合，工业芯片向着高性能、高集

成、高可靠、低功耗、小型化的方向发展，多种芯片

技术共同支撑着能源互联网的信息化建设。因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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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对传感芯片技术、主控芯片技术、通信芯片技术、

安全芯片技术、计量芯片技术、人工智能芯片技术的

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

3.1 传感芯片技术

传感芯片作为芯片技术的感知单元，目前的发展

趋势主要为无线化、自取能、高集成和高可靠。

随着能源互联网的发展，接入设备越来越多，待

采集的信息呈现出大数据的特点。为减少信息采集设

备的数量，需提高传感芯片采集信息的多样性，国

内外正积极开展着多参量传感芯片技术研究[14-17]。同

时，为了适应传感芯片低成本、微型化的发展趋势，

微机电系统(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MEMS)
技术发挥着重要作用，为芯片提供了先进的集成传感

方案。目前针对电力物联网场景的基于MEMS技术的

传感芯片技术包括MEMS电磁场传感芯片技术[18,19]、

MEMS温湿度传感芯片技术[20,21]、MEMS压力传感芯

片技术[22,23]等。

在电力应用环境下，电力设备的运行通常需要满

足高绝缘、低渗透率、耐极限环境的需求。因此，需

要高灵敏的气体检测芯片技术对高压绝缘器件的运行

状态进行检测。目前常用的气体检测技术主要有光

谱检测法[24]、光声检测法[25]和纳米材料检测法[26]。其

中，光谱、光声技术具有灵敏度高、便于维护等优

势，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在耐极限环境方面，

芯片技术朝着抗电磁干扰[27]、宽温区环境适应[28]等方

向发展。

3.2 主控芯片技术

能源互联网不同的应用场景对主控芯片提出了多

样化的技术要求。

在新能源领域，以充电桩为代表的新能源行业

蓬勃发展，主控芯片可广泛用于电能质量分析应用

中[29]。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在能源互联网中的

深度融合，主控芯片技术朝着边缘侧计算[30,31]发展，

为物联网设备等计算敏感型的应用提供必要的前端处

理支撑，以便减小传输延迟和带宽消耗，促进能源互

联网的建设。

在现代低压配电领域，低压配电设备状态及其周

围环境的智能感知对主控芯片的性能提出了要求。同

样地，用电领域智能电能表的广泛应用也对主控芯片

技术的性能提出要求。因此，在性能提升上，主控芯

片技术目前正朝着高性能多核同构/异构[32,33]、专用领

域计算[34]、超标量技术[35]等方向发展。

在数据中心领域，主控芯片同样朝着高性能多核

发展。此外，数据高速传输的需求对主控芯片技术提

出一些其他要求，例如，大量的数据处理导致功耗大

幅度提升，因此主控芯片还应重点考虑低功耗需求。

目前已有研究人员提出多种先进的低功耗技术，包括

动态功耗管理技术[36]、近阈值技术[37]、鳍式场效应晶

体管(Fin Field-Effect Transistor, FinFET)技术[38]等。以

上三种技术分别从系统层面、电路层面、器件层面达

到降低芯片功耗的目的。

3.3 通信芯片技术

随着电力物联网的进一步发展，低延迟、大带

宽、众连接通信芯片技术的应用将越来越普遍，需要

开发适合于电力应用的覆盖近、中、远程的电力物联

网通信芯片，从而提升网络覆盖的深度和广度。近程

通信芯片技术包括射频识别、蓝牙技术；中程通信芯

片技术包括高速电力线载波技术、微功率通信技术；

远程通信芯片技术包括4G/5G通信技术、北斗技术。

能源互联网还要求通信芯片技术应满足多种场景

下的自适应优化，因此，目前研究人员正在积极开展

多协议融合通信技术[39]、动态可重构片上网络技术[40]

研究。

3.4 安全芯片技术

随着能源互联网建设的推进，联网设备数量剧

增，未来数以百亿计的海量设备将对安全防护水平提

出更高要求。

在芯片抗攻击方面，侧信道攻击严重威胁着芯片

的安全性。为了增加芯片安全性，学术界和工业界已

提出大量的抗侧信道攻击的防御技术，主要分为掩码

策略和隐藏策略两大类[41]。

在数据存储方面，可通过先进非易失存储器[42]、

区块链技术[43]等对存储在芯片内部密钥及关键数据进

行保护。

在芯片性能方面，现有的终端安全芯片在数据处

理速度方面无法满足电力物联网边缘处理安全防护应

用需求，需解决安全芯片并行计算能力，保障电力物

联网的信息安全，推动能源互联网的发展。

3.5 计量芯片技术

以光电、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受环境和季节的影

响，具有波动性、间歇性、采能用能间不平衡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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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不平衡性的特点[44]。为了对新能源系统产生的电能

进行精确计量，需要研制高精度、宽量程的计量芯

片，为此，目前业界正在研究高精度片内时钟校准技

术[45]、温度动态补偿技术[46]等。

另一方面，能源的间歇性将对电网形成大量冲击

性负荷，使得电力系统谐波污染严重，从而产生较大

的计量误差。因此，需研制动态功率下可满足计量要

求的专用计量芯片，提升大功率非线性动态负荷的计

量准确度，为芯片技术提供准确的电能数据支持。

3.6 人工智能芯片技术

人工智能芯片作为一种现代前沿技术和高科技产

品，在信息社会中发挥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作

用。人工智能芯片已广泛应用于各领域，在能源互联

网中，边缘侧人工智能芯片技术可以实现实时响应、

降低带宽压力，推动着芯片技术的发展。

目前对于人工智能芯片主要注重算力功耗比、时

延、灵活性的综合能力，为此，人工智能芯片未来将

向着存内计算、类脑仿生、可重构计算等技术方向发

展[47]。存内计算芯片技术在内存内直接采用模拟电路

实现模拟计算，比传统的数字电路人工智能芯片具有

更高的电路能效比，有望突破“内存墙”瓶颈，提高

算力功耗比，降低时延；受到脑结构研究成果的启

发，具有复杂神经网络的类脑仿生芯片在计算上具有

低功耗、低时延以及时空联合等特点；可重构计算芯

片技术可大幅提升人工智能芯片的灵活性，并且兼顾

智能应用算法中的高性能、低功耗特点。

4	 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能源互联网的建设推动着芯片技术的发展，但同

时也对其提出了诸多挑战。除了上一章节中提到的对

不同功能芯片技术提出要求以外，能源互联网的高速

发展还使芯片技术面临着一些共性难题，主要包括高

端芯片核心技术积累不够、专用芯片定制化需求较

高、产业生态协同发展模式需创新等。然而，在我国

对芯片行业的大力支持下，电力芯片行业不断进行技

术积累和创新，芯片技术也将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

4.1 面临的挑战

（1）高端芯片核心技术积累不够。高速、安全、

可靠的信息采集与处理离不开高端芯片核心技术的支

撑。我国在高端主控及自主处理器内核、高速高精度

数模转换芯片、关键传感器材料及工艺技术方面还有

待突破。目前，我国电力核心主控芯片长期依赖国外

进口，存在安全隐患，亟需开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系列化高端芯片关键技术的研究。

（2）专用芯片定制化需求较高。能源互联网中不

同的应用场景对芯片技术提出了多样化、定制化的需

求。能源互联网的建设对云、边、端设备的技术需求

不同。云端应用的芯片应重点满足高性能需求，支持

更多更高速率的通信接口、更丰富的功能；边端应用

的芯片侧重于采用轻量级算法，以满足功耗敏感、轻

量级的功能需求；终端侧应用的芯片则更加注重高可

靠性、低功耗特性，使其能在各种恶劣环境下稳定

运行。

（3）产业生态协同发展模式需创新。能源互联网

中需应用大量的电力专用芯片。芯片技术的发展需要

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各环节协同发展。与通用芯片

不同，电力专用芯片要通过特定的工业芯片设计方

法，借助于专用设计软件、定制化的制造工艺和封装

测试技术，来提高芯片的可靠性，降低成本，延长使

用寿命。如何适应能源互联网的建设，需要在芯片产

业的各环节进一步探索模式创新。

4.2 发展机遇

（1）国产化替代形势良好。中国对于集成电路半

导体的需求近年来始终位居全球第一，为降低芯片安

全隐患，摆脱芯片行业长期受制于人的局面，芯片的

国产化替代已是大势所趋。在国家、行业部门、众多

的研发制造单位通力协作下，芯片行业已经逐渐提高

了国产化率。2010年以前，发、输、变、配、用各个

环节芯片主要依赖进口，其中高端芯片主要来自欧美

国家，而低端芯片来自日韩。我国芯片产业经过10年
的发展，已使得用电领域的芯片国产化率大幅提升。

相信在能源互联网建设的驱动下，电网芯片行业将持

续发展，逐步实现电网在发、输、配、变等其他环节

中芯片国产化替代。

（2）前瞻性技术研究助力攻克高端芯片核心技术

难题。针对我国高端芯片研发能力薄弱的问题，应加

强工业芯片引领性、前瞻性的技术研究，结合国际芯

片行业的技术发展趋势和电力行业应用需求，不断提

升芯片设计水平和创新能力。例如，智能传感芯片技

术将进一步探索液态金属、量子传感等先进传感原

理，以及电磁取能、震动取能、光照取能等高效率

微能量聚合技术。硅光子技术在数据中心和5G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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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传输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应用，还可用于直接加

速深度学习计算，以满足芯片超低功耗的需求。在

芯片封装方面，可探索高集成封装方式在电力芯片

上的应用，如系统级封装（system in a package, SIP）、
多芯片封装（MCP）/多芯片模组（MCM）、小芯片

（Chiplet）系统封装技术[48]等。新材料、新工艺、新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将有助于攻克高端芯片核心技术难

题，最终通过“先进感知、边缘智能、安全连接、微

源取能”四大前沿方向同步推进，全面支撑能源互联

网的建设。

（3）协同产业生态圈以推动能源互联网建设。芯

片产业生态圈的构建与芯片技术的发展相辅相成，需

要电力芯片设计公司、电力芯片标准组织、电力芯片

应用单位、电力终端厂商等密切协作。打造芯片产业

合作、共赢、共享的协同生态圈，构建产学研用深入

协同的市场化攻坚机制，将在市场竞争、技术研发中

占据主导地位，有效推动芯片产业能力的整体提升。

作为能源互联网建设中的重要环节，芯片技术将在协

同产业生态圈的作用下进一步发展。

5	 总结与展望

能源互联网是能源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是一种

新型电网生态体系。信息技术是能源互联网实现开放

互联、高效共享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能源互联网区

别于传统电网的关键特征之一。在信息技术中，芯片

技术为能源互联网的建设提供核心的支撑作用，重点

实现输变电、配用电设备的信息深度采集、传输以及

处理。

为满足信息的高效、安全、高可靠需求，需要具

有不同功能的芯片发挥各自的重要作用。本文详细阐

述了传感芯片技术、主控芯片技术、通信芯片技术、

安全芯片技术、计量芯片技术和人工智能芯片技术的

研究进展，从不同功能角度分析了芯片技术的发展现

状，并简要说明了能源互联网建设对不同功能芯片技

术提出的新要求。

芯片技术在能源互联网的驱动下大力发展，但同

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高端芯片核心技术积累不

够、专用芯片定制化需求较高、产业生态协同发展模

式需创新等。面临这些挑战，电力芯片行业需要抓住

发展机遇，加强电力芯片引领性、前瞻性技术研究，

秉承开放合作、互惠共赢的理念，努力构建协同产业

生态圈，共同推进智能芯片发展，促进能源互联网的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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