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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al of carbon neutrality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power systems. Accelerating digitalization and 

building smart grids is an essential path for the power system 

futur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265th “Shuangqing forum” 

with the theme of “panoramic information perception enabling 

power grid wisdom,” this paper discussed three topics: 

advanced sensing theory and technology of power systems, 

intelligent sensing technology of power energy equipment, and 

intelligent analysis, operation and control of power systems 

based on panoramic informa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pointed out the future research focus, 

condensed fundamental scientific issues,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smart grid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 WORDS: panoramic information perception; intelligent 

grid; advanced sensing; energy equipment; data-driven method 

摘要：碳中和的目标和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为电力系统带

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加快电力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建设智慧

电网成为电力系统未来发展的重要路径。该文基于第 265

期“双清论坛”，以“全景信息感知赋能电网智慧”为主题，

凝练基础科学问题，从电网先进传感理论与技术、电力能源

装备智能感知技术、基于全景信息的电网智能分析运行控制

3 个方面综述了当前研究现状，指出该领域未来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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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国智慧电网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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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碳中和的目标和未来电力系统的“双高”特性

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

一般性辩论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中

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

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1]。能源系统是碳排

放的主要来源，大力发展风电与光伏等可再生能

源，开展电能替代以及清洁替代，是实现碳中和目

标的重要途径。到 2050 年，电力占终端能源消费

比重将从目前的 26%提升至 45%~50%[2]，电力系统

发生质的变化。未来电网将具有“高比例可再生能

源并网”以及“高比例电力电子装备并网”的“双

高”特性。 

“双高”电网面临安全稳定方面的新挑战，与

此同时，电力系统数字化转型方兴未艾。传感器技

术、通讯技术、智能电力装备以及电力系统集成化

智能技术快速进步，为电网可观性、可控性以及智

能化的提升带来巨大机遇。分布式传感以及基于大

数据的人工智能技术将使得电力系统发生巨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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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通过低功耗自取能、芯片化、智能化微型传感

器件实现电力装备全景信息感知及设备健康状态

评价与预测；在此基础上，建立广域、分布式电网

全景信息实时采集的传感网络，通过对物理系统的

智能感知、全面实时连接，构建实时完整映射的数

字孪生体；基于传感网络建立电力系统大数据以及

人工智能平台对电力系统调度运行与控制进行智

能决策，在数字层面实现机理与数据融合的建模方

法、智能决策、自主智能控制等，并闭环反作用于

物理系统。通过互联互动、数字赋能，形成各要素

之间的高效协同与资源的优化匹配，支撑消纳高比

例可再生能源，提升电力系统安全稳定性，促进电

网低碳高效运行。 

现阶段研究在电力装备全景信息感知、电力设

备健康状况诊断以及基于人工智能的电力系统评

估与决策方面，已经开展了一些工作并取得了一定

成果。但是为了实现前述愿景，仍然需要进行一系

列基础理论方法与关键技术的研究、大型科研平台

与数据平台的搭建以及技术的落地应用验证，其中

广泛涉及电气、材料、微电子、光学、大数据与人

工智能、信息通信等学科领域的前沿技术，具有极

强的学科交叉性。 

电力系统面临的前述问题以及相关技术的革

新将使其具有“智慧电网”的属性。“智慧电网”

是智能电网的高级形式，智能电网能够通过量测和

通信实现电力系统可观可控性增强，而智慧电网在

此基础上应该能够主动感知并定义系统出现的问

题并主动发现知识，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本文基

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信

息科学部与政策局共同主办的第 265 期“双清论

坛”，以“全景信息感知赋能电网智慧”为主题，

凝练了亟需关注和解决的重要基础科学问题，以电

网先进传感理论与技术、电力能源装备智能感知技

术、基于全景信息的电网智能分析运行控制 3 个方

面为切入点，对于当前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

综述，并分析了当前研究的不足，指出了未来的研

究重点，以期对于我国的智慧电网发展提供参考。 

1  关键科学问题 

第 265 期“双清论坛”与会专家围绕“全景信

息感知及智慧电网”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讨论，凝

练了本领域亟需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电力能

源广域大系统信息感知与集成化智能”。如图 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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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景信息感知及智慧电网”关键科学问题 

Fig. 1  Fundamental scientific problems of panoramic 

information perception and intelligent grid 

示，具体包括 3 个层面： 

1）电网安全、优质、经济运行对电网先进传

感技术提出了高要求，需要研究面向复杂工况环境

下嵌入式、分布式安装需求的多参量传感机理，微

型化传感器件实现方法，以及传感器的边缘智能理

论及技术。 

2）电力能源装备可靠运行对信息感知与融合

提出了高要求，需要研究内嵌分布式微型智能传感

网络的电力能源装备及其多源时空信息演变规律、

多信息融合的健康状态诊断理论与方法。 

3）电力能源装备的全景信息感知将极大增强

电力系统可观性与可控性，为应对电力系统“双高”

挑战，需要研究基于广域大系统信息感知的“双高”

电力系统集成化智能理论与方法。 

论坛认为，上述研究涉及电气、材料、微电子、

光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信息通信等多个学科领域

的“大交叉”，也体现电气工程领域高电压与电力系

统等不同二级学科之间的“小交叉”。通过交叉学科

研究能够在该领域形成理论创新与重大技术突破。加

强上述 3 个方面的研究，预期 5~10 年内将取得实质

性的进展，将有助于我国电力系统应对能源转型与碳

中和的巨大挑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并突破核心技

术，提升我国在智慧电网领域的科技竞争力。 

2  全景信息感知及智慧电网的发展现状 

本节从电网先进传感理论与技术、电力能源装

备智能感知技术、基于全景信息的电网智能分析运

行控制 3 个方面，讨论全景信息感知及智慧电网的

发展现状。3 个方面分别对应智慧电网的传感层、

设备层和系统层，其具体关系如图 2 所示。 

2.1  电网先进传感理论与技术 
智慧电网的核心是全景信息下的智慧应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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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景信息感知及智慧电网”研究框架 

Fig. 2  Research framework of panoramic information 

perception and intelligent grid 

基础是电力系统的全景信息，其采集依赖于可泛在

部署、适用强电磁环境的高可靠先进传感器。我国

本土企业智能传感器产值仅占全球 13%，与我国制

造业大国地位不匹配，在高性能先进传感器方面更

是受制于人。传感正从化学、材料、物理、机械等

单学科向上述学科与微电子、光学、计算机、人工

智能等多学科融合的智能感知发展。近年来，我国

在电网信息智能感知方面主要开展了微机械微结

构(micro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MEMS)传感、

磁场/电流传感、光传感及传感器融合集成关键技术

等多方面的研究工作，为实现电网全景信息智能感

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首先，在 MEMS 传感研究方面，研究人员开

展了电、磁、机械、声、热、微量气体等参量 MEMS

感知技术的基础性研究、结构设计、传感器封装测

试等[3]。探索了电气工程领域电压场传感、电流场

传感[4]、磁场传感[5]、输电线路状态传感、电气设

备振动传感[6]、可听噪声、环境传感等特征参量的

传感研究。受限于绝缘性能、供能方式及信号传输，

目前 MEMS 传感还主要在集中在弱电磁环境下进

行。基于巨磁阻效应及隧穿磁阻效应的磁场传感器

可以实现宽频、宽量程的磁场测量，并实现对电流

的监测[7]。但对于变压器，气体绝缘开关等关键电

力能源装备的内部传感研究较少[8]，多参量融合、

嵌入式传感是 MEMS 传感器后续的发展重点。 

其次，在光传感研究方面，由于具备抗电磁干

扰能力强、绝缘性能好、可以分布式非接触测量等

诸多优点，近年来电网状态信息光学感知方法发展

较快[9]。研究人员初步开展了光纤电场感知、光纤

磁场感知、光纤局部放电感知[10-11]、光纤气体感  

知[12]、光纤分布式温度感知、光纤分布式应变感知、

多光谱感知等方面的基础理论及关键技术问题研

究。探索了变压器、气体绝缘开关等关键电力能源

装备内部光学状态检测方法，及输电线路、电缆等

运行不良工况的分布式检测手段。但在检测信噪

比、检测系统稳定性、电力能源装备内部传感器安

装方法等方面尚不能满足智能感知需求，还需要进

一步开展研究工作。 

后，在传感器融合集成关键技术方面，主要

面临传感器微型化、取能、抗电磁干扰及长期可靠

性等方面的难题。我国学者也开展了一些基础性的

研究工作，开展了基于 MEMS 技术的传感器微型

化研究，探索了温差取能、电磁取能、振动取能等

取能方法，初步实现了低功耗传感器的供能[13]，还

需进一步提高供能功率。开展了多种信噪分离方法

的研究，降低了强电磁噪声的干扰[14]。由于运行气

候环境与电磁环境恶劣，传感器长期可靠性的研究

尚需进一步的开展。 

2.2  电力能源装备智能感知技术 
电力能源装备是建设智慧电网的核心，装备故

障是导致电网突发停电事故的主要诱因，电网 60%

左右的停电故障是由电力能源装备故障引起的，经

济损失及社会影响极其巨大。对电力能源装备进行

状态感知、缺陷诊断及故障预警具有重要意义。2000

年以后，国内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北电力

大学、重庆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平高集团等开展了大量电气装备状态诊断的研究，

为发展智慧电力能源装备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首先，在电力能源装备内部缺陷信息特征研究

方面，研究人员通过实验室小尺寸模型试验探寻了

微小缺陷发生、发展过程，利用传感系统采集了特

高频信号、超声信号、光信号及脉冲电流信号等多

维度缺陷表征状态信息[15-16]。通过数据挖掘，初步

建立了实验室小模型下多维信息融合方法，探寻了

状态参量与故障类型、部件、严重程度和发展趋势

的关联关系[17-18]。但由于对电力能源装备内部信息

感知手段不足，对缺陷发生发展过程中多物理场信

息及其时空演变规律的认知尚不充分。 

其次，在电力能源装备信息分布式实时监测网

络研究方面，电力能源装备内部全景信息分布式实

时监测是智慧电力能源装备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

向。研究人员开展了站域缺陷设备定位及电力能源

装备内部缺陷监测两方面的研究工作。对于站域缺

陷设备定位，主要开展了基于特高频信号故障设备

定位研究，超声天线阵列电晕放电定位研究，及基

于多光谱的电力能源装备缺陷定位研究[19]，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对于电力能源装备内部缺陷，开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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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体传感器阵列布置方法[20]、检测效率、缺陷信号

在电气设备内部传播规律等方面的研究。但由于可

测信号从内部传到外部发生显著衰减，通过设备外

表电气参量，很难了解设备内部相关参量分布信息

其有效性、准确性都受到极大制约。 

后，在电力能源装备健康状态诊断方面，对

于电力能源装备内部缺陷的诊断与预测是智慧电

力能源装备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研究人员基于

多元统计分析、支持向量机、神经网络和贝叶斯网

络等方法[21-22]，开展了变压器、气体绝缘开关、电

缆等设备状态特征参量与故障类型、部件、严重程

度和发展趋势的关联关系研究[23-24]。在现场监测数

据应用方面，研究人员针对输变电设备在线监测数

据、带电检测数据、预防性试验数据等多源异构数

据，采用深度关联分析、模糊聚类等大数据挖掘分

析方法，尝试挖掘设备状态数据的耦合关系及内涵

机理。探索了部件故障与设备故障之间的关联关系

及演化规律，初步开展了基于现场数据驱动的缺陷

诊断算法研究[25]。对于电气装备外部缺陷开展了一

些多光谱诊断的研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综合红

外、可见光、紫外等多光谱数据，实现了电力能源

装备外部状态智能识别与缺陷诊断。 

2.3  基于全景信息的电网智能分析运行控制 
近年来，随着大量可再生能源并网，电力系统

不确定性和随机性大量增加[26]；分布式资源、电动

汽车、需求响应等的发展，使电网的分析和控制更

加复杂[27]。与此同时，数据分析和处理技术得到了

长足发展，使国内外学者对于数据驱动的电力系统

研究愈加关注[28]。大量量测装置的应用为数据驱动

的方法提供了数据基础[29]。从研究的对象上来看，

可以分为数据驱动的电力系统稳态分析与控制、暂

态分析和故障分析、电力用户侧分析等方面。 

2.3.1  数据驱动的电力系统稳态分析与控制 

在数据驱动的电力网络分析及优化方面，根据

层次递进关系，主要包括元件参数与网络拓扑辨识、

系统基础矩阵辨识、潮流计算和 优潮流计算[30]。 

电力系统拓扑辨识主要在状态估计的框架下

展开研究[31]。在输电网层面，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基

于现有拓扑信息识别量测错误[32-33]。在配电网层

面，针对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并网，配网拓扑变化频

繁，数学模型更加复杂，元件参数与拓扑的联合辨

识也被广泛研究。电力系统矩阵辨识主要包括节点

导纳阵和灵敏度矩阵两类矩阵。对于节点导纳矩阵

的辨识，主要基于广义测量系统的量测数据进行

小二乘回归[34]，所辨识的对象是数据量测较为完备

的输电网系统。对于灵敏度矩阵，例如潮流方程的

雅可比矩阵，其直接辨识方法是利用 小二乘及其

衍生方法进行回归[35]。 

潮流计算是电力系统稳态分析的基础。在缺乏

元件参数、拓扑信息的电力系统中，如信息不完备

的配电网，难以根据物理模型建立潮流方程。在这

种条件下，有研究将潮流方程转化为向量积，建立

支持向量机回归模型[36]。基于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电压、相角的历史数据，训练数据驱动模型，实现

数据驱动的潮流方程。 优潮流问题的数据驱动研

究主要集中在不确定性的描述上。通过历史数据，

学习不确定性变量的描述方法。例如通过计算历史

数据的均值与方差等变量，给出概率密度函数对于

某一自变量取值时因变量的范围。 

在数据驱动的电力系统控制与决策方面，先进

的信息通信和数据分析技术得到了大量关注[37]。其

中，基于强化学习的相关模型原理为首先应用实际

数据或仿真生成的数据，对于强化学习模型进行训

练，不断优化模型参数，获得控制决策模型，并在

实时应用中应用模型生成策略，对电力系统进行控

制。在一些场景中，对于决策实时性有较高的要求，

传统基于优化的方法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

算力下给出优化结果；基于强化学习的模型经过离

线训练后，在线应用时具有很高的计算效率，能够

满足决策需求。例如，基于强化学习的能量管理[38]，

基于强化学习的电力系统电压控制[39]等。 

2.3.2  数据驱动的电力系统暂态分析和故障分析 

电力系统暂态分析中，随着大量可再生能源并

网，以及直流输电工程的建设，电网的电力电子化

比例不断提高，传统的稳定性分析方法如数值积分

法、直接法、时域仿真法等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电

力系统暂态分析的要求[40]。同时，电网广域量测快

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数据信息[41]。基于数据驱动

的电力系统暂态分析方法，不关注复杂的机理分

析，而是直接建立从输入到输出的映射关系，得到

了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42]。 

在电力系统稳定性判断上，大量研究通过建立

稳定性分析的机器学习模型，并使用训练数据集对

于模型的参数进行优化，已经取得了很多的进展。

例如，使用人工神经网络，建立电力系统运行状态

与稳定指标之间的联系[43]；使用支持向量机判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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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短路故障的稳定性[44]；使用基于交叉熵的集成学

习算法实现多种对称与不对称暂态故障后电网频

率暂态态势预测[45]。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相

关模型也被应用到电力系统稳定性分析中，例如使

用深度置信网络评估暂态故障后的电力系统稳定

性[46]；使用深度 Q-learning 网络实现静态电压稳定

裕度评估[47]。此外，具有可解释性的电力系统稳定

性模型也是当前的重要研究方向，例如基于决策树

模型学习电力系统稳定规则[48]；引入电力系统稳定

评估机器学习的可解释代理模型[49]。 

在电力系统稳定控制方法上，基于强化学习的

算法是研究热点。文献[50]建立卷积神经网络结合

强化学习的模型，用于进行电力系统大扰动故障后

的切机决策；文献[51]基于经典的 Q-learning 强化

学习算法，对于电力系统大扰动故障后的系统振荡

给出广域控制策略。 

在电力系统连锁故障分析上，基于机器学习和

基于统计分析的数据驱动算法同样得到了应用。文

献[52]建立了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用于判断电力系

统中的连锁故障。文献[53]使用马尔科夫链模型，

实现了电力系统连锁故障传播路径的快速搜索。 

2.3.3  数据驱动的电力用户侧分析 

用户愈发成为电力系统中的重要角色。通过定

制化的用户服务和广泛的用户互动，可以给电力系

统提供大量的灵活性[54]。随着智能电表等信息渠道

的建设，电力系统正逐步形成“社会–物理–信息”

的深度耦合。当前，数据驱动的电力用户分析的国

内外相关研究主要可以分为负荷分析、负荷预测和

负荷管理等[55]。 

在负荷分析方面，具体包括坏数据辨识、窃电

检测和用电模式辨识等研究。其中，坏数据辨识是

指在采集到的负荷数据中，由于传感器、通信等原

因，存在坏数据，通过数据驱动的方法，如矩阵分

解等，区分正常数据与坏数据，并对坏数据进行修

复[56]。窃电检测是根据采集到的智能电表数据，分

析用户是否存在异常行为，并判断用户是否窃   

电[57]。用电模式辨识是指对于用户的用电行为进行

分析，将用户相应地进行分类[58]。 

在负荷预测方面，具体包括不含智能电表数据

预测、含智能电表数据预测和概率预测等研究。其

中，不含智能电表数据预测的颗粒度较粗[59]；含智

能电表数据预测由于拥有用户级别的数据，预测颗

粒度较细[60]。概率预测是近来负荷预测的发展趋

势，它不同于传统预测的点结果，而是输出预测结

果的概率分布[61]。 

在负荷管理方面，具体包括用户特性辨识、需

求响应资源定位和需求响应实施等研究。其中，用

户特性辨识是指基于用户用电数据，用数据驱动的

方法辨识用户的用电特性[62]。需求响应资源定位用

于分析用户的需求响应潜力大小[63]，并根据分析结

果，个性化设计需求响应实施方案[64]。 

此外，有研究通过提出用户行为模型来构建数

据驱动的电力用户分析框架[65]，将电力用户行为的

基本组成分为 5 个部分：行为主体、行为环境、行

为手段、行为结果和行为效用。 

数据驱动的电力用户侧分析采用的数学工具

包括传统的数据挖掘方法，例如基于统计的方法、

基于矩阵分析的方法，也包括广泛应用的机器学习

算法。其中，近年来取得长足进步的深度学习算法

在电力用户分析领域也取得了广泛应用，例如基于

深度学习的负荷预测、窃电检测、用户肖像描绘等。 

3  现阶段不足与未来研究重点 

本节讨论全景信息感知及智慧电网现阶段的

不足，并提出未来的研究重点。从电网先进传感理

论与技术、电力能源装备智能感知技术和基于全景

信息的电网智能分析运行控制 3 个方面进行分析，

未来主要研究重点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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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景信息感知及智慧电网”未来研究重点 

Fig.3  Future key research of panoramic information 

perception and intelligent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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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电网先进传感理论与技术 
高可靠先进传感器是智慧电网的信息获取基

础。现有传感器在物理尺寸、感知能力、供电方式、

强电磁防护等方面存在局限性，同时对于海外具有

高度依赖性。主要存在以下不足：①特征参量微弱

信号的高灵敏感知机理研究不足，电气设备多参量

融合感知技术不能满足设备缺陷诊断需求；②复杂

电磁工况下传感器抗干扰能力、高可靠性不够，寿

命短；③低功耗、芯片化微型传感器件研究落后国

外先进水平。 

因此，以下关键问题应该作为未来的研究重点： 

1）多特征参量微弱信号的高灵敏感知机理及多

参量融合感知技术，包括电、磁、光、机械、声、

热、微量气体等特征参量微弱信号的新型敏感材料

与传感机理；基于分布式光纤的多参量融合传感方

法；基于微纳制造工艺的多参量融合传感技术。通

过上述研究，实现多特征参量微弱信号的融合感知。 

2）复杂工况环境下传感器抗扰能力提升、高

可靠性实现、及其寿命评估，包括强电磁场环境对

传感器的干扰、损伤机理，以及有效屏蔽、封装技

术；复杂工况环境下传感器抗扰能力主动提升技术

(干扰抑制，微弱信号检测等)；复杂工况环境下传

感器件长期运行老化特性及其寿命评估方法。通过

上述研究，增强传感器在复杂工况下的抗干扰能

力，提高传感器可靠性，评估传感器寿命。 

3）低功耗、芯片化微型传感器件的融合集成、

及其边缘智能实现，包括微型传感器件与数据处

理、通信等功能模块的芯片化融合集成，及其低功

耗实现技术；微型传感器件的低延时通信传输及高

精度时间同步；传感器自配置(即插即用)、自评估、

自校准，以及云边协同的边缘智能技术。通过上述

研究，实现微传感器件的融合集成和边缘智能。 

3.2  电力能源装备智能感知技术 
智慧电力能源装备是建设智慧电网的核心，设

备故障往往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损失。研究设

计集量测、感知、信息融合为一体的智慧装备意义

重大。当前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①对缺陷发生

发展过程中多物理场信息及其时空演变规律的认

知不足；②缺乏设备内部分布式全景信息感知网

络，基于设备外间接参量对电力能源装备内部进行

分析判断，其有效性、准确性都受到极大制约；③

多源数据融合的设备健康状态诊断与寿命预测的

理论与方法尚未完整建立。 

因此，以下关键问题应该作为未来的研究重点： 

1）电力能源装备内全景信息特征及其时空演

变规律，包括部件状态与电场、磁场、温度场、力

场、光、微量气体、局放等全景信息的映射关系；

电力能源装备内关键部件的失效机理及失效过程

中全景信息的时空演变特性；各部件健康状态的全

景信息指纹特征库。通过上述研究，掌握电力能源

装备全景信息特征的监测方法。 

2）电力能源装备全景信息分布式实时监测网

络关键技术，包括基于内置式光纤、低功耗无线通

信的电力能源装备分布式实时监测局域网络及其

灵活组网方式；设备运行工况与环境等因素对设备

有效状态信息的影响规律，改善信号检测信噪比的

噪声抑制方法及措施；电力能源装备环境能量的分

布特性，电力能源装备内多元、高效环境微取能的

原理及方法。通过上述研究，建立电力能源装备全

景信息的实时监测网络。 

3）电力能源装备多源时空信息融合的健康状态

诊断理论及方法，包括电力能源装备多源时空信息

间的耦合关系，多源时空信息融合理论及方法；融

合多源时空演变信息的电力能源装备健康状态诊断

理论及方法；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电力能源装备运

行风险和安全域估计方法。通过上述研究，实现基

于全景信息的电力能源装备健康状态监测和诊断。 

3.3  基于全景信息的电网智能分析运行控制 
当前，基于全景信息的电网智能分析运行控制

研究仍然存在不足，难以支持未来智慧电网社会–

物理–信息高度耦合；实现广域信息感知与云边协

同；采用物理–数字孪生技术支撑物理系统分析管

控；广泛采用人工智能介入控制决策，系统具备自

寻优、自校正、自愈能力的愿景。主要存在的不足

可以概括为如下 3 个方面：①信息–物理耦合下复

杂广域系统数据质量较低、数据安全问题仍有待解

决；②数据–物理联合驱动的广域大系统与用户信

息感知与建模理论和方法仍需突破；③基于人工智

能的电力系统分析与控制方法其可信性、可解释性

与可迁移性还有待提高。 

因此，以下关键问题应该作为未来的研究重点： 

1）信息–物理系统大数据集成与信息安全，包

括社会物理信息系统混杂数据特征下的数据自洽

融合、数据质量提升与高效利用，电力系统从信息

化到数字化的提升方法；信息–物理系统针对网络

攻击的智能识别与安全防控方法与技术；满足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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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安全、高可靠要求的 5G 通信组网与高速通信技

术。通过上述研究，解决信息–物理耦合下复杂广

域系统数据质量与数据安全问题。 

2）数据–物理驱动的广域大系统及用户信息感

知与建模，包括基于量测数据的源网荷储动态特性

在线建模与辨识方法；反映广域大系统复杂动态特

性的智能模型；数据驱动建模的理论精度上界以及

理论精度下界；模型–数据驱动的用户侧分布式资

源的建模、特征信息提取以及聚合方法。通过上述

研究，增强复杂大系统可观性并实现其有效特征信

息提取。 

3）双高电力系统分析、控制、调度与规划的

集成化智能，包括数据驱动的双高电力系统复杂行

为关联分析与因果推断机理；面向电力系统分析与

优化的可信、可解释、可迁移的人工智能方法；基

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双高电力系统规划、在线稳定评

估和控制方法；基于电力物联网与人工智能的配电

网云–边协同运行调控技术；综合能源系统广域自

适应协同控制与动态规划方法。通过上述研究，使

电网分析与决策能够充分利用电网信息感知以及

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双高电力系统安全稳定与低碳

高效运行。 

4）物理–数字孪生系统构建机理与协同互动，

包括数据驱动的相关性模型与知识驱动的因果性

模型融合方法；高效的多物理场仿真方法以及场路

耦合的优化方法；面向多应用场景的配电网多颗粒

度孪生建模与高效求解技术；物理系统与数字孪生

系统动态实时映射与协同控制。通过上述研究，构

建支撑复杂大系统运行与规划的数字孪生平台与

仿真工具。 

3.4  智慧电网展望 
智能电网概念提出的十余年以来，通讯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芯片技术、材料技术都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这些技术将推动智能电网向智慧电网

演进。智慧电网涉及电气、材料、微电子、光学、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信息通信等多个学科领域的交

叉,需要从电网先进传感理论与技术、电力能源装备

智能感知技术和基于全景信息的电网智能分析运

行控制 3 个方面实现突破。在传感层，实现特征参

量微弱信号高灵敏感知和参量融合，提高复杂工况

适应能力，研制低功耗传感芯片，实现电力系统边

缘智能；在设备层，研究电力能源装备的全景信息

感知理论和检测网络，实现多源时空信息融合的精

准健康状态诊断与寿命预测；在系统层面，实现信

息–物理系统大数据集成与信息安全，基于数据–物

理联合驱动开展用户信息感知与建模，提高基于人

工智能的电力系统分析与控制理论的可信性、可解

释性与可迁移性。在未来 5~10 年内，通过传感层、

设备层和系统层的协同发展，期望能够在智慧电网

建设方面取得显著进步，助力我国能源转型与碳中

和重大战略目标，提升我国电力领域科技竞争力。 

4  结语 

能源转型与碳中和对于电力系统提出了新的要

求，未来电网面临“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并网”以及

“高比例电力电子装备并网”的“双高”挑战。同

时，电力系统数字化转型方兴未艾，传感器技术、

通讯技术、智能电力装备以及电力系统集成化智能

技术快速进步，为电网可观性、可控性以及智能化

的提升带来巨大机遇。本文基于第 265 期“双清论

坛”，以“全景信息感知及智慧电网”为主题，对关

键基础性科学问题进行了凝练与展望，对于电网先

进传感理论与技术、电力能源装备智能感知技术、

基于全景信息的电网智能分析运行控制 3 个方面的

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总结了现阶段的

不足与未来研究重点，期望对于我国电网未来发展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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