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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务来源、主要参加单位

1.1 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能源局综合司文件《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印发 2017 年能源领域

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及英文版翻译出版计划的通知》（国能综通科技【2017】

52 号），该项目计划编号为能源 20170787。

1.2 主要参加单位

主编单位：电力规划总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

北京智中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网经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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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编写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编写原则

1） 科学性：标准确定的技术指标科学合理，并能很好的指导工程实践。

2） 协调性：标准的技术规定与相关标准规定的协调配套，并在工程实际中

协调发挥作用。

3） 可操作性：标准发布后能够得到很好的实施。一是标准的规定具有现实

的可操作性，便于工程技术人员的执行；二是标准的编写符合统一的规定。本标

准含盖面广，不同情况的执行者可在标准中寻找需要的内容。在标准内容的文字

表达上，准确可靠、简明扼要，不模棱两可，不给执行者造成理解上的误差。

2.2 主要内容

适用于园区能源互联网规划研究报告编制。

主要技术内容：负荷预测、园区用能、能源供给、能源传输网络、能源二次

设备与信息系统、技术经济分析、节能环保分析等规划要点及关键环节。

3 标准的主要章节及简要内容

第一章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园区能源互联网规划的基本原则、能源需求与供给预测、能源

平衡、能源传输网络、园区用能、能源二次设备与信息系统、技术经济分析等相

关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园区能源互联网规划设计与建设的有关工作。

第二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节列出本标准所引用的其他标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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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术语和定义

本节对本标准用到的术语进行解释说明。

第四章 总则

本节对园区能源互联网的规划基本原则进行描述。

第五章 规划编制和规划目标

5.1 规划编制的内容及年限要求

本节对园区能源互联网规划编制应包含的内容、年限提出要求。

5.2 规划编制的主要流程

本节对园区能源互联网规划编制的主要流程提出要求。

5.3 规划目标

本节对园区能源互联网规划编制应达到的目标提出要求。

第六章 能源需求预测

6.1 一般要求

本节提出能源需求预测的基本要求，包括能源需求的类别及特性、基础数据

采集的外部要求及时间尺度，预测结果在时间及空间上的颗粒度，预测结果的包

容性、主要制约因素的统筹考量要求等。

6.2 能源需求预测方法

本节重点梳理各类能源需求的主要预测方法，针对各种能源形式提出适宜的

预测方法，并对预测方法的应用场景、数量及组合方式的选取提出必要的建议或

要求。

6.3 能源需求总量预测

本节针对多种能源形式（电、热（冷）、气）特点，提出能源需求预测的主

要内容、工作深度、主要成果，参考标准提出必要的说明。

6.4 能源需求分区预测

根据工作需求，对具备条件的地区，提出能源需求分区预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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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能源供给及平衡

7.1 电能供给

本节重点对工业园区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光伏，风机、地源热泵等）的建设、

接入电网提出规划要求；对工业园区本地电源（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典型工

业余热发电等）提出规划要求；针对本地分布式发电、自备电厂和外来电源关系

提出协同规划要求。

7.2 热/冷能供给

本节在目前相关热电联供、冷热电三联供已有规划标准基础上，结合园区能

源互联网发展趋势和要求，提出新的分布式供能规划要点；针对一些新型的电制

冷、电制热技术如工业电锅炉、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等在工业园区应用，提出

规划要求。

7.3 储能

本节针对各种储电、蓄热、蓄冷技术的特点及其在工业园区应用场景、容

量、技术特性、安全性、占地面积等，对各类储电、蓄热、蓄冷提出规划要求。

7.4 能源供给新业态

本节针对工业园区微电网、微能源网、有源配电网等提升分布式供电供能水

平，提出相关的规划要求；针对变电站+储能站+电动汽车快速充放电站（+数据

中心）综合供能方式；光伏+储能等提出规划要求；液化天然气、氢气、甲醇等

新型液体和气体能源供应提出规划要求。

7.5 能源供给耦合和优化

本节针对工业园区内部电-热耦合、电-气耦合典型场景和特点；针对外部能

源系统与内部分布式能源及储能的互补优化；针对多能源协同供给提升用户选择

权，提升可靠性和综合能效的潜在优化优势等，提出规划要求。

7.6能源平衡

本节结合地区能源资源条件、能源资源需求、能源资源价格、政策、环保等

因素，从足能源互联网可靠供能、经济性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对应的能源平衡

方案提出要求，对各类能源设施容量和规模提出规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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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能源传输网络

8.1 一般要求

本节提出考虑供电网络、供热（冷）管网、供气网络在内的园区能源传输网

络规划一般要求，包括统一规划、路径协调等。

8.2 电力传输网络

本节提出园区能源互联网中电力传输网络规划要求。

8.3 天然气传输网络

本节提出园区能源互联网中天然气传输网络规划要求。

8.4 热/冷传输网络

本节提出园区能源互联网中热/冷传输网络规划要求。

第九章 园区用能

9.1 一般要求

本节提出工业园区电、冷、热负荷分类分级要求。考虑不同级别（国家级、

省级、市级、县级等工业园产业园）；不同的产业类型（单一产业、混合产业、

上下游产业链聚集）；不同用电用能需求特点（以某种用能为主，或者综合使用

多种一、二次能源）；考虑园区工业、商业、居民等多类型用户大中型园区（经

济技术开发区等）。

9.2 用能互动

本节的互动可考虑可负荷具备互动的能力、不同能源形式的用能之间的互

动、同种能源形式不同负荷之间的互动、源荷储之间互动等。针对一些园区公共

设施、典型高耗电设备等的可调节、可中断特性提升改造提出规划要求；用能设

备设施和园区内源、网、储其他能源要素互动规划；园区内负荷对外部电力能源

系统提供辅助服务支撑改造规划；同一负荷用能来源的灵活转供能力规划：包括

电负荷通过电能路由器/智能软开关的负荷之间的互动、冷热负荷通过分布式空

调和集中式空调的灵活互动；对于燃气锅炉供热场景，规划一定容量的电热耦合

设备（电热泵），实现燃气负荷与电负荷之间（不同能源形式的负荷之间）的灵

活互动。

9.3 需求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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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针对一些园区公共设施、典型高耗电设备（包括一些通用的如电机类负

荷、以及一些特定工业专用的高耗电设备）的设备能效提升改造提出规划要求；

对园区电能替代、清洁能源替代等提出规划要求；除了重点包括电力需求侧管理

外，也包括冷热负荷管理，电能主要针对高耗能用电设备或可时间转移负荷的需

求侧响应，冷热负荷主要针对园区公共场所和一些要求不高的场所的供能，规划

上提出具备负荷响应上层调度需求的能力（可能不仅仅是设备改造，可能还有一

些信息管理和控制系统改造）。

9.4 个性化用能服务

本节针对工业园区不同产业不同用户对供能质量、可靠性等不同侧重需求，

提出规划要求，如对电能质量要求较高的某些制造业在园区发展的电力能源支撑

规划要求等。

9.5 用能增值服务

本节对设备用能分析、电能消耗监测服务等；对用能权源交易、用能设施升

级改造投融资、用能信息化等增值服务等提出规划要求。

第十章 能源二次设备与信息系统

10.1 能量计量与保护控制自动化

本节对园区发/输/供电系统、供冷/热系统、燃气系统的计量采集、基本监测、

保护控制和网络安全防护等方面提出规划要求。

10.2 通信系统

本节制定园区各类型能源数据采集及通信系统的技术原则，结合通信传输通

道质量及安全要求，针对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通信基础条件的园区提出相

应的数据传输方式和设备配置要求。

10.3 智慧能源管控平台

本节对智慧能源管控平台的架构、硬件设备及配套辅助设施、功能（主要包

括能源系统监控、能效诊断、能源系统优化）、数据采集、信息接口及安全等提

出规划要求。



DL 《园区能源互联网规划技术导则》编制大纲 能源 20170787

7

第十一章 技术经济分析

本章节主要内容为依据国家对建设项目经济评价的指导框架，提出对项目经

济效益进行初步评价的目的、原则、指标和经济比选方法。

11.1 评价原则

本节提出技术经济评价的基础条件、评价维度、应考虑的因素等。

11.2 评价指标

本节提出财务评价指标和经济费用效益等指标。

11.3 技术经济分析

本节提出经济比选的主要原则和方法。

第十二章 节能环保分析

12.1节能增效

本节对园区能源互联网规划在节能（节约能源、节约电量、节约电力）和能

效提升方面的效果分析，包括考虑的影响因素、分析方法流程等进行规划要求。

12.2 减排降碳

本节对园区能源互联网规划在减排（能源系统的噪声、土壤污染、水污染、

空气污染等）和降碳（温室气体）方面的效果分析，包括考虑的影响因素、分析

方法流程、减碳核算核查等进行规划要求。

附录

标准用词说明

条文说明

4 标准编制的进度计划、参加人员及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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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进度计划

总体进度安排初步拟定如下:

序号 时间 工作阶段 工作内容

1 2022.5 编制大纲

1.成立编制组，编制大纲初稿

2.召开大纲审查会

3.修改完善大纲，编制组分工协调

2
2022.6

-2022.7
征求意见稿编写

1.工作组集中工作，编写征求意见稿

2.完成内部征求意见

3.根据内部意见，修改完善征求意见稿

3 2022.7 征求意见稿函审 1.发送各单位征求意见

4 2022.8 送审稿编写

1.整理征求意见稿的返回意见，形成汇总表

2.工作组集中工作，根据征求的意见修改完成送

审稿

3.和征求意见单位反馈，完善送审稿

5 2022.9 送审稿审查 1.召开送审稿审查会

6 2022.10 报批稿
1.工作组集中工作，根据审查意见修改完成报批

稿

7 2022.11 报批 1.正式向标准管理机构报批

4.2 参加人员

序号 姓 名 单 位 名 称
职称/职

务

标准中

承担角色

1 李喜来 电力规划总院有限公司

教高/党
委常委、

总工程

师

项目负责人

2 李振杰 电力规划总院有限公司 高工 审核人

3 段 炜 电力规划总院有限公司 高工 校核人

4 孟 垚 电力规划总院有限公司 高工 起草人

5 沈钱锋 电力规划总院有限公司 高工 起草人

6 刘 伟 电力规划总院有限公司 高工 起草人

7 冯广宇 电力规划总院有限公司 高工 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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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单 位 名 称
职称/职

务

标准中

承担角色

8 李嘉逸 西南电力设计院 教高 起草人

9 秦浩庭 西南电力设计院 高工 起草人

10 吴 冲 西南电力设计院 高工 起草人

11 肖 汉 西南电力设计院 高工 起草人

12 夏 雪 西南电力设计院 高工 起草人

13 孙建伟 西南电力设计院 高工 起草人

14 郑竞宏 清华大学 副教授 起草人

15 勾奕昀 清华大学 硕士 起草人

16 朱守真 北京智中能源互联网研究院 教授 起草人

17 白晓民 北京智中能源互联网研究院 教高 起草人

18 冯泽健 北京智中能源互联网研究院 高工 起草人

19 黄毕尧 北京智中能源互联网研究院 高工 起草人

20 崔 凯 国网经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教高 起草人

21 郭 玥 国网经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工 起草人

22 原 凯 国网经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工 起草人

23 王云飞 国网经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工 起草人

4.3 单位分工

章节

编号
章节内容 编制分工

1 范围 电规总院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电规总院

3 术语和定义 电规总院

4 总则 电规总院

5 规划编制和规划目标 电规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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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编号
章节内容 编制分工

6 能源需求预测 西南电力设计院

7 能源供给及平衡 北京智中能源互联网研究院

8 能源传输网络 国网经研院

9 园区用能 清华大学

10 能源二次设备与信息系统 电规总院，西南电力设计院

11 技术经济分析 西南电力设计院

12 节能环保分析 北京智中能源互联网研究院

附录 随正文

标准用词说明 电规总院

条文说明 同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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