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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电网

能源行业

智能电网数据管理解决方案助力 
公用事业公司改进总体系统运营

降低相量测量单元（PMU）技术的成本和复杂性，同时
提高可扩展性，降低风险。

要点综述

当今的能源输送与分配（T&D）系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为此，电力公用事业

公司纷纷寻找创新的智能电网技术，以便更容易地监控和管理其输送与分配系统的健康状

况，并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潜在地避免停电故障改进客户服务。相量测量单元（PMU）

是一种新兴的重要设备，可用于评估电力线条件，使公用事业公司能够为电力线加载接近

其极限的负荷。然而，许多 PMU 和相关数据管理解决方案仍在不断演进，当前可能非常

昂贵、非标准或非实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戴尔*、英特尔、National Instruments* 和 

OSIsoft* 携手合作，共同开发了一款端到端同步相量数据管理解决方案，将高性能计算、

网络和存储完美结合在一起，以提供实时、切实可行的数据。除了可以帮助公用事业公司

提高效率以外，这一经济高效、可扩展的解决方案还基于开放的非专有架构，旨在提高兼

容性和加速与传统系统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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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够从这一解决方案中获益

公用事业公司工程师、能源经理、系统集成商、IT 经理和技

术人员是本文关注的主要人群。智能电网自动化计划要求明

确定义的群体的参与，包括运营、维护、工程、管理和培训

等。为了取得成功，该计划要求各层级人员的全心投入与精

诚合作，参与的每一个人都要了解基本原则，并为各项工作

提供鼎力支持，以获取重要技术数据。这一端到端同步相量

数据管理解决方案为各项技术和方法提供了强大基础，能够

支持公用事业公司和系统集成商使用这些技术与方法实现预

期的消费者参与目标。

来自分布式 PMU 的广泛信息将使公用事业公司和系统集成商

能够更有效地评估其独立运营的系统的动态性能，从而更可靠

地向消费者输送电力：

消费者可获得更高水平的服务，减少供电中断和停电次数。

公用事业公司可以提高电力输送效率，获得电力线问题的早期

预警，同时更好地解决供（如可再生能源）需（如电动车辆）

不确定性。

系统集成商可使用基于开放标准的解决方案，以及专为实现出

色连接性、可管理性和安全性而设计的英特尔® 架构系统，更

轻松地部署同步相量技术。虽然高级监控技术至关重要，但获

得有效的洞察信息也必不可少，以支持企业建立成功的战略和

举措。诸如同步相量智能电网数据管理解决方案等高级分析工

具能够帮助系统集成商发现趋势和构建预测模型，推动公用事

业公司提供面向未来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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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智能电网技术

根据美国电力研究所（EPRI）的调查，改造美国电力系统和构

建智能电网的优势，远远超出所付出的成本。该研究所预测，

实施全功能智能电网的投资在 3,380 亿美元（USD）到 4,760 

亿美元之间，而可带来的惠益在 1.3 万亿美元到 2 万亿美元1，

或者超出支出的四倍以上。

同步相量技术在开发智能电网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它能够使公

用事业公司更全面地了解输送与分配系统的状况。例如，PMU 

可测量电力线上电压和电流的振幅、频率和角差，添加时间

戳，并发送数据到相量数据集中器（PDC）或控制中心，以作

进一步处理。这些同步化相量测量操作可在每条电力线上每秒

获取多达 120 个采样，能够显著提高整个广域电力系统的情况

感知能力，使控制室操作员可以更快地发现和应对可能引发服

务中断的问题。同步相量技术可帮助公用事业公司克服能源行

业存在的多个关键问题，包括：

•	 能源损失：当长距离输送电力时，可能由于熵而损失高达 

50% 的热量。这些损失可通过使电力线处于最佳状态而

减少，借助同步相量技术提供的准确的实时电源数据，公

用事业公司将能够轻松完成这一任务。

•	 多变的可再生能源：随着更多间歇式电源（如风力和太阳

能）的推出，电网的容量将变得更加难以预测。此外，当

今的配电网无法有效处理可再生能源的多变性和分布式特

性，从而会增加逆向电流、设备性能降级和潜在故障的几

率。利用同步相量技术，公用事业公司操作员可以更好地

评估电网的电力情况，并采取措施以最安全、最有效的方

式控制电流。

•	 电动车辆：驾驶电动车辆的消费者通常会加倍其家庭用电

量，这会给电网带来巨大的新负荷。此外，充电站越来越

普遍，随之产生了对能够处理如此大型、不可预测负荷的

配电系统的需求。同步相量技术可提供准确、实时的数

据，使电网能够灵活应对这些负荷。

•	 停电检测：如今，当客户打电话报告停电事件时，许多公

用事业公司首先要了解此情况。相反，通过在电网上部署

传感器和同步相量技术，公用事业公司将能够立即获得服

务中断警报。

•	 不稳定性检测：通过使用同步相量技术高速测量电网设

备，公用事业公司能够快速识别不安全状态并做出相应调

整，以防止发生诸如轮流停电等严重情况。

•	 客户参与：公用事业公司正在越来越多地开发智能电网门

户等工具，指导和激励消费者管理其能耗。没有客户的参

与，公用事业公司可能出现客户抵触风险，并可能使投资

陷入风险之中。借助领先技术，公用事业公司将可以更好

地了解客户需求和意愿。更重要的是，公用事业公司还能

够将这一电网数据扩展到商业智能，用来定制未来的产品

和服务。

•	 安全性：通常情况下，都是消费者首先通知公用事业公司

有关电力服务中断的情况。之后，公司会派遣现场工作人

员去诊断问题并手动恢复供电，这些人员要在非常接近强

大电力负荷的环境下工作。同步相量解决方案能够帮助避

免此类情况。它可以支持公用事业公司监控和预测不断变

化的系统条件，并触发自动纠正措施，从而无需派遣支持

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业务挑战

同步相量技术使电网操作员能够测量电网的健康状况，以改

进系统可靠性并降低成本。然而，大多数可部署的解决方案

还不够成熟，尽管部署已开始，但大部分部署一直受到限制

且规模较小。如今，高昂的成本和复杂性，以及各种各样的

问题，已经成为阻碍这一技术实现广泛采用的重大因素。具

体问题包括：

•	 网络通信：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网站显示，PMU 能

够积累大量数据；因此，基于光纤、有线或卫星的电信技

术在编译同步相量数据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例如，一家

公司从 60 个 PMU 转发数据可能需要两条专用的 T1 线

路。建立必要的通信网络当前已成为导致许多同步相量数

据实时应用场景无法实现的的一个重要阻碍因素。PMU 

设备本身比较经济，通常是标准设备上的一个可选功能，

但增加必要网络基础设施的成本通常较高。美国能源部在

智能电网拨款（SGIG）计划中所收集的数据则有力证明

了这一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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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性能：在描述未来电力系统呈爆炸式增长的数据时，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助理教授 Chakrabortty 博士表

示：“随着此类数据量变得日益庞大，系统运营商面临

的主要挑战将是部署快速且强大的算法，以帮助他们从

此类数据中提取重要模式和信息。这些算法的应用包括

针对广域监控的过滤和预测建模，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

尺度针对可再生能源注入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辆的拥堵

影响分析，以及使用 PMU 数据准确预测处理延迟和通

信延迟的统计方法等。” 3

•	 数据管理：在撰写有关开发智能电网方面存在的技术挑战

时，EPRI 表示：“数据管理是许多职能中最耗时、最困难

的任务，必须以一种可扩展到巨大规模的方式来解决。数

据管理是指收集、分析、存储和提供数据给用户和应用的

各个方面，包括数据识别、验证、准确性、更新、时间标

记、跨数据库一致性等问题。适用于少量数据的数据管理

方法在应用于大量数据时，经常会失败或变得负担过重。

配电自动化和客户信息会生成大量数据。” 1

•	 互操作性：使用同步数据的新应用将成为整个电力系统运

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减轻这种精心设计的高精度测

量基础设施的风险，需要同时在设备和系统级进行适当的

互操作性和应用性能测试。4

电网上的所有设备均为传统设备，并且已使用多年。现有

系统和组件必须进行封装和重新设计，以兼容新的标准和

创新。在互操作性方面，公用事业公司将需要持续努力保

持与已有传统系统的互操作性，同时解决将需要在电网中

部署的全新设备、系统和域之间的对接。5

解决方案概述

戴尔、英特尔、National Instruments 和 OSIsoft 联合开发

了一款端到端智能电网同步相量数据管理解决方案，旨在显著

改进能源输送与分配（T&D）系统效率。如图 1 中所示，该

解决方案包含用于衡量电力线电压和电流的传感器；用于处

理输入的测量数据的 PMU；用于整合数据的相量数据集中器

（PDC）；以及用于生成切实可行的可视化数据的数据管理

系统。现在，公用事业公司可以经济高效地部署信息技术，

利用来自数亿次终端测量的稳定数据流精确管理输送与分配

（T&D）系统。

图 1. 端到端智能电网同步相量数据管理解决方案

相量数据集中器
（PDC）

制定决策
控制系统
归档数据

数据采集

数据整合

数据分析和
可视化

数据存储
控制中心

（地区或中心）

PMU PMU

同步相量数据管理解决方案采用了许多行业正在使用的大容

量标准计算系统，以降低部署成本和复杂性。例如，National 

Instruments 提供的数据采集设备是一种高度可配置的数据采

集系统，不仅可用于电力行业，而且还可用于石油和天然气、

制造和交通运输等行业。同样，戴尔服务器、存储硬件、网络

设备和客户端工作站都是在各个行业使用的标准产品。该解决

方案全面采用了英特尔® 处理器，包括 PMU、提供高性能计

算和存储的服务器、以及提供报告和可视化服务的操作员设备

等。英特尔处理器的使用可显著简化该解决方案的集成、连接

性、安全性和可管理性工作。此外，这些设备的规模制造优势

还可为该解决方案带来巨大的成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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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NI* cRIO-9082：基于英特尔® 酷睿™ i7 处理器、并采用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的控制器和 LX150 FPGA

图 3. 相量数据集中器（PDC）
基于 19 英寸戴尔* 服务器机架

数据采集

这一端到端同步相量数据管理解决方案使用基于英特尔® 酷睿™ i7  

处理器的 National Instruments PMU（见图 2）测量电流和

电压值，并据此确定电力线的状态。辅助系统包括电能质量

分析仪，以及一个用于实施各种智能控制与保护设备的平台。

National Instruments 设备可安装于变电站机架、立杆或坚固

便携的盒子中，能够在任意位置测量电网的电力情况。

数据整合

解决方案使用戴尔 19 英寸服务器运行相量数据集中器（PDC）

软件，由该软件从多个 PMU 收集数据，根据时间调整数据，

然后传输至数据管理系统。这些服务器采用了英特尔® 至强™ 处

理器 E5 家族，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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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OSIsoft* PI System 的主要功能

收集 归档处理 查找 分析 可视化 交付图 4. OSIsoft* PI System 概览

制造控制网络数据源 DMZ 客户端应用/公司局域网

第三方历史关系数据

电力泵

阀门

制动器

马达

变压器

其他数据来源  

压力传感器
人工数据

PLC/INSTRUMENT
SYSTEMS

PI 接口节点

PI 服务器

客户端应用

客户端应用

SCADA/DCS

LIMS SYSTEM

数据分析和可视化软件

实施广域测量系统（WAMS）所需的大数据收集与管理基础

设施由 OSIsoft 提供，这是一家面向电网解决方案的实时数据

与事件基础设施领先提供商。具体而言，OSIsoft PI System* 

负责收集、分析并归档由 PMU 和相关传感器生成的海量数

据，如图 4 所示。此外，PI System 还提供了高级可视化、高

级分析与早期预警机制，以帮助实现情况感知能力。借助 PI 

System，公用事业公司能够检测到不断变化的电力干扰，并采

取措施避免导致大范围的停电故障。

数据存储

公用事业公司需要工具收集、处理和存储 PMU 生成的海量数

据。通过与 OSIsoft 携手合作，戴尔开发出了一款采用三层存

储的数据管理解决方案，能够以适宜的性能与成本级别为每一

种用例出色管理数据。在第 0 层，基于 PCIe 的固态盘（SSD）

可提供超高吞吐量，能够为可视化与实时决策提供可靠支持。

在第 1 层，Compellent 存储上的固态盘能够提供快速响应能

力，可为频繁运行的分析工作提供有效支持；在第 2 层，

Compellent 存储采用了传统机械硬盘（HDD），以提供经济 

高效的存档服务。同时，它也可以进行扩展以满足未来需求。

这一解决方案将高性能计算、网络和存储汇集在一起，能够支

持公用事业公司实时管理数据和获得切实可行的结果。软件运

行于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 家族的服务器上。

攻克同步相量技术难关

这一端到端同步相量管理解决方案可帮助公用事业公司有效解

决所面临的众多挑战……

•	 降低	PMU	技术成本

大容量、标准化的系统可帮助大幅提高解决方案效率，同时

显著降低成本。此外，该解决方案还经过了验证和测试，从

而能够进一步降低公用事业公司的工程与开发成本和风险。

•	 满足高性能要求

OSIsoft PI System 性能指标评测模拟了使用 OSIsoft PI 

System 支持 230 多个 PMU 的情况，结果表明它能够实

现每秒超过 500,000 个事件（EPS）的归档数据速率，同

时还可以为历史数据分析提供 20,000,000 EPS 的检索速

度。如欲了解更多性能信息，请下载《基于戴尔参考架构的 

PIServer 2012 智能电网高速数据管理白皮书》。6

http://cdn.osisoft.com/corp/en/docs/whitepapers/WP_HighSpeedDataManagement_Dell.pdf
http://cdn.osisoft.com/corp/en/docs/whitepapers/WP_HighSpeedDataManagement_De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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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OSIsoft* PI System 的主要功能

收集 归档处理 查找 分析 可视化 交付

•	 管理海量数据

OSIsoft PI System 支持公用事业公司工程师与操作员通过

多种途径访问和处理实时数据与事件，以获得更深刻的业务

洞察。PI System 还能够存储并分析大量的流数据与事件，

帮助最终用户将信息与实际环境结合起来，并据此实时采取

行动，更出色地运营电网。

•	 确保互操作性

这一业经严格验证和全面测试的端到端集成解决方案由 IT 

与能源行业的可信赖知名厂商推出，旨在为行业打造一款开

放的架构。

技术

相量测量单元（PMU）

图 5 显示了 National Instruments PMU 的结构图。PMU 能够

从连接到电力线的电流和电压传感器获取模拟输入数据（每个

周期最高 833 个采样），对其进行过滤并转化为数字格式，然

后使用 GPS（全球定位系统）卫星接收器时钟的信息添加时间

戳。数据之后通过调制解调器被发送至 PDC。

National Instruments 智能电网设备在从端口到 PIN 的所有方

面均可使用常用语言进行编程，包括 LabVIEW、C 以及其他

基于文本的机械软件包等。这一可编程性可在标准（如 PMU 

C37.118）出现演进时，或在系统需要新的通信协议（如 IEC 

61850）时，支持系统进行现场升级。C37.118 是一项用于测

量电力系统电流和电压同步相量的 IEEE 标准，IEC 61850 是

一项变电站通信标准。PMU 的模块化架构和超过 100 种 I/O 

模块选项使得智能电网设备开发商能够轻松定制硬件，并与来

自各种厂商的传感器和交换机进行连接。

图 5. National Instruments* 相量测量装置（PMU）结构图

GPS 接收器

通信网络锁相振荡器

卫星

相量处理

模拟输入
（电力线） 

A/D转换器和
抗混叠滤波器

数据分析和可视化软件

OSIsoft PI System 极其安全，在正确部署后能够满足 NERC 

CIP 要求。它在电力和公用事业公司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可帮

助有效整合和关联 PMU 数据与传统运营电网信息。此外，该

系统还符合 C37.118 要求，这是一项用于测量电力系统电流与

电压同步相量的 IEEE 标准。

PI Server 的最新进展进一步提升了性能和可扩展性，能够更出

色地满足智能电网的计算与数据要求。例如，PI System 能够

执行实时计算，包括相角差和快速傅里叶转换（FFT）等，同

时还可支持公用事业公司检测到不断变化的电力干扰，并采取

措施避免导致大范围的停电故障。

OSIsoft PI System 的功能被细分为多项主要功能，如图 6 所示：

收集：连接到 PMU 以获取数据。

建立实时数据基础设施的第一个挑战是收集数据。凭借超过 

400 个不同的 PI 接口，PI System 能够收集并集成来自广

泛独立来源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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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档处理：收集、归档并提供大量数据。

通过充分利用最新的 64 位技术、英特尔® 多核处理器和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PI Server 能够以

亚秒级速度收集并处理实时数据。

查找：整理并快速找到数据，以优化业务决策。

PI System 支持用户使用多种方法查找所需信息。用户可

以根据特定 PI 标签属性、事件或通知搜索数据；也可以

使用 PI 特定功能和产品基于上下文搜索数据；同时还可

搜索通过标准协议访问的数据，包括 Object Linking and 

Embedding, Database（OLEDB）等。

分析：将实时数据和事件转换为切实可行的信息。

PI Analytics 包含多项产品，能够分析数据并生成关键性能

指标和切实可行的信息。即使只有很少开发经验，或者完全

没有经验，公用事业公司操作员也可以使用配置功能，应用

基于告警、摘要、统计质量控制和等式的计算。

交付：通过在恰当的时间，为正确的人员提供正确的信息，使

系统尽在人员的掌控之下。

OSIsoft 的 PI Data Access 2012 和 PI Notifications 2012 

共同提供了丰富的功能，可通过以恰当的方式，在正确的时

机和地点交付数据，使员工能够全面了解系统动态。

可视化：通过直观的可视化功能获得全面的运营信息视图。

PI System 能够为用户呈现有意义的数据，并提供工具帮助

他们做出明智决策。

数据存储与处理

根据客户要求和数据时间，戴尔解决方案提供了三层存储，支

持客户以最低成本获得最佳性能。然而，仅当用户能够从流数

据中高效获得切实可行的信息以用于日后分析时，这些高速测

量功能（每秒高达数十万次测量）的优势才能得以实现。戴尔

的智能电网数据管理解决方案与 OSIsoft PI System 相结合，

为这一分析提供了一款高效、可扩展的平台。

这一解决方案的参考架构采用了配备 PCI Express* 闪存硬盘

的 Dell PowerEdge 第十二代服务器，能够以近乎实时的速度

为电网操作员提供数据，让他们能够快速发现并评估配电网的

健康状态。Dell Force10 高性能 10/40GbE 网络交换机提供了

低延迟、高带宽吞吐量，能够高效处理整个系统的数据需求。

Dell Compellent 的自动化分层存储设备支持即时访问相关数

据，同时为存储历史电网数据以实现合规性提供了出色的灵活

性与可扩展性。这一存储设备采用 15,000 RPM SAS 硬盘来存

储时间在 30-60 天内的数据，同时使用 7200 RPM 硬盘来归

档七年或更长时间的时间。

戴尔智能电网数据管理（SGDM）解决方案使用了新一代计算

与存储架构，并配备了领先领先的软件，让公用事业公司能够

按需 “合理配置” 其 IT 性能。这一高性能服务器集成了闪存存

储来存储和分析实时输电数据，而工作站则被用来处理最近获

得的电力线数据。

简化智能电网开发

能源行业正处于巨大的信息演进浪潮的核心，这一演进

将为实现灵活、高效的智能电网奠定坚实的基础。为积

极应对这一转型，英特尔推出了英特尔® 智能系统框架

（ISF），该框包含一系列可互操作的解决方案，旨在以

统一、可扩展的方式促进各类设备的连接、管理和保护

工作。在电力和能源行业，开发人员可以使用此规范设

计广泛的设备，包括 PMU、嵌入式计算机、服务器和 

HMI 等。这一端到端同步相量数据管理解决方案中使用的 

National Instruments* PMU 和 Dell* PDC 便应用了该规范

中的设计建议，因此可轻松快速地进行集成。

英特尔® 智能系统框架可帮助简化智能系统的部署工作，

使设备制造商将他们的投资方向从实现互操作性转向全

面释放数据价值。该框架具备一些基础性功能，由来自 

Wind River* 和迈克菲*的软件和中间件等组件提供，可

有效满足连接、可管理性和安全性方面的需求。如欲了解

有关英特尔® 智能系统框架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

intel.com/intelligentsystems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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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组件

表 1 列出了这一端到端同步相量数据管理解决方案的主要解决

方案组件。

设备 组件 主要组成

PMU 3 个 National Instruments* cRIO 9082

• 英特尔® 酷睿™ i7-660UE 处理器

• NI* CompactRIO 基于 FPGA 的平台

• 面向电压、电流和 GPS 的 NI C 系列模块

• NI LabVIEW 系统设计软件

• NI Electrical Power Suite 工具包

PDC

4 台 Dell* Power Edge* R720 服务器

（支持扩展至最高 6 台服务器）

•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2690（每台服务器 2 颗）

• 192GB RDIMM、1333 MHz、低电压、每台服务器双组

• PERC H700 集成 RAID 控制器，每台服务器 512MB 非易 
失性高速缓存

• 2 块 300GB 15K RPM SAS SCSI 6Gbps 2.5 英寸硬盘

• 4 块 350GB 热插拔前置 PCIe* 闪存硬盘（安装于 2 台 PI 
Server* 2012 服务器上）

• x8 PCIe* 插槽 + 1，和 x16 PCIe 插槽

• 支持 IEEE C37.118 的 OSIsoft* PI 接口

网卡

• 英特尔® 以太网融合网络适配器 X520-DA2 来自戴尔* 的 
英特尔® X520 DP 10Gb DA/SFP+ 服务器适配器（每台 
服务器 1 块）

• Broadcom* 5720 QP 1Gb 网络子卡（每台服务器 1 块）

光纤通道主机总线适配器
• 2 块 Qlogic* 2562 双通道 8Gb 光纤通道 HBA PCIe，超薄 

（每台服务器 1 块）

控制中心

Dell Precision* T5500 工作站

•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X5690（每台服务器 2 颗）

• 48GB DDR3 ECC SDRAM 内存，1333MHz

• 2 块 300GB SATA，10K RPM 机械硬盘

• OSIsoft PI Server 2012

Dell Compellent* 存储阵列（20TB）

• Series 40 存储控制器（SC40）

• 3 个串行连接 SCSI（SAS）6Gbps 机柜

• 24 块 200GB ESSD 2.5 英寸硬盘

• 24 块 300GB SAS 15K RPM 2.5 英寸硬盘

• 12 块 2TB SAS 7.2K RPM 3.5 英寸硬盘

• SAS 6Gbps 后置

• 光纤通道 8Gb 前置

以太网交换机
• Dell PowerConnect* 6240 1GbE 交换机

• Dell Force10* S4810 高性能 10/40 GbE 交换机

光纤通道交换机 • 2 台 Brocade* 5100 光纤通道 SAN 交换机

表	1.	解决方案组件



总结

能源输送与分配系统不断演进，为负责可靠供电的公用事业公

司带来了巨大挑战。戴尔、英特尔、National Instruments 

和 OSIsoft 联手协作，提供了丰富的工具和基础设施解决方

案，可支持公用事业公司精确管理其输送与分配系统。这一集

成解决方案充分利用了来自 IT 和能源行业的可信赖知名厂商

的专长。

它构建于开放的非专有架构之上，显著改进了兼容性、集成速

度、与传统系统的互操作性和可维护性。由于它使用了大容量

标准化系统，因此也非常经济高效。该解决方案的组件经过了

严格验证和测试，可进一步降低公用事业公司的工程与开发成

本和风险。此外，由于该解决方案可进行扩展来支持任意规模

的 PMU 部署，因此公用事业公司还可以从小规模起步，然后

按需进行增长。

更多信息

戴尔：http://www.dell.com/smartgrid

英特尔：http://intel.com/go/energytech

National	Instruments：http://www.ni.com/power

OSIsoft：http://www.osisoft.com/value/industry/PowerUt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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