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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电力数字化综合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何 威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巴东县供电公司  湖北巴东 

【摘要】电力企业建设发展过程中，不断扩大电网规模，增强供电能力，各个行业对电力需求量日益

增加，同时提出更高要求，需要供电企业应用创新型的管理模式有效突破传统管理体系存在的局限性。电

力企业的较多应用系统中实现信息化，但是在现实应用中各个系统各自独立，需要在管理中重复输入数据，

或者利用系统之间的接口交换数据，造成信息数据难以实现实时共享。因此，电力企业要结合实际情况和

需求，合理设计和实现数字化综合管理系统，提高各项工作效果。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市场环境

发生较大变化，电力体制改革获得突破性进展。电力企业在该种新形势下，需要不断增强自身竞争意识，

更多注重电力数字化管理，转变工作重点，创新电力管理模式，提高自身综合实力。本文主要针对电力数

字化综合管理系统的设计和实现进行分析，希望对电力企业持续发展提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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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lectric power enterprises, the scale of the 
power grid is continuously expanded and the power supply capacity is enhanced. The demand for power in various 
industries is increas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higher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It is necessary for power supply 
enterprises to apply innovative management models. limitation. Informatization is realized in many application 
systems of power enterprises, but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each system is independent, and it is necessary to 
repeatedly input data in management, or use the interface between systems to exchange data,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realize real-time sharing of information and data. Therefore, power enterprises should rationally design 
and implement a digital integrated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needs to improve various 
work effects. The reform of my country's market economy system has been deepened, the market environment has 
undergone major changes, and the reform of the power system has achieved breakthrough progress. Under this new 
situation, electric power enterprises need to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ir awareness of competition,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igital management of electric power, change the focus of work, innovate the electric power 
management mode, and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strength.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wer digital integrated management system, hoping to improve the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ower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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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化管理概述 
数字化管理主要借助计算机网络，采用先进通

信技术提高管理质效，实现管理目标。产品生命周

期管理、企业资源计划不断普及应用，企业针对新

技术、产品研发能力、成本管控能力等多个方面具

有明显提升。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形势下，产品

和服务质量成为企业关注的重点。企业在传统质量

管理工作开展中，信息采集不合理、频繁出现质量

问题等对管理成效产生不良影响，同时在质量监控

过程中难以严格按照相关规章制度，大大降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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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数字化管理是达到现代高标准管理目标的主

要措施。 
2 数字化控制技术于电力管理中的运用分析  
电子计算机系统的迅猛发展给处理电力安全性

弱化的情况指明了方向，信息技术的关键运营途径

就是数字化的控制，利用信息系统中的数字化系统

能够把经济、技术和生活有效的统一在一起，借助

其强大的数据供应水平，来进一步提高运行效率。

把数字化技术融入到电力管理中，通过和智能化控

制技术及网络信息系统的融合，更好的为人类提供

服务。  
数字化电力从信息收集到对电力的分析和对电

力的管理是个完整的程序，比如，数据的智能、完

整的收集，利用 BPA 等系统来计算与仿真研究电网

结构，实现电力的全数字及时虚拟，以电力的动态

安全监控预警为基准来对电力进行预防性管理和紧

急管理等，这些技术都是相互联系的，利用数字化

电力系统来统一的分析与完善，统筹控制实现各系

统之间的有效合作，从全局出发来开展各种业务。 
加强电力管理过程数字化、信息化系统的使用

与发展，对推动电力公司的管理和发展有着非常重

要的现实作用。数字化电力和电力管理是指通过采

用数字化、信息化系统来严格管理与控制电力系统，

进而使之可以更好的推动供电单位管理供电工作，

进而提升电力系统管理的效率及经济利益，促进供

电单位的健康发展[2]。现今是数字化、信息化迅猛

发展的关键时期，提高电力公司的数字化质量对促

进企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将数字化

控制技术引入电力管理中，提高电力公司的数字化

质量，科学规划电力系统，进而加强电力运行模式

和运行环节的监控与管理，提升电力管理的效果，

推动电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 数字化电力的特征  
数字化电力最显著的特征是具备很强的自愈作

用，其是指在电力管理环节可以借助其本身所具有

的智能检测系统来更新和监控电力装置，在保证电

力安全运 
作的同时，确保电力系统在遇到意外情况时可

以及时的进行处理。另外，数字化电力可以有效提

高供电质量，可以为广大电力公司及用户带来更加

高品质的电力供应，在提高供电效率的基础上推动

企业的发展。 
4 数字化电力数据集成的特点及意义 
通过在配电结构中引进及发展数字化控制，提

高电力企业配电的数字化、信息化水平，针对做好

供电单位的电力管理工作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经

过对供电系统进行信息化改造，能够更好采集和获

得电力运行信息，但在电力的数据集成中，其最重

要的方法就是促进国家电网调度信息网络和无线网

络信息的有效结合，促使采集到的各种信息可以迅

速、精准的传送到控制中心内得到及时分析与处理，

另外，在电力管理中采用数据化控制技术时，供电

过程的各类信息、数据均会严格根据相关的信息系

统进行集中的保存和处理。 
加强数字化电力的创建对电力管理工作具有非

常重要的促进意义和推动作用，在信息化电力系统

的创建环节不但要对电力进行深入的改革，更关键

的是要对原始的电力系统进行革新与优化，同时，

对电网中隐藏的问题实施有效的处理，进而更好的

管理电力系统。其中，在促进数字化电力数据集成

的时候，要求把数字化技术视为电力发展的前提，

实现数字化、信息科技和供电系统的有效统一，提

高供电单位的数字化和信息化质量，并创建科学的

数字化数据处理系统，进而严格对供电系统进行数

字化检测和控制。当前，逐渐多的新技术被使用在

电力管理中，电力的安全运作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密

切相关，加强数字化、信息化系统在电力管理过程

的使用，推动电力管理的综合化、结构变革，进而

促进电力管理可以更加安全稳定。数字化控制技术

可以对电力系统进行全面优化，且通过创建相关的

数字化处理系统来实现各类数据信息的采集和处

理，在便利、快捷的同时还可以更好的促进各种数

据之间横向、纵向关联，通过网状的建立来全面促

进电力管理。 
5 输配电调度自动化系统 
（1）EMS 主要包含支撑系统、电网分析应用。

①相关设计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实现智能化网络建

模，采用电网结构信息，借助拓扑算法自动形成数

据库，针对性输入相关设备的各项参数，达到其和

图形的有效融合。②电网分析应用能够估计单枪实

时运行状态，辨识坏数据，通过获得更加全面有效

的数据断面，从多个层面有效检验出异常数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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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出警报，获得良好的在线网络分析和管控效果。

③预测短期负荷，便于人们掌握最短时间内电力系

统的实际负荷，制定有效预防措施，避免各项安全

事故的发生，合理控制电压。④预报负荷，电网分

析应用提供具有时标的系统环境数据，有利于结算，

同时能够分析和维护量测系统，进行各项信息和数

据的对比分析，诊断出电力系统中存在故障问题。 
（2）DMS 设计过程中，需要设计人员结合实

际需求创建多个功能模块，更加符合数字化综合管

理的实际需求。①网络分析，能够高效进行网络建

模、监控，同时能够预测符合、计算短路等。②操

作和用户管理，包含操作模拟、提供电价报告、电

量计费等多项性能。③停电管理，能够有效检测故

障、执行命令、恢复供电等。④GIS 应用，能够有

效管理设备、规划电网、控制负荷。 
6 MIS 设计和实现 
供电企业的 MIS 在应用过程中主要包含供电网

络、日常生产管理等功能。供电企业中产品生产、

营销和应用一体化和企业内外部具有繁杂的原料供

求关系特征，主要将 MIS 设计成不同层次，包含生

产、设备等管理功能，同时具有数据收集、处理、

储存、统计和分析等多个方面的系统，应用相同体

系、编码、数据库和编程语言，保证接口的标准性。

MIS 设计过程中需要设计人员注意网络、功能 和数

据集成。供电企业资源系统数据主要分析电网设计

的各电气元件属性、状态量，同时处理电力系统业

务数据中包含电力二次系统、调度自动化、电量计

费、电力营销、配电自动化和负荷管理等各个系统，

并且涉及数据主要包含设备参数、故障问题信息、

统计处理等信息。 
7 营销系统 
营销系统体系结构： 
（1）应用逻辑层次。应用逻辑层次是电力营销

数字化管理系统的最直观表现，主要有三个表现层

次，即应用表示、业务处理、数据存储，其中应用

表示层主要功能在于将数据展示在用户层，并实现

与用户的交互，此时用户可以通过直接操作向业务

处理层、数据储存层进行操作，实现业务处理或数

据调度等；业务处理层主要功能在于，显示业务流

程的逻辑表现，例如系统的校验、统计、分析及更

新等功能；数据存储层为所有数据的终端，主要功

能在于数据保存，该层次与上述两层相互连接，以

供用户进行数据查询或者调度等操作。 
（2）二层结构。可采用 US 结构，在此结构当

中，应用表示逻辑与业务处理逻辑驻留在同一个进

程中，所有的应用程序逻辑将被布置在客户端、服

务器当中，此时当出现数据传输请求，客户端会率

先接受到请求并将其发送到服务器端，服务器端接

收到请求之后会数据库当中找到相应的应用程序逻

辑，通过后将数据返回客户端即完成了请求处理。

但 US 结构是一种传统结构，在早期研究理论中得

知，其存在三个主要缺陷，即其数据传输渠道较小，

在现代庞大的电力信息条件下，会导致网络负担增

加，引起服务器性能下降，同时还可能出现传输堵

塞问题。 
（3）三层结构。将三层结构与上述二层 US 结

构相互融合，在源代码页面抽取 US 结构的功能程

序代码，将此代码替换三层结构中相同部位的代码

即完成了融合，融合之后二层结构代码会在三层结

构内运行，但其缺点并没有被带过来，在三层结构

中，二层中业务处理逻辑源代码将会进入中间层服

务器，实现了应用业务逻辑、客户界面分隔；当应

用需求改变，直接在应用服务器上进行修改即可，

不涉及客户端，因此通过三层结构可消除二层结构

的弊端，同时有利于系统伸缩性、灵活性的提高。 
8 安全防卫系统 
该系统主要负责供电网设备的实时监控工作，

设计人员需要全面提升系统的安全可靠性，研发和

应用安全防护程序，实现专机专用，避免工作人员

的操作不当等相关行为产生系统错误，同时采用软

件方式禁止用户开展和数字化综合管理系统不相关

的操作。系统中设计防护程序主要包含控制台设计，

当操作系统开启控制后台，该控制台能够自动屏蔽

该操作系统，同时时间同步、数据库、监测等程序

设计成计算机启动程序，实行周期性检测；安全防

护管理设计，能够有效抵御外来病毒入侵，保护系

统。 
9 三维仿真系统 
该系统主要包含三维场景设计，采用现代化虚

拟现实、GIS、三维建模等技术在计算机中创建实体

模型，提供空间仿真支持，同时利用三维图形方式

展现地貌，借助视频、音频措施，展示整个电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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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三维场景管理设计，虚拟场景管理能够有效符

合系统数据量要求，同时符合系统浏览查询速度需

求，场景运行浏览需要借助空间检索形式和载入功

能，迅速浏览和存储大量信息数据。 
结束语：电力数字化综合管理系统的设计和实

现应用，能够有效实现配电网生产、检修管理等多

个方面的自动化，有效进行信息数据的实时共享，

全面提高各项资源的实际利用效率，同时为供电企

业电力产品市场营销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和保障，

同时能够为现场工作提供更好的服务，呈现出安全

稳定、先进实时性、便于维护管理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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