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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属

于能源监测技术领域，包括设备采集系统、能源

监测平台系统和客户端系统；设备采集系统通过

前端设备对现场的环境进行数字化和结构化；能

源监测平台系统是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的计算

和处理云中心，通过中心化的数据处理和计算将

前端设备采集数据转换成设备信息、设备状态和

设备数据；客户端系统以直观和可视化的图形、

文本化信息及流程状态图的方式提供实时能源

信息或历史能源数据查看和检索。本发明可现场

安装并且遵循低功耗设计原则，具备远程管理功

能方便部署与升级；可以充分保证企业生产信息

的安全；不但能完成工业标准协议透传，还能防

止非法入侵等网络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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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设备采集系统、能源监测平台系统和客

户端系统，采用云部署的方式通过部署两台服务器作为采集服务器和平台服务器；

设备采集系统通过前端设备对现场的环境进行数字化和结构化；

能源监测平台系统是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的计算和处理云中心，接收设备采集系统的

大量数据，通过中心化的数据处理和计算将前端设备采集数据转换成设备信息、设备状态

和设备数据；

客户端系统用于提供给终端用户使用，以直观和可视化的图形、文本化信息及流程状

态图的方式提供实时能源信息或历史能源数据查看和检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设备采集系统通

过摄像头、环境传感器、保护装置、直流屏、多功能表及安防装置作为采集设备，对需要监控

或监管的场景以数据的方式收集、采集并上传到能源监测平台系统。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设备采集系统可

以采用无线传输方式，将电流数据传送到服务器，云服务器采用双硬盘冗余设计，防止硬盘

故障数据丢失。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能源监测平台系

统将处理完的数据传给客户端系统，客户端系统以图形化、文本化信息及报表展示的方式

计算和处理完成信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能源监测平台系

统包括监测总平台、数据中心和能耗终端采集系统。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测总平台由能

耗监测终端系统、企业内部网络和用户构成，能耗终端监测系统通过智能网关以有线方式

实现与企业内部网络进行链接。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中心包括网

络服务器子系统、数据展示子系统和数据分析子系统，网络服务器子系统、数据展示子系统

和数据分析子系统通过高速光纤交换机实现数据通讯。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中心采用C/

S和B/S，B/S适用于用户交互量不大的应用，对于要求高速、频繁交互的可以采用C/S体系。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能耗终端采集系统的

最底层为智能电表、智能水表、智能气表及智能热表分项计量设备，是基础数据来源，支持

DL/T645-1997、CJ/T188-2004、GB/T19582-2008通讯协议。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能耗终端采集系统

通过采用标准的编码，进行被动式采集计量设备读数，智能网关通过485总线、MODBUS或无

线通讯方式将采集数据通过内部网络上传至采集网关集中器，采集网关集中器设置IP地

址，通过TCP/IP协议将能耗数据传至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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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能源监测系统，特别是涉及一种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属于能源

监测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我国的能源消耗中，工业是我国能源消耗的大户，能源消耗量占全国能源

消耗总量的70％左右，而不同类型工业企业的工艺流程，装置情况、产品类型、能源管理水

平对能源消耗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建设一个全厂级的集中统一的能源管理系统可以实现

对能源数据进行在线采集、计算、分析及处理，从而对能源物料平衡、调度与优化、能源设备

运行与管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0003] 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是企业信息化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企业信息

化系统的架构中，把能源监测管理作为系统中的一个基本应用构件，作为大型企业自动化

和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004] 由于能源监测需要与大量能源设备对接，因此也就存在许多缺陷，如存在以下缺

陷：

[0005] 1)能源设备是接入到不同的能源管理软件平台中进行数据转换，容易造成能源数

据计算不准确；

[0006] 2)能源设备接入标准不统一，不能计算所有能源设备的能源消耗；

[0007] 3)旧的能源系统涉及操作多，多次操作加大了操作人员负担。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使能源设备实现物联网

并进行监测，减少平台操作人员负担，避免造成数据错误。

[0009]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采用如下技术方案达到：

[0010] 一种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包括设备采集系统、能源监测平台系统和客户端系统，

采用云部署的方式通过部署两台服务器作为采集服务器和平台服务器；

[0011] 设备采集系统通过前端设备对现场的环境进行数字化和结构化；

[0012] 能源监测平台系统是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的计算和处理云中心，接收设备采集系

统的大量数据，通过中心化的数据处理和计算将前端设备采集数据转换成设备信息、设备

状态和设备数据；

[0013] 客户端系统用于提供给终端用户使用，以直观和可视化的图形、文本化信息及流

程状态图的方式提供实时能源信息或历史能源数据查看和检索。

[0014] 优选的，所述设备采集系统通过摄像头、环境传感器、保护装置、直流屏、多功能表

及安防装置作为采集设备，对需要监控或监管的场景以数据的方式收集、采集并上传到能

源监测平台系统。

[0015] 优选的，所述设备采集系统可以采用无线传输方式，将电流数据传送到服务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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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采用双硬盘冗余设计，防止硬盘故障数据丢失。

[0016] 优选的，所述能源监测平台系统将处理完的数据传给客户端系统，客户端系统以

图形化、文本化信息及报表展示的方式计算和处理完成信息。

[0017] 优选的，所述能源监测平台系统包括监测总平台、数据中心和能耗终端采集系统。

[0018] 优选的，所述监测总平台由能耗监测终端系统、企业内部网络和用户构成，能耗终

端监测系统通过智能网关以有线方式实现与企业内部网络进行链接。

[0019] 优选的，所述数据中心包括网络服务器子系统、数据展示子系统和数据分析子系

统，网络服务器子系统、数据展示子系统和数据分析子系统通过高速光纤交换机实现数据

通讯。

[0020] 优选的，所述数据中心采用C/S和B/S，B/S适用于用户交互量不大的应用，对于要

求高速、频繁交互的可以采用C/S体系。

[0021] 优选的，能耗终端采集系统的最底层为智能电表、智能水表、智能气表及智能热表

分项计量设备，是基础数据来源，支持DL/T645-1997、CJ/T188-2004、GB/T19582-2008通讯

协议。

[0022] 优选的，能耗终端采集系统通过采用标准的编码，进行被动式采集计量设备读数，

智能网关通过485总线、MODBUS或无线通讯方式将采集数据通过内部网络上传至采集网关

集中器，采集网关集中器设置IP地址，通过TCP/IP协议将能耗数据传至数据中心。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

[0024] 1、本发明提供的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解决“互联网、物联网、传感网”的关键技术

问题，通过对能耗数据的分析，审计单位面积的能源消耗，进一步查找和解决能源使用中的

浪费问题，达到减少能源费用。

[0025] 2、本发明提供的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能源全方位信息采集：数据采集管理器可

现场安装并且遵循低功耗设计原则，具备远程管理功能方便部署与升级。

[0026] 3、本发明提供的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信息安全防护：可以充分保证企业生产信

息的安全；不但能完成工业标准协议透传，还能防止非法入侵等网络攻击。

[0027] 4、本发明提供的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能源信息管理：能源监测管理系统可以充

分、有效的管理能源信息，建立好合理的能源策略。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按照本发明的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的一优选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加清楚和明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实施例及附图

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于此。

[0030]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提供的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包括设备采集系统、能源监测

平台系统和客户端系统，采用云部署的方式通过部署两台服务器作为采集服务器和平台服

务器；设备采集系统通过前端设备对现场的环境进行数字化和结构化；能源监测平台系统

是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的计算和处理云中心，接收设备采集系统的大量数据，通过中心化

的数据处理和计算将前端设备采集数据转换成设备信息、设备状态和设备数据；客户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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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用于提供给终端用户使用，以直观和可视化的图形、文本化信息及流程状态图的方式提

供实时能源信息或历史能源数据查看和检索。

[0031]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设备采集系统通过摄像头、环境传感器、保护装置、直

流屏、多功能表及安防装置作为采集设备，对需要监控或监管的场景以数据的方式收集、采

集并上传到能源监测平台系统，设备采集系统可以采用无线传输方式，将电流数据传送到

服务器，云服务器采用双硬盘冗余设计，防止硬盘故障数据丢失。

[0032]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能源监测平台系统将处理完的数据传给客户端系统，

客户端系统以图形化、文本化信息及报表展示的方式计算和处理完成信息，能源监测平台

系统包括监测总平台、数据中心和能耗终端采集系统，监测总平台由能耗监测终端系统、企

业内部网络和用户构成，能耗终端监测系统通过智能网关以有线方式实现与企业内部网络

进行链接，数据中心包括网络服务器子系统、数据展示子系统和数据分析子系统，网络服务

器子系统、数据展示子系统和数据分析子系统通过高速光纤交换机实现数据通讯，数据中

心采用C/S和B/S，B/S适用于用户交互量不大的应用，对于要求高速、频繁交互的可以采用

C/S体系，能耗终端采集系统的最底层为智能电表、智能水表、智能气表及智能热表分项计

量设备，是基础数据来源，支持DL/T645-1997、CJ/T188-2004、GB/T19582-2008通讯协议，能

耗终端采集系统通过采用标准的编码，进行被动式采集计量设备读数，智能网关通过485总

线、MODBUS或无线通讯方式将采集数据通过内部网络上传至采集网关集中器，采集网关集

中器设置IP地址，通过TCP/IP协议将能耗数据传至数据中心。

[0033] 在本实施例中，本实施例提供的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平台主要由设备采集系统、

能源监测平台系统和客户端系统三个部分组成，可采用云部署的方式通过在客户内部署两

台服务器作为采集服务和平台服务。

[0034] 在本实施例中，本实施例提供的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设备采集系统主要是前端

设备对现场的环境进行数字化和结构化的过程。通过摄像头，环境传感器，保护装置，直流

屏，多功能表，安防装置等采集设备，现场的需要监控或监管的场景以数据的方式收集、采

集并上传到能源监测平台系统。

[0035] 在本实施例中，本实施例提供的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能源监测平台系统是物联

网能源监测系统的计算和处理云中心。能源监测平台系统接收设备采集系统的大量数据，

通过中心化的数据处理和计算将前端设备采集数据转换成设备信息，设备状态，设备数据。

然后能源监测平台系统将处理完的数据传给客户端系统，客户端系统以图形化，文本化信

息，报表展示等方式能源监测平台系统的计算和处理完成的信息。

[0036] 在本实施例中，本实施例提供的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客户端系统是提供给终端

用户使用的，客户端系统以直观和可视化的图形，文本化信息，流程状态图等提供实时能源

信息或历史能源数据查看和检索。

[0037] 在本实施例中，本实施例提供的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设备采集系统可以采用无

线传输方式，将电流数据传送到服务器，云服务器采用双硬盘冗余设计，防止硬盘故障数据

丢失。

[0038] 在本实施例中，本实施例提供的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能源物联网的核心和基础

是通过互联网技术，将无处不在的终端设备和设施，包括传感器、移动终端、工业系统、智能

家居设施、视频监控系统等，通过各种无线、有线的通讯网络实现互联。通过在线实时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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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实现能源消耗过程的集中管控，结合信息融合技术，进而实现能源实时集中监测、报

告、控制、调度以及节能优化。如下是平台的能源管控平台实施图：

[0039] 在本实施例中，本实施例提供的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基于物联网技术的能耗监

控平台，分为设备层，控制层，信息层，在软件功能方面，可通过标准化、模块化配置，便于系

统快速构建和灵活使用。针对节能，可设计智能照明、空调系统节能控制模型、冷热循环系

统节能控制、锅炉变频控制等设备节能技术等一体的整体节能解决方案。

[0040] 在本实施例中，本实施例提供的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能源平台具有如下功能：身

份验证、GIS地理信息、数据采集、能耗数据实时监控、节能控制、图表显示、自动统计、节能

分析、数据存储、报表管理、指标比对、能耗信息统计、审计、公示、数据上传等功能。

[0041] 在本实施例中，本实施例提供的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能源监测平台系统主要分

成如下部分：

[0042] 1.监测总平台

[0043] 系统由能耗监测终端系统、企业内部网络、数据中心、数据中心和用户构成。数据

中心的网络服务器子系统、数据展示子系统和数据分析子系统通过高速光纤交换机实现数

据通讯，能耗终端监测系统通过智能网关以有线方式实现与企业内部网络进行链接。

[0044] 2.数据中心

[0045] 数据中心作为物联网的核心，是整个管理平台的支撑。管理平台可以采用C/S和B/

S，B/S适用于用户交互量不大的应用，对于要求高速、频繁交互的可以采用C/S体系。

[0046] 3.能耗终端采集系统

[0047] 终端监测系统的最底层为智能电表、智能水表、智能气表、智能热表等分项计量设

备，也是物联网的基础数据来源，准确与否对后续数据处理非常关键。支持DL/T645-1997、

CJ/T188-2004、GB/T19582-2008等通讯协议，可以实现各种计量表具的实时数据采集。对于

各类能耗采集，通过采用标准的编码，进行被动式采集计量设备读数，智能网关通过485总

线、MODBUS或无线通讯方式将采集数据通过内部网络上传至采集网关集中器。采集网关集

中器设置IP地址，通过TCP/IP协议将能耗数据传至数据中心。

[0048] 在本实施例中，本实施例提供的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解决“互联网、物联网、传感

网”的关键技术问题，通过对能耗数据的分析，审计单位面积的能源消耗，进一步查找和解

决能源使用中的浪费问题，达到减少能源费用。

[0049] 在本实施例中，本实施例提供的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能源全方位信息采集：数据

采集管理器可现场安装并且遵循低功耗设计原则，具备远程管理功能方便部署与升级。

[0050] 在本实施例中，本实施例提供的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信息安全防护：可以充分保

证企业生产信息的安全；不但能完成工业标准协议透传，还能防止非法入侵等网络攻击。

[0051] 在本实施例中，本实施例提供的物联网能源监测系统，能源信息管理：能源监测管

理系统可以充分、有效的管理能源信息，建立好合理的能源策略。

[0052] 以上部分经过软件算法处理，集成，进而成为系统完整的能耗监测管理系统，实现

包含能源数据采集、能耗管理、用能设备管理、能源平衡分析等在内的能源集成管控的平台

系统。

[005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进一步的实施例，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所公开的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构思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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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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