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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南方电力科学研究有限公司、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郑

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黑龙江工程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广州

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广东省南方电力职业培训学院、九州能源有

限公司、广州超级共识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

广州锦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电能通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影擎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广州保丽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电卓能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广东芬

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电力职业培训协会、广州市泓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志良、冯文胜、何文华、张传名、陈忠义、陈瑚、谢盛嘉、

王伟城、蓝建国、吴思进、林灿铭、张鹏、谢锡锋、张宗华、刘军、那泓、曹瀚天、

郑雪、蔡幼君、喻宙、陆伟林、蚁毓菁、雷超、罗汝洽、关民、孙科、吕少锋、叶嘉

宇、李海滨、苏福锦、苏先红。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广东南方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未经广东南

方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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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能交易区块链应用场景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

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能源行业电能交易区块链应用场景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

关用人单位的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

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令第3号

GB/T 31491-2015 无线网络访问控制技术规范

CBD-Forum-001-2017 区块链参考框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区块链 blockchain

区块链技术是指通过去中心化和去信任的方式集体维护一个可靠数据库的技术

方案。

3.2 公有链 public block chains

在无限群体上建立的区块链，世界上任何个体或者团体都可以发送交易，且交易

能够获得该区块链的有效确认，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其共识过程。

3.3 行业链 consortium block chains

由单一有限群体内部指定多个预选的节点为记账人，每个块的生成由所有的预选

节点共同决定（预选节点参与共识过程），其他接入节点可以参与交易，但不过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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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过程（本质上还是托管记账，只是变成分布式记账，预选节点的多少，如何决定每

个块的记账者成为该区块链的主要风险点），其他任何人可以通过该区块链开放的API

进行限定查询。

3.4 联盟链 consortium blockchain

联盟区块链是指参与每个节点的权限都完全对等，各节点在不需要完全互信的情

况下就可以实现数据的可信交换，联盟链的各个节点通常有与之对应的实体机构组

织，通过授权后才能加入或退出网络。联盟链是一种公司与公司、组织与组织之间达

成联盟的模式。

3.5 私有链 private block chains

是指电能交易区块链应用中，仅仅采取总账技术进行记账，可以是一个公司，也

可以是个人，独享该区块链的写入权限。

注1：私有区块链与其他的分布式存储方案没有太大区别。

注2：私有区块链可以应用在传统金融业、系统软件开发、政务、医疗、教育、养老等行业。

3.6 去中心化 decentralized

去中心化是区块链最基本的特征，指区块链不依赖于中心的管理节点，能够实现

数据的分布式记录、存储和更新。

3.7 匿名性 anonymous

是专指在电能交易区块链应用中，除非有法律规范要求，单从技术上来讲，各区

块节点的身份信息不需要公开或验证，信息传递可以匿名进行。

3.8 电能交易 electricity trading

针对电力商品或服务进行的买卖活动。包括电能交易、辅助服务交易、输电权交

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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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数字资产 Digital asset

区块链上可实现资产的数字化，从而具备不可伪造篡改、可追本溯源、逐笔清算

的特色。

注：在电能交易区块链中，发电量、电度电费、配电量、碳排放权等均可以实现数字化，在

区块链上登记、确权、流转。

3.10 智能合约 Smart contract

区块链上的智能合约将执行规则公开公示、不可篡改，在确保公信力的基础上，

排除任何第三方干扰，根据合约代码执行逻辑，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注：在电能交易区块链中，可将数字资产通过智能合约实现交易和管理。

3.11 跨链交易 Cross-chain transaction

跨链交易就是将信息和资产从一条链到另外一条链，实现交互。

注：在电能交易区块链中，系统外部区块链上的数字资产来参与交易，或系统内的链上资产

进入外部区块链完成交易和确权。

3.12 通证 token

是以数字形式存在的权益凭证，它代表的是一种权利，一种固有和内在的价值。

3.13 区块链钱包 blockchain wallet

是密钥的管理工具，它只包含密钥而不是确切的某一个代币;钱包中包含成对的

私钥和公钥，用户用私钥来签名交易，从而证明该用户拥有交易的输出权。

3.14 区块链浏览器 blockchain browser

建立在普通的中心化网络上，专门为用户提供浏览和查询区块链上信息。

3.15 哈希值 hash

是通过对文件内容进行加密运算得到的一组二进制值，主要用途是用于文件校验

或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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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助记词 mnemonic

一般由12、15、18、21个单词构成，这些单词都取自一个固定词库，其生成顺序

也是按照一定算法而来，是为了帮助用户记忆复杂的私钥（64位的哈希值）。

3.17 智能电表 smart meter

是智能电网（特别是智能配电网）数据采集的基本设备之一，承担着原始电能数

据采集、计量和传输的任务，是实现信息集成、分析优化和信息展现的基础。

3.18 共识算法 consensus algorithm

区块链系统中各分布节点对事务或状态的验证、记录、修改等行为达成一致确认

的方法。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供用电技术、电力营销、计算机网络技术、通信技术、物联网技

术应用、计算机应用、网站建设与管理、通信运营服务、软件与信息服务等相关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供用电技术、电力客户服务与管理、城市热

能应用技术、节电技术与管理、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系统与维护、云计算技术与

应用、物联网应用技术、智能控制技术、林业信息技术与管理、铁道通信与信息化技

术等相关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能源互联网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储能

科学与工程、智能电网信息工程、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

工程、通信工程、软件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专业。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供用电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应用、物联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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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计算机应用、网站建设与管理、通信运营服务、软件与信息服务等相关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区块链技术应用、供用电技术、电力客户服务与管理、城市热能

应用技术、节电技术与管理、计算机网络技术、云计算技术应用、物联网应用技术、

智能控制技术、林业信息技术应用、铁道通信与信息化技术等相关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区块链技术、智能电网工程技术、计算机应用工程、云

计算技术、物联网工程技术、现代通信工程、软件工程技术等相关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能源互联网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能源科学与工程、物联网

工程、通信工程、软件工程等相关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电能交易区块链应用】（初级）：主要面向发电、电网、售电、分布式能源、

综合能源服务、碳排放交易等企业，从事电能交易的区块链平台操作人员的工作岗位。

【电能交易区块链应用】（中级）：主要面向发电、电网、售电、分布式能源、

综合能源服务、碳排放交易等企业，在电能交易区块链平台上，从事电能交易的交易

人员的工作岗位。

【电能交易区块链应用】（高级）：主要面向发电、电网、售电、分布式能源、

综合能源服务、碳排放交易等企业，在电能交易区块链平台上，对电能交易进行负荷

预测、价格预测、方案制定、增值服务协同的交易管理人员的工作岗位。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电能交易区块链应用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

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电能交易区块链应用】（初级）：掌握电能交易区块链应用场景使用和平台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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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技能，具备发电、供配电、用电侧、分布式能源等电能销售、购入活动的电能交易

区块链服务平台上的系统操作，以及电能交易中的电价构成分析、发电响应、电网运

行、用户能源曲线分析等技能。

【电能交易区块链应用】（中级）：掌握电能交易区块链平台配置、数据 应

用和维护技能，具备电能交易实施、电能交易结算、电能交易管理等技能。

【电能交易区块链应用】（高级）：掌握电能交易区块链平台环境构建、平台监

控和运维技能，具备电能交易结算、交易管理和电力负荷、价格预测、交易方案制定

及增值报务协同等技能。

6.2 职业技能基本要求

6.2.1 电能交易法律法规知识

（1）熟练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供用电

合同等基本内容。

（2）熟练掌握电力建设、电力生产和电网管理、电力供应与使用、电价与电费、

农村电力建设和农业用电、电力设施保护、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电力知识。

（3）掌握合同各基本模块内容以及合同订立的过程。

（4）熟练掌握合同的变更和转让、权利义务终止、违约责任及追踪合同违约、

变更、转让、续签及终止事宜。

6.2.2 电力基本常识

（1）熟悉各类型发电企业的基本特点和发电的基本常识，和电能从发电企业到

用户价值分配的过程。

（2）熟悉电价核算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了解上网电价、输配电价的区别和收费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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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熟悉火电、风电、光伏、储能等不同类型电能原理、特点和区别。

6.2.3 电子商务基础知识

（1）熟悉掌握电能交易过程中的商务礼仪的含义、原则、作用，掌握应具备的

礼仪修养，并能运用到商务活动中。

（2）熟悉各类商务活动的工作流程，熟练掌握商务接待、通信、会客、谈判和

拜访的礼仪规范要求。

（3）熟悉网络商务礼仪的含义、原则、作用，掌握应具备的礼仪修养。

（4）熟悉常用网络商务语言的习惯，问候语言、交谈语言、答疑语言、纠纷处

理语言等。

6.3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电能交易区块链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电能交易基

础

1.1电价分析

1.1.1能根据电价目录清单的构成和用户用电类型

和接入容量，准确获取用户的目录电价。

1.1.2能依靠用户用电数据和当地考核标准准确计

算基本电费、电度电费和各项交叉补贴。

1.2 发电响应分

析

1.2.1能根据发电企业的动力来源类型和原理，和

发电企业发电的时间、空间发电能力分布特性及调

节特性，快速分析和确定调峰调频响应时间和调频

里程优劣程度。

1.2.2能根据发电成本评估，有效判断负责区域内

同类成本最优发电企业前三名的名录。

1.3 电网运行分

析

1.3.1能运用所在地电网输配电价水平，快速确定

用户所在地的电网输配电价水平和用户接入电压

等级获取输配电价。

1.3.2能运用各地方电网的主要线路容量和不同时

期的能量输入方向，对输电阻塞可能对用户产生的

价差影响进行大致估算。

1.3.3能运用各种电压等级的输配电网络的影响范

围和线路容量，估算线路阻塞带来的电价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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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用户能源分

析

1.4.1能运用用户产权分界点和供电类型，能凭电

费单和计量点信息，区分用户属于专线供电或环网

柜供电。

1.4.2能运用用户在当地的准入政策，年用电量判

断用户是否符合市场准入条件。

2.电能交易区

块链应用场景

使用

2.1 电能交易规

则

2.1.1能运用电能基本交易规则，包括交易周期，

交易品种，交易方式等，对用户企业的调研、评估、

数据分析等方法。

2.1.2能运用用电企业生产计划、主要用电设备运

转情况，掌握用电企业生产和设备运转情况，分析

用电企业用电数量、峰谷值及其他相关信息。

2.2 电能交易区

块链应用场景

交易前准备

2.2.1能根据电能交易特点，熟练操作电能交易区

块链应用系统，规范实施网络登录和退出。

2.2.2具备交易网络故障处理能力，能做好双重网

络设置，保证安全交易措施。

2.3 电能交易区

块链应用场景

模块功能使用

2.3.1掌握电能交易区块链应用场景各模块的基本

功能。

2.3.2掌握电能交易区块链应用场景中各交易模块

的基本操作方法。

2.4 电能在区块

链上数字化

2.4.1能运用电能数字化原理，确定专项属性的电

能数字化通证。

2.4.2熟练掌握电能交易区块链数字化通证的储存、

流转交易以及记录、跟踪数据的处理与分析。

3.电能交易区

块链平台构建

3.1 硬件环境搭

建

3.1.1能根据电能交易区块链平台的硬件配置要求，

完成硬件设备的选型。

3.1.2能根据电能交易区块链平台现场实际情况，

完成硬件设备的布局规划，制定各硬件的配线和走

线方案。

3.1.3能根据硬件设备布局规划，完成各类硬件设

备及相关配件安装及各硬件设备线缆连接。

3.1.4能根据硬件设备要求，识别硬件设备指示灯

状态，保障所有硬件设备的正常稳定运行。

3.2 软件环境搭

建

3.2.1能根据电能交易区块链平台的软件运行环境

要求，安装符合要求的操作系统、相关驱动及其他

辅助软件。

3.2.2能根据电能交易区块链平台安装技术要求，

完成系统环境及相关软件参数配置。

4.电能交易区

块链平台操作
4.1平台登录

4.1.1能在电能交易区块链平台以管理员身份进行

注册、登录。

4.1.2能使用管理员模式进行平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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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理解平台各功能模块的含义和作用，能熟练

操作各功能模块。

4.1.4掌握电能交易区块链平台中各交易模块的基

本操作方法。

4.1.5能登录平台实现成员邀请、添加节点、管理

节点等操作。

4.1.6能协助节点用户对平台进行操作。

4.2交易前准备

4.2.1能根据电能交易特点，熟练操作电能交易区

块链平台，规范实施网络登录、退出活动。

4.2.2掌握交易网络故障处理能力，并做好双重网

络设置，保证安全交易措施。

4.3平台操作

4.3.1掌握电能交易区块链平台管理员账号注册方

法及账号信息维护要求。

4.3.2掌握电能交易区块链平台代理关系确认方法

及历史电量查询功能开通确认。

4.3.3掌握电能交易区块链平台，零售结算模式固

化操作，为月度结算做好准备。

表 2 电能交易区块链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电能交易区

块链平台配置

1.1平台安装

1.1.1能根据电能交易区块链平台指导说明文档，

安装、调试区块链服务应用平台系统。

1.1.2能根据平台系统使用需求，确定辅助软件类

型，并合理配置和安装。

1.2平台配置

1.2.1能理解电能交易区块链平台系统各模块的含

义和功能，并熟练操作各功能模块。

1.2.2能登录平台系统，进行成员邀请、添加节点、

管理节点等操作。

1.2.3能指导节点用户对电能交易区块链应用场景

平台系统进行操作。

2.电能交易区

块链平台数据

应用和维护

2.1数据管理和

应用

2.1.1能理解区块链数据查询系统的功能和作用，

管理数据查询系统。

2.1.2能理解区块链数据呈现系统的功能和作用，

收集节点用户基础数据，上传区块链系统节点基础

呈现数据。

2.2数据维护
2.2.1能监控管理区块链数据查询系统，完成供应

链溯源处理，并及时修复和处理数据查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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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能按规定和要求定期备份系统数据，维护管

理数据库，并能按程序恢复和修复系统数据。

2.2.3能按要求备份块链系统节点基础呈现数据。

3.电能交易实

施

3.1电能交易前

期市场调研

3.1.1能根据发电侧及用电侧的电量申报，计算出

供需比，能定性地判断其对电价的影响。

3.1.2能进行实地调研，掌握市场动态价格信息；

整合和提交电力行业的市场分析报告。

3.2电能交易区

块链场景应用

3.2.1熟悉区块链商务谈判的一般流程、规则及操

作方法；能根据发电方、售电公司、电用侧的商务

摆位，选择最优谈判策略。

3.2.2了解让步原理的心理学机制及其在谈判中的

应用，能有效支撑合同利润空间。

3.2.3掌握区块链网络交易操作技能，能熟练准确

操作交易平台，完成电能、信用、数据的有效转换。

3.3电能区块链

交易

3.3.1掌握电能区块链交易和种类方法和运用方式。

3.3.2能熟练运用电能区块链交易，点对点数字化

通证交易方法。

3.4电能区块链

批发和零售

3.4.1能按照电能批发交易法规要求，熟练运用电

能区块链批发交易处理。

3.4.2理解电能交易区块链的连续双边拍卖机制，

能熟练通过区块链平台实施操作。

3.4.3按照电能零售交易法规要求，能熟练处理电

能区块链交易业务。

4.区块链电能

交易结算

4.1结算中数据

核对

4.1.1掌握区块链数据提取、统计方法，能定期对

区块链电能交易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和分析。

4.1.2能利用区块链交易数据实施供购双方交易数

据的核对。

4.1.3掌握偏差考核标准及计算方法，根据电能交

易供购双数据偏差情况，能准确在系统完成申请偏

差核算事宜。

4.1.4掌握月度结算结果的计算方法，能在系统上

完成临时结算结果核对。

4.2结算后数据

复盘

4.2.1根据各客户当月的偏差情况，能沟通了解偏

差率高的原因。

4.2.2能根据偏差率情况，复盘月度市场需求申报

策略是否准确。

4.2.3能根据收入、成本核算利润情况，复盘交易

策略是否正确。

5.电能交易管

理

5.1供需客户信

息管理

5.1.1掌握供需客户信息概况，熟悉应用办公软件

分类管理客户的信息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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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能对供需客户进行忠诚度分析（指供需客户

对某个产品或商业机构的忠实程度、持久性、变动

情况等），从而有战略性地对供需客户进行差别性

交易或服务。

5.1.3能对供需客户进行利润分析（指不同客户所

消费的产品的边缘利润、总利润额、净利润等），

从而判断供需客户对公司的价值体现。

5.2客户电量分

析

5.2.1掌握用户电量的分析方法，能制作出客户的

用电特性曲线。

5.2.2根据代理客户的用电特性，能预测所代理客

户用电曲线。

5.3售电服务操

作

5.3.1掌握客户各类信息变更处理方法，能完成相

应系统调整操作。

5.3.2掌握客户电费构成与计算方法，能为客户解

答电费疑惑。

5.3.3掌握相关电力政策，能及时跟进节省电费政策

性优惠，为客户提供其它节能降费增值服务。

表 3 电能交易区块链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电能交易区

块链平台环境

构建

1.1软硬件环境

构建

1.1.1能根据电能交易区块链平台制定硬件配置需

求，并制定硬件环境布局规划。

1.1.2掌握区块链数字证书注册和部署，能根据数

字证书分配用户权限。

1.2服务器运行

环境构建

1.2.1能运用区块链发展趋势，系统架构和技术特

征，以及服务应用平台运行情况，优化硬件环境布

局。

1.2.2掌握电能交易区块链平台项目实施工作流程。

2.电能交易区

块链平台监控

和运维

2.1硬件系统监

控

2.1.1能对电能交易区块链平台网络设备和服务器

硬件、软件进行管理和监控。

2.1.2能根据平台硬件设备要求，识别并排除潜在环

境风险，识别硬件设备指示灯状态，独立完成设备

运行状态检查，保障设备正常稳定运行。

2.2平台软件运

维

2.2.1能按要求管理电能交易区块链应用场景链终

端用户，解答和处理用户使用和操作问题。

2.2.2能按要求对平台资源调用、系统服务、链码

处理进行维护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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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网络安全运

维

2.3.1具备网络安全意识，能按规定实施网络安全

监控和数据备份。

2.3.2能识别网络安全风险，及时处理安全网络事

故，保障网络安全运行。

3.电力负荷预

测

3.1电能交易前

准备

3.1.1能根据用电企业历史同期及近半年历史用电

量，分析计算得出初步负荷预测结果。

3.1.2能根据用电企业生产计划及主要用电设备运

转情况，优化负荷预测结果。

3.1.3能根据电网潮流约束情况，判断其对发电能

力限制影响程度并优化负荷预测结果。

3.2电能交易中

分析

3.2.1能根据电能交易期间各项负荷主要影响因素

最新变化情况，修正调整负荷预测结果。

3.2.2能根据实际负荷情况，结合负荷预测过程中

的各项决策，总结优化负荷预测方案。

4.电能交易价

格预测

4.1交易前准备

4.1.1能根据市场历史同期及过去若干个交易周期

的历史交易价格，分析计算得出交易价格初步预测

结果。

4.1.2能根据负荷预测结果及电源侧生产安排计划，

分析计算市场供需比值，优化交易价格预测结果。

4.1.3能根据电网主要线路或设备建设、检修计划，

结合其可能引起的线路阻塞，判断其是对局部供需

关系的影响，优化交易价格预测结果。

4.1.4能根据电源侧燃料成本、来水情况、日照条

件等因素，判断其对供给侧的影响，优化交易价格

预测结果。

4.2交易中总结

4.2.1能根据实时交易情况，对交易周期内剩余交

易的价格预测进行优化。

4.2.2能根据实际交易结果，结合价格预测过程中

的各项决策，优化价格预测方法。

5.电能交易方

案制定

5.1交易前准备

5.1.1根据历史交易结果，结合企业本身抗风险能

力，制定初步交易方案。

5.1.2根据历史同期及近半年的历史交易电量、交

易电价等情况，优化交易方案。

5.1.3根据本期交易公开信息，分析判断市场供需

情况、线路阻塞、各类电源预计出力等数据，优化

交易方案。

5.2交易中总结

5.2.1结合实时交易情况，对交易周期内后段交易

方案进行调整。

5.2.2根据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优化方案内容，为

后续交易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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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电能区块链

交易与增值服

务协同

6.1电能交易与

增量配网场景

协同

6.1.1根据全国各主要省份增量配电网政策及执行

情况，通过电能区块链交易数据，分析增量配网对

其供电区域内企业用电成本的影响。

6.1.2能以具体区域政策和增量配电网运营实例，

分别以自有增量配电网/借用增量配电网方式，估

算对用电企业在该增量配电网中电力报价的安全

边际。

6.1.3能根据在该增量配电网中电力报价安全边际，

针对性向客户推荐适宜的区块链交易模式。

6.2电能交易与

分布式能源项

目协同

6.2.1熟悉分布式风机、光伏、自备燃机等常见分

布式能源的工作原理、建设要求及电能综合发电成

本。

6.2.2能根据风力玫瑰图、太阳辐射、燃机边际发

电成本等数据，用电企业负荷特性及用电成本，结

合电能区块链交易特点，制定电能交易与分布式能

源项目协同节能降本方案。

6.2.3能根据协同节能降本方案，针对性向客户推

荐适宜的区块链交易模式。

6.3电能交易与

节能项目协同

6.3.1熟悉工商业企业内冰蓄冷、压缩机节能、电

机变频节能等电力节能/节费手段的节能/节费原

理。

6.3.2能根据工商业企业内冰蓄冷、压缩机节能、

电机变频节能等电力节能/节费手段，能对上述手

段在企业电量峰平谷分布层面的影响方向及影响

程度进行概算。

6.3.3能根据工商业企业内冰蓄冷、压缩机节能、

电机变频节能等电力节能/节费手段，能对上述手

段在企业电力负荷层面的影响方向及影响程度进

行概算。

6.3.4能根据工商业企业内冰蓄冷、压缩机节能、

电机变频节能等电力节能/节费手段，结合用电企

业的负荷特性及用电成本，制定电能交易与储能项

目协同节能降本方案。

6.3.5能根据储能协同节能降本方案，针对性向客

户推荐适宜的区块链交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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