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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的逐步推进，电力无线专网作为泛在电力物联网的重要环节之一，被赋予

了新的、更高的技术和应用要求。现有电力无线专网通信系统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地下室、密集城区、楼宇

阴影区等覆盖盲区，无法实现全覆盖。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文章提出了一种基于扩频通信的电力无线专网深

度覆盖技术以及系统解决方案。该方案充分运用扩频通信的技术优势，有效提升了电力无线专网通信系统的

通信速率、系统容量以及覆盖范围，为电力业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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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十三五”期间，随着能源互联网建设持续深入，

配电网规模和智能化水平大幅提升，用电服务质量要

求不断提高，电网运营、用电服务、企业管理等正经

历着历史性的变革，各级电网数据采集与控制和用户

信息交互等数据需求呈爆发性增长态势，无线接入和

移动业务需求不断提升，接入网面临高质高效的接入

形势。电力无线专网承载的业务正在从用电信息采集、

配电自动化、分布式电源等核心业务扩展到微电网、

汽车充换电站、视频监控、智能营业厅、电力应急通

信等新型电力业务，以满足电力日益增长的建设需 
求［1］。作为电力业务的传输载体，电力无线专网必须满

足高可靠性、广域的覆盖性、恶劣环境的适应性等要

求，为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提供安全可靠、灵活可控、

智能泛在、定制化的空中管廊［2］。而现有的通信系统在

实际应用中仍存在地下室、密集城区、楼宇阴影区等

覆盖盲区，无法实现全覆盖。因此，为更好地支撑智

能配用电网络发展，亟需建设高性能、高可靠性和安

全性的电力无线通信系统。

针对上述问题，根据目前电力无线专网通信系统的

发展现状，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无线拉

远终端，提出了电力无线专网深度覆盖系统解决方案，

并在试点承载了用电信息采集业务进行应用测试。电力

无线专网深度覆盖系统是一种基于扩频通信技术的电力

无线专网延伸覆盖解决方案，具有双向通信、穿透能力

强、低功耗、抗干扰、终端接入量大等特点，可解决楼

宇和地下停车场等覆盖盲区中业务终端无法接入电力无

线专网的问题，且工程建设简单、建设成本低，可以较

低代价达到网络深度覆盖的目的。

1 用电信息采集业务需求

1.1 用电信息采集业务特征

随着智能电网建设的进一步深入，智能电网建设的

重点正在向配用电智能化方向发展，用电信息采集系统

被赋予了更高的技术和应用要求［3］。用电信息采集包括

实时抄表、线损管理及费控等业务［4］，主要实现用电信

息的自动采集、计量异常监测、电能质量监测、用电分

析和管理等功能［5］。具有以下几个业务特点。

1）业务流向特征：主要传输数据业务，包括终端

上传主站（上行方向）的状态量采集类业务以及主站下

发终端（下行方向）的常规总召命令，呈现出上行流量

大、下行流量小的特点［6］。

2）业务工作周期特征：专变采集终端负责记录

专变三相智能电能表的相关数据，采集周期每天1
次，控制命令不定时进行下发。集中抄表终端记录单

相智能电能表、三相智能电能表和公用配变电表的数

据，主站每天集中采集终端1次数据。采集终端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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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器终端每小时产生1次脉冲心跳。未来根据用电信

息采集业务需求，采集频次可能将提升至1小时1次或 
更高［7］。

3）业务终端工作环境特征：终端多部署于楼道

（竖井）、屋檐及小区配电房等，部分位于地下室内［8］。

1.2 用电信息采集业务流量需求

本文参照浙江嘉兴试点，建立了用电信息采集业务

流量分析模型。为了统一计算标准，假定每个变电站部

署了150个台区，同时每个台区内接入了250个居民用户

和6个工商用户［9］，用电信息采集业务流量测算见表1，

统计说明如下：

1）目前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数据项主要采用DL/T 
645—2007《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进行数据传输，

依据此规约进行测算，由于不同通信方式数据包长度差

异较大，本次计算仅计算有效字节数［10］。

2）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抄表数据主要包括实时抄

表数据和常规抄表数据，同时主要采用轮询方式进行本

地通信，所以对通信速率的需求较低，但随着阶梯电价

及实时电价的逐步推广，所需要的通信速率也越来越

高，部分低速的通信方式将不再满足要求［11］。

表1 用电信息采集业务流量测算
Table1 Measurement of traffic flow for electricity information collection

通信方式 业务类别 数据包字节数 业务规模 并发率 通信速率

上行

通信

本地通信
居民用户 20 单台区单相终端200，三相终端6个，每整

点抄收一次，电力线载波40 min抄完
轮询，无并发 1.86 kbit/s

工商业用户 80

远程通信 — —
单变电站150个台区，零点冻结数据15 min

内抄完
并发100% 497 kbit/s

下行

通信

费控
远程 24 变电站150个台区，1 h内下发

同时下发，速率267 kbit/s；并发比

例为10%，速率26.7 kbit/s

本地 24 单台区256用户，假设1 h下发完毕 轮询，无并发 1.37 kbit/s

遥信 远程 — — — 1.5 kbit/s

遥控 远程 — — — 1.5 kbit/s

1.3 用电信息采集业务实时性需求

随着坚强智能电网的不断发展，用电信息采集业务

对无线通信的实时性需求不断增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12］：

1）双向互动服务的需求：双向互动服务将逐步成

为用电环节服务的重要内容，随着用电信息采集数据量

的不断增加，双向互动用电服务等各类业务对通信带宽

和实时性都提出了更高要求［13］。

2）分时电价和阶梯电价的需求：随着分时电价和

阶梯电价政策的实施，有效促进了居民的节约用电，并

达到了削峰填谷的目的［14］。分时电价的实施，要求用户

可以根据实时了解的电价，调整用电方式，此外电表的

时钟准确度，也会直接影响到计量收费的准确度，这些

功能都要求通信网络具备较高的实时性。

3）远程费控需求：远程费控是一种通过客户的用

电情况对客户的用电进行远程控制的一种方式［15］。随着

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发展，远程费控功能的应用越来越

广泛，与传统电费管理的方式相比，远程费控在算费方

式、交费方式和催费方式上更加智能化、简易化。同

时，由于远程费控表采用远程通信的方式进行电费下

装、跳闸操作等指令下发，因此对通信网络的实时性和

可靠性有较高要求［16］。

综合目前用电信息采集业务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

对比其他业务，用电信息采集业务的终端不仅数目繁

多，而且大多部署在楼道（竖井）、屋檐及小区配电房、

地下室等室内区域。同时，随着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推

进，众多的接入设备广泛的分布加之配用电环境的多变

性为电力无线专网可靠性提出更高的要求。

2 电力无线专网深度覆盖系统

2.1 电力无线专网无线拉远终端

电力无线专网无线拉远终端是采用扩频无线通信技

术进行用电需求侧信息采集与分析处理的一种采集终端

设备，它负责完成RS-485信号和扩频无线信号的转换，

从而实现对RS-485智能电表的无线集中抄表，是基于

230 MHz电力无线专网深度覆盖需求场景设计的核心设 
备［17］。无线拉远终端通信接口可自适应DL/T 645—2007
《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自动切换通信速率，满足国家

电网有限公司Q/GDW 1374—2013《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

集系统》系列标准要求。同时，支持数据透传，可使用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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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采集器进行抄读、设置及现场调试，并具有体积小、成

本低、简易安装等特点。无线拉远终端的性能参数见表2。
表2 无线拉远终端产品性能参数

Table2 Product performance parameters of wireless remote terminal

类型 性能参数

额定电压 220（1±20%） V

有功功耗
待机状态：≤1 W
通信状态：≤2.5 W

接收灵敏度
在BW=125 kHz，SF=7时灵敏度优

于-120 dBm

工作温度 -40℃～+70℃

无线终端接入数 ≤400

无线通信速率 10 kbit/s

无线工作频率
223～235 MHz
470～510 MHz

无线拉远终端的硬件板卡分为射频与基带部分，其

中主要包括模拟和数字对信号处理的结构。模拟与数字

的分界线为ADC与DAC（AD9361）。模拟部分主要器件

包括放大器、低噪放、滤波器、调谐器、耦合器、合路

器和集成射频模组AD9361。整体硬件结构见图1，数字

部分则主要由FPGA和DSP 2个重要器件组成，FPGA是

负责完成信号数字前端处理的硬件模块，DSP是负责完

成对协议栈和数字信号算法处理的硬件模块［18］。

外设通信TCP/IP载板主要完成基带芯片和业务终端

之间的接口协议转换功能，将基带芯片对TCP/IP协议栈

大量的协议处理任务移植到TCP/IP载板，可以释放基带

芯片处理资源和存储资源，更专注于通信物理层的信号

处理。无线拉远终端通信载板见图2。
根据使用场景上的物理连接特性，将位于上行链路

的设备称为无线拉远终端（主端），将位于下行链路的

设备称为无线拉远终端（从端）。无线拉远终端具备1路
RS-485总线接口，内置微功率无线通信模块。无线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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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无线拉远终端硬件架构图
Fig.1 Hardware architecture diagram of wireless remote terminal

图2 无线拉远终端通信载板图
Fig.2 Wireless remote terminal communication carrier board diagram

UART
TCP/IP UART

ETH

图3 无线拉远终端接口关系图
Fig.3 Wireless remote terminal interface diagram

485

485

终端（主端）上行通信介质采用RS-485，下行通信介质

采用微功率无线通信。无线拉远终端（从端）上行通信

介质采用微功率无线通信，下行通信介质采用RS-485。
无线拉远终端（从端）向下可接至少18块电能表。无线

拉远终端与集中器和电能表通信采用串行异步式，包括

1起始位、8数据位、1偶校验位、1停止位，端口波特

率为2 400 bit/s。无线拉远终端的设备接口关系见图3。
电力无线专网无线拉远终端的组网功能主要包括：

1）地址管理功能。通信单元具备在本地网络中唯

一的地址标识，用于建立中继路由关系。能够在无人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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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情况下，自动管理下属节点的中继路由关系。

2）冲突避让功能。通信单元具备载波侦听和冲突

避让功能。

3）自动路由功能。通信单元应具备自动组网和路

由自动建立功能，即：无需人工干预，通信单元能够

根据邻居发现、最少传输路径等机制，自动建立网络路

由［19］；同时，当路由中的某个中继节点失效时，系统可

以立即自动生成新的路由，以保障数据的可靠传输；当

有新节点加入到系统中时，其他节点也能够快速建立邻

居关系，完成路由更新［20］。

4）网络管理功能。应具备网络管理功能，包括对主节

点和从节点版本信息查询、路由信息查询及设置等功能。

2.2 电力无线专网深度覆盖系统解决方案

在230 MHz电力无线专网通信系统的基础上，本文

提出并设计了电力无线专网深度覆盖系统解决方案，见

图4。用电信息采集业务的采集对象包括各类大中小型专

变用户、各类380/220 V供电的工商业用户和居民用户以

及公用配变考核计量点，覆盖盲区主要包括室外阴影区、

地下室/竖井覆盖盲区和楼宇覆盖盲区。无线拉远终端作

为电力无线专网的补充通道，协同电力无线专网共同完

成了采集计量终端与业务主站之间的数据交互，支撑用

电信息采集业务的可靠实施，实现安全可靠的双向通信。

2.2.1  电力无线专网室外阴影区应用场景解决方案

图5所示是一个高层建筑遮挡阴影区的典型深度覆

图4 用电信息采集系统深度覆盖解决方案
Fig.4 Power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system deep coverage solution

图5 电力无线专网室外阴影区补盲
Fig.5 Electric wireless private network outdoor shado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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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解决方案，位于高层建筑正面的230 MHz电力无线专

网通信终端通过RS-485连接无线拉远终端（主端），位

于阴影区的业务终端通过RS-485连接无线拉远终端（从

端），由此实现处于高层建筑背面阴影区的业务终端顺

利接入230 MHz电力无线专网。

2.2.2  电力无线专网室内覆盖盲区应用场景解决方案

电力无线专网室内覆盖盲区应用场景解决方案见 
图6。当楼宇内或外墙有可以接收到230 MHz电力无线

专网信号的位置，则将配有230 MHz电力无线专网通

信模块的集中器和无线拉远终端（主端）安装在楼宇

现有电表箱内，其余楼层每个电表箱装一台无线拉远

终端（从端），即可实现全楼电表信息采集信号覆盖。

若楼宇全处于信号盲区，则可将集中器放置于楼宇外

处于230 MHz电力无线专网信号覆盖区的新增电表箱

内，集中器采集电能表的指令通过RS-485传输至无线

拉远终端（主端），楼宇内每个电表箱安装一个无线拉

远终端（从端），即可实现全楼电表息采集信号覆盖。

图6 电力无线专网室内覆盖盲区解决方案
Fig.6 Coverage blind area solution of electric wireless private network in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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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效果分析

为验证电力无线专网深度覆盖系统解决方案的可靠

性，本项目选取了浙江海盐县的上城艺墅小区进行应用

测试。该小区是一处高层公寓和别墅混合小区，共60栋
楼，用户数约1 000户左右，室外大部分已覆盖230 MHz
电力无线专网信号。小区内需要接入的电力采集终端约

67个，其中28个位于高层公寓室内，其余均在小区停车

库地下室。小区距离最近的230 MHz电力无线专网基站约

2.3 km。本次应用测试是将位于信号盲区电能表的抄读信

息汇集到位于信号覆盖区的集中器统一上报业务主站。

本次试点选取上城艺墅小区的6号楼高层公寓室内

和2、3、10、12号楼的地下停车场。6号楼电表箱4个，

电能表43个；2号楼电表箱4个，电能表62个；3号楼电

表箱4个，电能表62个；10号楼电表箱2个，电能表29个；

12号楼电表箱4个，电能表62个。本次试点共计需要信

号深度覆盖的电表箱共计16个，电能表共计258个。按

照前文所述的电力无线专网室内覆盖盲区解决方案进行

部署，设备安装见图7。
本项目深度覆盖系统实现了6号楼以及2、3、10、

12号楼地下停车场共计258台电能表采集数据，能够接

图7 电力无线专网深度覆盖应用测试设备安装图
Fig.7 Power wireless private network depth coverage application test 

equipment installation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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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230 MHz电力无线专网和主站进行数据交互，系统运

行一周表现稳定，查抄成功率达100%，实现了低成本解

决电力无线专网覆盖盲区问题。通过实际测试，部分终

端的信号电平和信噪比见表3。
表3 应用测试终端设备信号电平和信噪比

Table3 RSSI and SNR of application test terminal equipment

设备ID 电表数 RSSI SNR

21890204 10 -74 12

21890040 12 -67 12

21890189 9 -74 13

21890026 9 -73 12

21890160 16 -96 10

21890008 16 -98 10

21890126 16 -82 10

21890158 15 -74 12

21890058 15 -52 12

21890147 16 -63 13

21890076 16 -37 12

21890007 15 -109 -1

21890153 15 -102 4

21890055 17 -63 12

21890012 14 -63 12

21890109 16 -101 10

21890048 15 -88 13

21890047 16 -87 12

通过本次应用测试很好的验证了电力无线专网深度

覆盖系统的实用性，完成了上城艺墅小区的6号楼和2、
3、10、12号楼的地下停车场内的所有电表采集数据的

有效接入。同时通过10天时间的跟踪、观察、测试，本

次所建设的深度覆盖系统传输性能优异，运行稳定可

靠，下辖电能表数据每天的查抄成功率保持在100%，符

合预期目标。通过本次应用，可总结本方案深度覆盖系

统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230 MHz扩频通信具备高接收灵敏度、强抗干扰

能力，在高层楼宇穿透和地下室曲折空间传输具有很大

优势，适用于230 MHz电力无线专网基站难以覆盖到的

室内及地下空间的延伸覆盖。

2）系统安装简单方便，大部分新增设备可安装于

原有的电力设施内（电表间、配电间）。

3）和230 MHz电力无线专网可异构组网、无缝对

接，开通过程快速简单。

4）和230 MHz电力无线专网可在同频段工作的情况

下共址共存，互不干扰。

4 结语

本文首先分析了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业务需求，针对

目前电力无线专网在用电信息采集系统中仍存在地下室、

密集城区、楼宇阴影区等覆盖盲区，无法实现全覆盖等问

题，提出了基于扩频通信技术的电力无线专网深度覆盖系

统解决方案。该系统采用无线拉远终端进行组网，具有双

向通信、穿透能力强、低功耗、抗干扰、终端接入量大等

特点。通过应用分析证明，该系统满足了用电信息采集和

智能用电等用电侧业务的实时、高可靠通信需求，对智能

电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的逐

步推进，接入终端需满足泛在接入、实时采集、全面感知

和智能计算的业务需求。在此形势下，电力无线专网深度

覆盖技术一方面需要提升产品的传输能力，保障业务终端

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的无缝链接与交流；另一方面需要

打破自身局限，植入各类通信接口和传感装置，实现多种

业务的全面感知和统一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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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Deep Coverage Technology for Electric Wireless Private Network

LIU Hui，OU Qinghai，SONG Jigao，LIU Junyu，WANG Yanru，MA Wenjie
（State Grid Information & Telecommunication Group Beijing Zhongdian Feihua Communication Co.，Ltd.，Beijing 

100071，China）

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advanc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on electricity （IoTE），the electric 
wireless private network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links in the IoTE，has been given newer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on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the existing electric wireless private network still has coverage blind areas，such 
as basements，dense urban areas and building shadow areas.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the paper proposes a electric 
wireless private network deep coverage technology and system solution based on spread spectrum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e program fully utilizes the technical advantages of spread spectrum communication，and enhances the communication rate，
system capacity，and coverage of the electric wireless private network communication system，and provides strong support for 
the power business.
Key words:  electric wireless private networks；deep coverage；spread spectrum communication；electricity information 
collection；coverage blind ar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