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用电 2019.0662 DISTRIBUTION & UTILIZATION

11 业务应用

0 引言

当前，我国外部环境复杂，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且

面临严峻的能源和环境问题［1–5］，亟需在节能减排的前

提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鉴于此，国家层面着力推进

网络强国及“互联网+”战略［6］，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层面深入落实中央部署，提出“三型

两网、世界一流”的战略目标。加之用户对于终端信息

处理低延迟、网络传输低压力、数据存储本地化需求的

日益增多［7–9］，极大地驱动了多站融合的建设和运营。

多站融合深入融通能源、信息通信等国民经济支柱

产业，实现海量边缘计算节点的集约化建设和电力场站

及通信资源的精益化利用，可有效推动5G商用以及智能

制造、智能家居等数字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开发，助力我

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同时，通过分布式新能源发电

站、储能站的建设，可降低弃风弃光率，促进新能源消

纳，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现阶段，对于多站融合的商业模

式研究较少，多集中于变电站、储能站、数据中心站间

供电模式研究，以及5G通信基站与边缘数据中心站的融

合共用场景研究等。文献［10-12］结合数据中心对于供

电可靠性的要求，对数据中心的供电模式及供电系统进

行了论述和研究。文献［13-14］对面向5G网络的边缘计

算技术、边缘计算平台等进行了研究，阐述了面向5G网

络的边缘计算节点在时延敏感型业务和大带宽类业务场景

中的应用。文献［15］研究了5G网络中移动边缘计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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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内容缓存类应用、业务处理与优化类应用、本地分

流类应用、网络能力开放类应用中的典型应用模式。本

文将深入分析多站融合内涵及其特点，论述其商业模式

及发展路径，打破电力原有技术和业务的深度捆绑，开

展行业融合化应用研究，提升全行业资源优化配置效率。

1 多站融合内涵及其特点

1.1 多站融合的内涵

“多站融合”是对变电站、充换电（储能）站和数据

中心站三站合一的延伸和扩充，需要注意的是，基于变

电站部署的数据中心站，相对于核心数据中心均属于边

缘计算节点。“多站”除了传统三站以外，还包括5G通

信基站、北斗地基增强站、分布式新能源发电站、环境

监测站等在内的信息通信和能源环境相关基础设施及系

统平台；“融合”即通过“多站”的建设，业务上实现能

源、信息通信、政务等领域的融合，服务主体上实现电

网企业、通信运营商、政府相关委办局等的协同。综上，

“多站融合”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业务跨界融合为

目标，具备开放共享、深度协同的资源和数据服务能力。

1.2 多站融合的特点

多站融合具有融合化、高速化及效益化的特征。

①“融合化”即通过电力通信资源的复用，多站间的空

间融合化建设，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并基于多站间的业

务进行跨界业务融合应用。②“高速化”即通过5G基

站、边缘数据中心站的广泛布点，为高清视频数据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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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提供高速网络，并支持高速渲染、低时延工业控制等

应用，实现数据处理的低延迟性及业务响应的高即时

性。③“效益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能源领域，

多站融合通过对分布式新能源发电站、储能站的建设，

可有效促进新能源消纳，降低弃风弃光率，提高发电企

业售电收益，降低电网企业输配电网改造和变压器扩容

成本，并可降低用户用能成本，实现多方受益；二是信

息通信领域，通过电力场站、杆塔沟道的对外开放共

享，可有效匹配5G基站、北斗地基增强站、边缘数据中

心站等的建设及布点需求，降低通信运营商、铁塔公司

等投资主体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投资；三是政务领域，

多站融合建设可为气象、环保、公安、城管等政府部门

提供广泛的场站、杆塔沟道资源以及高速的电力通信和

数据响应资源，助力政务服务降本增效。

2 多站融合的商业模式

2.1 多站融合的业务体系

多站融合的业务横向跨越能源、信息通信、政务等多

个行业领域，纵向贯通咨询设计、设备制造、系统集成、

运营运维等全产业链体系，通过业务融合化发展可开拓新

兴市场和业务蓝海。基于横向维度，多站融合业务囊括电

力场站、杆塔沟道、电力通信资源等基础设施的共享租赁

及设备安装运维服务，日常及应急电力供应、定位及导

航、5G通信等特定单领域业务服务，智慧城市、工业互联

网、智能家居等多领域融合性服务。基于纵向维度，通过

多站融合的建设和运营，可引入咨询设计机构、产品提供

商、解决方案提供商、系统集成商、运营运维服务提供商

等多样化市场主体，提供多站融合相关端到端的咨询设计

服务，涵盖芯片、智能终端、通信硬件等的产品和解决方

案的提供服务，基础设施资源与应用系统等软硬件的集成

服务，以及多站的特色化运营运维服务。

2.2 多站融合的运作模式

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整合各类市场资源对变电站、充换

电（储能）站、边缘数据中心站、5G通信基站、北斗地

基增强站、分布式新能源发电站、环境监测站等多站进

行融合化建设和精准化运营，为能源用户、通信用户、

电网企业及政府等其他市场主体提供多元化、互动化、

定制化的服务，提高市场活力和经济发展驱动力，具体

的运作模式如图1所示。

对于规划及建设期，为避免规划冲突、产权纠纷等

问题，方便后期运营，应采用“统一规划、统一设计、

特色化建设”的模式。由电网企业或其他电力基础设施

产权单位依据电力场站、杆塔沟道资源情况，统筹平

衡各站建设需求，对边缘数据中心站、充换电（储能）

站、5G通信基站、北斗地基增强站等在电力基础设施上

的空间布局、配套供电系统等进行统一规划和设计。基

于此，可由电网企业、多站投资主体、具有电力及信息

通信等行业的跨行业融合化建设优势的机构，依据各站

建设需求进行特色化建设。

对于运营期，应制定分阶段的运营思路。运营初

期，可在投资少、见效快、条件成熟的区域开展多站融

合试点，并基于变电站新建或改造需求优先建设边缘数

据中心站、充换电（储能）站和5G通信基站，面向政

府和各类企业提供多样化服务。①面向政府侧，基于公

安、城管等委办局专业化监控、监测设备的安装需求，

通过多站融合建设可提供电力场站及杆塔沟道租赁、监

控监测设备安装及一体化运维等服务，相应收取基础设

施租赁费、设备安装费及运维费。②面向企业侧，基于

通信运营商、铁塔公司的5G基站布点需求及互联网企业

的业务布局需求，通过多站融合建设可提供电力场站及

杆塔沟道租赁服务、5G设备安装及运维服务，边缘数据

中心机柜租赁服务、充换电站售电服务、储能站售电及

电网调峰调频等辅助服务，相应收取基础设施租赁费、

5G设备安装费和运维费、机柜租赁费、充换电服务费、

储能售电及辅助服务费等。

运营步入成熟期后，多站融合进行全面推广及应用，

并面向政府侧和企业侧提供深入业务的数据增值服务，

支撑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网及智能家居等的建设和应用。

华北某地多站融合项目基于上述“统一规划、统一

设计、特色化建设”模式及其运营思路进行项目成本及

图1 多站融合的运作模式
Fig.1 Operation mode of multi-station integration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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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测算。该项目结合周边负荷现状及未来规划，以当

地大数据中心为核心，规划建设2×63 MVA的110 kV智

能变电站、10 MW/20 MWh储能站、120 kW一体化大功

率直流充电桩75台、1 640 kW分布式光伏电站、10个边缘

数据中心。根据多站融合项目建设规模，该项目建设投

资8 643万元，其中边缘数据中心投资50万元、储能站投

资5 995万元、充电设施投资1 600万元、分布式光伏电站

投资998万元。项目运营期为10年，营业收入包括储能站

峰谷购售电价差和调峰调频收入4 898万元；分布式光伏

电站以平均日照小时数1 400 h，发电效率逐年降低2%测

算营业收入1 575万元；充电站以日均充电车辆400辆，充

电服务费0.45元/kWh的标准测算营业收入3 260万元；边

缘数据中心以50面机柜，开通率由运营初期60%逐年增至

100%测算营业收入2 730万元。综上，该项目总营业收入

12 463万元，运营成本约1 717万元，考虑到项目回收前

期建设投资8 643万元，运营期结束后项目净收益2 103万
元，投资回收期为8.1年，具有较高的投资经济性。

3 多站融合的典型应用场景

多站融合的一个典型应用场景是平安城市，如图2
所示。平安城市即通过技防、物防、人防、管理系统的

协同配合来满足城市治安管理和社会安全防控的需求，

助力平安和谐城市建设［16–18］。平安城市依赖于大规模视

频监控联网系统的建设，借助多站融合提供的大量边缘

计算能力和高速、泛连接通信网络，并结合人工智能技

术可实现公安海量监控视频、图片数据的快速传输、高

效解析以及预警、布控、应急处置的实时决策［19–22］。

感知层多样化的感知设备作为平安城市的“触角”，

可实时感知车流、人流并进行异常上报，可依托电力杆

塔资源进行建设；网络层多元化网络作为平安城市的

“神经系统”，负责接入设备与后台的通信连接以及省、

市、区级公安系统的联通，可依托高速互联的电力通信

网络进行建设，并结合公安业务提供差异化的专网和互

联网部署；计算分析层依托边缘数据中心建设“平安大

脑”，完成海量视频、图像数据的快速有效分析和识别判

断，可依托35、110、220 kV等多电压等级的变电站进行

边缘数据中心建设，实现业务快速决策和及时响应。

4 多站融合的发展路径

多站融合作为新兴业务，且涉及能源、信息通信等

多个领域，资源整合存在一定的障碍，亟需统筹考虑政

府和各个市场主体，从战略和策略两个层面上制定发展

路径。

1）战略层面上，采取“政府引导，企业运作”的

战略方针。当地政府结合本地清洁能源消纳、科技示范

等特色化需求，给予资本、技术的适度引导和政策倾

斜，激发电网企业、新能源企业、运营商、云服务商等

市场主体以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积极参与多站融合建设

和运营，进而激发市场更多的活力，形成市场发展内生

动力，推动“多站融合”相关市场的建立和完善。基于

“政府引导，企业运作”的战略方针，同样将推动“多

站融合”相关产业生态的建设和发展，通过基础设施提

供商、硬件厂商、云服务商、运营商、解决方案提供商

等市场主体的转型和创新，开拓联合运营、共创共赢发

展模式，推进健康有序的产业生态体系的建设。

2）策略层面上，采取“核心基础业务先行，带动

全产业链协同，助力城市级创新”的发展路径。以5G布

点为切入点，逐步引入边缘数据中心建设，带动能源、

图2 多站融合在平安城市中的应用
Fig.2 Application of multi-station integration in the Saf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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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信领域，包括芯片研发、设备制造、运营运维等

在内的全产业链发展，同时通过环境监测站、北斗地基

增强站、储能站、分布式新能源发电站等的集约建设和

协同发展，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注入动力引擎。“多站

融合”初期的核心基础业务应主要以变电站、5G基站和

边缘数据中心的集约建设和运营为主，并通过5G基站和

边缘数据中心形成的广覆盖、低延迟、大带宽的通信网

络和即时响应的边缘计算能力，支撑新兴智能化服务应

用需求。随着核心基础业务体系的成熟和发展，可引入

环境监测站、北斗地基增强站、储能站、分布式新能源

发电站等站点的建设和运营，逐步形成区域级、城市级

的集约共享、创新融合发展能力。

5 结语

本文立足于多站融合的内涵及其特点，围绕商业模

式和发展路径开展研究。重点论述了多站融合的运作模

式和业务体系，并结合平安城市这一典型应用场景，分

析多站融合的应用价值。在此基础上，从战略和策略两

个层面提出“政府引导，企业运作”、“核心基础业务

先行，带动全产业链协同，助力城市级创新”的发展路

径，为多站融合的市场化应用和推广提供一定的指导和

借鉴。未来可进一步开展电力场站出入安全、信息安

全、消防安全等在内的多站融合安全管理研究，实现多

站融合建设运营项目的广泛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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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Business Mode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Multi-station Integration

ZHANG Yue，WANG Boyi，LI Ran，MI Xirui
（Beijing Branch of State Grid Information & Telecommunication Group Co.，Ltd.，Beijing 100032，China）

Abstract:  Multi-station integration is the basic guarantee for the ubiquitous Internet of Things on Electricity (IoTE) construction．
It is also the important support for building an emerging business market and realizing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Its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into the deep water，facing the problem of unclear business mode and development path．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station integration，and the focus is the business mode which is consist 
of operation mode and business system．Meanwhile，the feasibility of the proposed business mode is verified by the project 
example．Based on this and combined with The Safe City，the typical application scenario of multi-station integr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value are analyzed．From the two levels of policy and strategy，“Government guidance and enterprise operation” 
and “Core basic business move first，drive the collaboration of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and helping urban innovation” are 
proposed，designed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station integration．
Key words:  multi-station integration；operation mode；business system；development path；application 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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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Design of Business Platform Strategy for Multi-channel Customer Services 
in Internet of Things in Electricity

LIN Hong1，FANG Xuemin2，YUAN Bao1，OUYANG Hong1

（1．State Grid Information & Telecommunication Group Beijing China-Pow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
Beijing 100085，China；2．State Grid Corporation of China，Beijing 100031，China）

Abstract：Building the business platform for the multi-channel customer services i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n Electricity （IoTE） 
and integrating the online service resources，with the features of customer aggregation，business integration and data sharing，is 
an inevitable pathway for the power grid enterprise to establish the customer-centric modern service system and realize its strategy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ubiquitous IoTE．Firstly．The strategic value is given of implementing the business platform，then the 
design methodology is introduced with the whole process of business domain modeling，service architecture，service design，service 
implementation and service governance．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overall architecture of the business platform and describes the core 
components of the eight shared service centers respectively．Some typical application scenarios are discussed to illustrate the internal 
working mechanism of the shared service centers and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among them，such as the business management of 
comprehensive energy，the online interaction service for the electric power customers，the instant messaging delivery，etc．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the business platform are concluded finally，whose service centers will be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the strategy realization of the enterprise-level platform and ubiquitous IoTE for the power grid enterprise by continuously 
precipitating its business capabilities and then developing the competent service centers.
Key words：internet of things in electricity （IoTE）；customer service；business platform；multi-channel；strategic design 
methodology；information system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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