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The fifth generation(5G) wireless communication 
network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With the opening of 5G network 
commercial era, equipment energy consumption has become a 
key factor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5G. This paper first 
expounds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5G network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en analyzes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equip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5G network 
base station and MEC, puts forward the solutions and ideas 
of 5G network Energy Efficiency and Clean Energy service.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China 
telecom operators, puts forward a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Internet of things and 
so on, 5G network integrated energy service application scheme 
of technology.

Keywords: 5G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rnet of Things, Integrated Energy 

摘  要：5G网络建设是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随着5G网络商用时代开启，设备能耗问题成为制约5G

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首先阐述5G网络建设在新基建中的

重要地位，然后对5G网络基站建设、边缘计算中心建设中

的设备能耗问题进行分析，提出5G网络综合能源服务的解

决方案和思路，并结合中国通服在通信运营商的实践经验，

提出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

5G网络综合能源服务的应用方案及实践。

关键词：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

网，综合能源

0	 引言

当前，5G已成为全球各国数字化战略的先导领

域，是国家数字化、信息化发展的基础设施。“4G改变

生活，5G改变社会”。2019年11月，5G商用正式开启，

我国也将5G技术列为发展战略，一直积极推动5G核心

技术突破，《中国制造2025》提出，全面突破第五代移

动通信（5G）技术，5G定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了“新基

建”概念，把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

区块链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列为2019年经济建设的重

点任务之一，推动国内5G网络，大型数据中心等数字

新基建投资建设。

2020年2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推动5G网

络、工业互联网等加快发展，将“强调推动5G网络加

快发展”上升到这一层级是史无前例的，将5G、工业

互联网两个领域专门提出来，与生物医药、医疗设备

并列，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中央对5G和工业互联网的

高度重视和寄予厚望。

2020年3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快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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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即“新基建”）建

设进度。3月24日，工业与信息化部发布《关于推动

5G加快发展的通知》重要公告，指明国家层面的18条
5G发展建议。

2020年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

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的2020年国务院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出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要求加强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
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

求、助力产业升级。

5G作为“新基建”的排头兵，成为拉动经济、缓解

疫情冲击、稳增长稳就业新希望。但面对不断加速的5G
部署趋势,例如高能耗这样的僵局也等着运营商去破解。

1	 5G发展面临的巨大能耗挑战

1.1 5G网络概述

I T U 定 义 了 5 G 三 大 场 景 ： 增 强 移 动 带 宽

（eMBB）、超高可靠低时延通信（uRLLC）、大规模机

器类通信（mMTC）。
相对应ITU的三大场景，我国IMT2020提出了连

续广域覆盖、热点高容量、低时延高可靠和低功耗大

连接四大场景。

1）eMBB-连续广域覆盖

用户体验速率：100Mbps；移动性：500km/h。
2）eMBB-热点高容量

用户体验速率：1Gbps；峰值速率：20Gbps；流

量密度：10Tbps/km2

3）低时延高可靠（URLLC）
单向空口时延: 1ms；可靠性: 99.999%。

4）低功耗大连接（mMTC）
连接数密度: 106/km2；低功耗、低成本。

1.2 通信网络在5G时代重大变化

1.2.1	 站点频谱数多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现网的2G/3G/4G将

会和5G RAT共存。目前70%的运营商站点频谱数

≥5 频，未来毫米波部署之后，站点频谱数普遍达到

7~10频及以上，涵盖从700 MHz双通道到3.5G的64
通道共9个频段（包括700MHz（2T2R）、800MHz

（2T2R）、900MHz（2T2R）、1.8GHz（8T8R）、2.1GHz
（8T8R）、2.6GHz（8T8R）、2.6GHz（64T64R）、3.5GHz
（64T64R）、毫米波）。

待5G FR1部署完成后，站点峰值功耗将增至约13 
700 W，在未来几年，随着毫米波、及新技术在现有

频段的应用，最终站点日常功耗增至约13 400 W，峰

值功耗将增至18 900 W。

1.2.2	 站点数量多

5G各类型基站信号覆盖范围如下。

1）宏基站 Macro Site： 200 m以上

2）微基站 Micro Site： 50~200 m
3）皮基站 Pico Site： 20~50 m
4）飞基站 Femto Site：10~20 m
由于5G频段的上移，为提升5G用户体验速率和

实现热点地区及高容量业务场景的连续覆盖，运营商

将以“宏基站为主，小基站为辅”的组网方式有效补

充(解决)4G网络覆盖的问题，所以运营商需要新增更

多站点，导致消耗更多的电量。

1.2.3	 多接入边缘计算（Multi-access	Edge		 	

	 Computing，MEC）下沉

MEC作为云计算的演进，将应用程序托管从集中

式数据中心下沉到网络边缘，更接近消费者和应用程

序生成的数据，在靠近移动用户的网络边缘提供IT和

云计算的能力，并利用网络能力开放获得高带宽、低

延迟、近端部署优势，从而产生新的业务和收入的机

会，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

为满足物联网高即时性的需要，从网络结构上

看，服务器将会从数据中心，下沉到接入网机房及站

点，以降低通信过程中的时延影响，运营商会新建更

多的边缘计算中心，这些新增的边缘计算中心必然会

比现在消耗更多电力。

1.3 5G基站能耗发展趋势

随着智慧交通、泛在物联网、智慧城市等数字化应

用蓬勃生长，一场伴随着5G万物智联而来的数据海啸正

滚滚袭来，而海量数据引发的电力消耗也将成几倍增长。

通 信 运 营 能 源 的 消 耗 主 要 是 电 力 ， 占 比

80%~85%。其中的移网基站、固网通信机房和IDC机

房占到总耗电量的95%以上。2019年，4G基站对全社

会用电量的增量贡献约1.1%~1.6%。因此控制能源费

总量增长，核心点是基站和IDC机房。

1.3.1	 典型5G基站功耗分析

5G基站本身的能耗主要来源于基站的CU/DU（基

带处理单元）设备和AAU（大规模天线阵列）。CU/DU
消耗的电量主要用于计算，包括数字部分处理、管理

和控制、核心网和其他基站间通信等。由于CU/DU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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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比较稳定，不受太大的业务负荷影响。而AAU则

不同，随着负荷的增加，功耗也大幅增加。AAU设备

内部集成了天线阵列、最高64个射频通道和部分基带

功能，其能耗占基站设备总能耗的80%以上

现有国内主流的5G基站设备厂家（例如中兴，华

为，大唐）的5G设备功耗情况如表1所示。

表 1　国内主流厂家5G基站设备功耗表

中兴 华为 大唐

BBU 315W /1300W 1000W/ 2100W 800W/1300W

AAU天线 980W/1360W 950W/1220W 1380W

由以上数据可知，5G的AAU天线单设备功耗

约1200~1300W，是4G RRU的3倍以上。对于典型

5G基站而言，一个站点按S111考虑，空载功耗约

2.2~2.3kW，满载功耗约3.7~3.9kW。

按照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的数据，5G基站的功耗

范围为2.25~3.8kW。经测算，以当前平均1.3元/kWh
的转供电价计算，单个4G基站每年的电费是20280元，

单个5G基站每年的电费将高达54600元。据相关机构

预测，到2022年，我国5G网络建设规模至少达到250
万站，届时三大运营商5G网络能耗成本将至少达到每

年575～750亿元。

1.3.2	 运营商基站数量发展趋势

截至2019年末，全国三大运营商4G总基站总数

合计在大约519万个，其中宏基站占比70%，约360万
个，各运营商4G基站数量情况如图1。

图 1 三大运营商4G基站数量

未来，基于5G中频段的宏站覆盖范围与4G宏站

大致相当或稍弱，大致估算宏站需求个数是4G的1.2
倍，大约在450万个，加上微基站数量，预测到2025
年，我国5G基站总数将达到623万个。

图 2 三大运营商5G基站数量增长预测

1.3.3	 运营商用电量发展趋势

据统计，2018年全年三家运营商用电总量约500
亿kWh，总电费约505亿元，其中移动基站共耗电约

270亿kWh，总电费约240亿元。在达到与4G同样覆

盖的情况下，5G网络的能耗将达到现有基站3~4倍，

预计到2025年，5G基站的电费开支将达到惊人的800
亿~1300亿元之间。

图 3 三大运营商5G基站电费开支预测

1.3.4	 5G基站电费开支对运营商盈利的冲击

5G基站的巨大电费开支，也将会对运营商的经营

和盈利情况带来巨大冲击。

2018年，三大运营商共盈利1492亿元。如果按

未来5G的用电成本，和每年2.9%的利润增长率计算，

2025年运营商的盈利将会大幅降低。

图 4 运营商电费及利润占比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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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5G的高能耗对整个供电系统带来挑战

除了基站自身设备能耗带来的挑战，5G的高能

耗对整个供电系统也带来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市电容

量、整流器容量、备电能力、温控能力等等。

1）市电容量。因为5G基站设备是4G能耗的2.4~4
倍，所以从变压器到电源开关至末端线缆都面临巨大挑

战，面临电力不足。

2）基站空调。基站电源方面，因为空调配套大

约占基站能耗的56%，设备功率增加令空调制冷量不

足，进而会影响基站设备正常工作。    
3）电池容量。设备能耗增加导致电池容量不足，

现有基站的空间不一定能扩容更多组电池。

此外，由于电压不稳造成降压情况，导致天线无

法工作等情况也不容忽视。

1.4 IDC能耗持续增长

随着5G及物联网发展带动，应用增长，各种大数

据，云计算需求增长，IDC能耗必然也水涨船高。从

图5看出，虽然我国IDC的建造技术不断在提高，也

不断在新建的IDC中加入新的节能技术，令到新建的

IDC的PUE不断降低，但因为5G网络建设对IDC的大

量需求，其总能耗还是呈每年递增的趋势。

图 5 数据中心耗电量发展趋势

1.5 5G的能效比优于4G

5G的“高能耗”要从两方面来看，一个是绝对能

耗，另一个就是跟它的带宽除下来的能效。如果是从

它能够传输的“比特率”角度来说，实际上5G比4G
强。5G的理论峰值速率为1G，约为4G（峰值速率）

100M的10倍。5G基站的覆盖半径为100～300 m，比

4G基站的（覆盖半径）1～3 km密集很多倍。5G基

站天线的系统容量和发射功率也是4G的好几倍。可

以说，虽然5G基站能耗的绝对值在增加，但能效比

（单位比特承载效率）相比4G大幅提升。5G（64通道

160MHz）相比4G（8通道60MHz）设备吞吐量提升

10倍，单位比特流量功耗仅为4G的1/2左右，从传输

效率看其实5G比4G更节能。

2	 5G综合能源服务系统解决方案

2.1 综合能源服务的定义

综合能源服务的出现既有社会需求的外部驱动，

也有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一方面，节能减排的社会

共识及多元化的用户需求催生出庞大能源服务市场，这

是外因。资源和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

点，绿色低碳发展也成为能源转型方向，也催生了绿

电使用、节能改造、能效服务等一系列综合能源服务。

同时，需求个性化、多样化发展需要以用户为中心提

供多元化能源服务，综合能源服务市场潜力巨大。另

一方面，能源互联网技术发展，使得能源之间互联、

能源和信息融合进一步加强，为发展综合能源服务提

供了可能，这是内因。信息技术发展，包括物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不但有效支

撑了能源高效互联以及用户侧的友好交互，而且集合

了大量数据资产，并能够将数据资产转换为多样化增

值服务。

2.2 5G综合能源服务系统解决方案

长期来看，5G基站节能还要从“源头”入手，即

从基站的硬件侧和软件侧来实现节能优化。

硬件节能方案主要通过优化设备硬件设计、改进

生成工艺、设备集成度等手段，达到降低基站设备基

础能耗、不断提高基站设备能源利用率的目的。比

如，在基带板方面推进高集成度和低功耗ASIC芯片解

决方案、数字中频推进下一代7nm/5nm ASIC芯片、不

断提高芯片的集成度、减少芯片使用数量等。

而软件节能则是基于业务负荷状态对基站资源进

行合理调度，在运行基站时更好地降本增效。从软件

侧入手实施有效的节能方案，是根据业务在时间、空

间等分布特征，以及网络负荷的变化。在保证预定指

标的前提下，通过调整基站软件功能配置对硬件资源

进行合理调配，从而达到节约基站能耗的目的。

2.2.1	 5G用电成本改造方案

从降低用电成本角度，减轻运营商负担的一些方

案：1）推动存量基站的转供电改直供电改造，降低

每度电单价；2）将5G基站打捆参与大用户直接交易、

电力现货交易等，进一步降低5G基站用电成本；3）
与电网公司开展电力基础设施的共享建设，节约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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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加快建站速度。

2.2.2	 5G基站智能化软件节能方案

主要是从软件侧入手实施有效的节能方案，5G基

站的符号关断、载波关断、频道关断、深度休眠是网

络管理精细化的重要趋势。在执行基站深度休眠时，

基于AI的5G基站能耗分析和控制平台可针对网络覆盖、

用户分布、场景特征等数据，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历

史数据进行人工智能判断，采用下发不同的关断指令

策略，在不妨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的前提下达到最优

节能效果。

比如，分别对不同基站射频单元设备（AAU）分

不同时段开启空载状态下的深度休眠功能。对于未进

行单站验证或单站验证完毕的站点，全时段开启AAU
深度休眠功能；对于正在进行单站验证的站点，分时

段开启AAU深度休眠功能（21：00—次日9：00）。分

时段实施深度休眠能使5G单基站AAU功耗从空载时

候的300~400 W降低到100 W左右。

2.2.3	 5G基站用电节能技术方案

主要是针对基站本身的用电技术改造。

1）电源高密：通过结构及功率技术改进，电源

持续向高密化演进，有效节省柜内空间。

2）锂电：相比铅酸电池在能量密度、寿命上的

明显优势，锂电广泛应用于电动车、储能、终端设备，

锂电池在通信站点的部署最近两年也在快速增长。

3）光伏：光伏能技术日益成熟，发电成本持续

降低（显低于火电发电），部分通信网络部署太阳能

来降低网络能耗成本也成为趋势。

4）人工智能（AI）：随着AI技术兴起，其在图像

识别、生产控制等领域的优势，也将广泛应用于通信

站点供电系统，促进站点供电自动化控制，持续提高

站点能效（SEE）和站点可靠性。

5）数字化：包括物联传感、云技术、IOT 技术，

在行业应用已经成熟。这也将助力通信站点设备数字

化，实现站点信息在线监控、问题在线处理\提前处理

等，有效提升站点运维效率 。
2.2.4	 数据中心系统级节能方案

1）机房资源管理系统：通过对机房整体监控，

利用数据模型，计算温度情况，及空调状态，通过机

房散热及气流组织模型，主动调节送风单元运作，达

到降温节能效果。

2）合同能源管理（Energy Management Contract，
EMC）：通过节能改造，合理分配IT设备及通过虚拟

化等手段提高信息系统效能，整体减低机房的PUE。

3	 中国通服5G软件节能优化方案实践

中国通服作为新一代综合智慧服务商，积累了丰

富的5G软件节能优化方案经验，把AI、大数据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应用到辅助软件节能优化方案上。本章将

重点介绍中国通服在“AI”“大数据”“物联网”三个

方面的应用方案。

3.1 AI在5G综合能源服务中的应用

3.1.1	 能源管理中的大数据挖掘与深度学习技术

在用户侧和需求侧：在从海量的用户数据挖掘出

有价值的商业信息需要进行高层的语义分析，我们目

前使用循环神经网络RNN、卷积神经网络CNN、长短

记忆网络LSTM等来完成对海量文本的语义理解、信

息抽取等数据挖掘任务。

在供给侧、售电侧：随着电网智能化要求提

高，完成不同的领域任务需要训练不同的深度神经

网络模型，而模型训练依赖海量历史数据，注意力机

制（Attention）与BERT（迁移学习），可有效降低训

练新模型所需要的数据量要求。通过每个的离散状态

发现最优策略以使期望的反馈奖赏和最大 。例如将深

度卷 积神经网络和强化Q学习方法用于5G基站供电控

制，实现市电供电信息到基站射频最优控制策略的直

接映射。

3.1.2	 基于AI的5G基站能耗智能分析与控制平台

基站节能作为整个移动通信网络节能的关键，如

何降低基站能耗成为了通信运营商最关心的问题：无线

网络资源并不是无时无刻都在高效的被占用，如夜晚的

工业园区、工作时间的住宅小区等，网络设备在持续消

耗着电能。如果这些网络资源能在特定状态下被关闭、

在需要的情况下被激活，那么将会有大量的能源被节省

下来。

图 6所示系统由中通服创立科技有限公司研

发，具有三层结构，每层一个能力中心，分别是构

建在通服云平台上的大数据及AI中心，这里部署有

各种机器学习的算法组件。第二层是物联网管理中

心，支持各种基站设备的AI边缘计算服务，负责节

能策略执行及效果反馈。第三层是IOT控制层，负责

协议栈的实时调度，完成数据及控制指令的双向传

输。系统考虑了5G RAN的多种场景供电方案融合统

一，利用了电源控制器作为整个系统的智能特性的

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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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5G基站能耗智能分析与控制平台框架图

本系统通过AI模型统计各种情况下主设备能耗

变化情况，如进行业务&空闲的能耗对比、不同时间

段的能耗对比，单个设备的用户随事件的分布情况和

能耗情况，自动计算出可以对该设备进行休眠的时间

窗，进行设备射频通道关断，达到省电、降低运营成

本的目的。

3.2 大数据在5G综合能源服务中的应用

3.2.1	 中国通服电力大数据平台系统基础架构

为了达到对海量数据的高效分析，中通服软件科

技有限公司搭建了电力大数据平台系统基础架构，整

体系统架构由大数据分层管理框架、5大配置管理平

台、1个核心服务框架、4个基础服务框架构成：

1）大数据分层管理框架主要在数据模型、数据

存储方面面向数据业务层次构建多层数据存储架构；

2）5大配置管理平台可作为独立平台部署应用，

包括数据加工处理平台、数据稽核平台、数据共享服

务平台、数据可视化平台以及数据资产管理平台；

3）核心服务框架为智能计算服务框架，用于实

现数据分析、挖掘计算，主要支撑数据共享和数据可

视化应用；

4）4个基础服务框架提供系统基础框架的管理和

公共工具包，包括基础平台、调度平台、消息平台、

数据安全等。

各平台框架既可集成在一起作为整体解决方案，

也可独立部署成为通用工具。集成了Spark，Stream，

Hive，Kafka等大数据计算框架，上层灵活支持各种

BI工具及视图，便于分析及展示。

图 7 中国通服电力大数据平台基础架构图

3.2.2	铁塔能源经营运维监控系统

中通服软件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建设能源平台，支

撑铁塔集团实现对备电、发电、换电等各项应用提供

核心支撑平台和提供终端远程管理、运行监控、运维

管理、协议适配、业务数据传输等综合服务功能，为

业务应用提供强大、稳定的物联网化运行支撑环境。

图 8 铁塔能源经营运维监控系统

该平台不但是采用了中国通服电力大数据基础架

构，还使用了先进的FaaS技术架构，物联网智能平

台，支持RS484，TCP，MQTT多种接入协议，支持

扁平化、internet公网数据接入，可灵活支持换电柜、

电池等各项设备。

3.2.3	 能耗监测及综合能源管理平台

图9所示平台是重庆市通信建设有限公司在能源

消费领域基于5G通信、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

术开发的工业互联网产品。产品包括数据采集、运

营服务、平台管理三个层面，实现了能耗监测、总

量管理、消费管理、能效分析、节能目标管理、节

能技术推广、用电及用能权交易、节能诊断及预测等

八大功能。中国通服旗下的重庆市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同时也是《国家能耗在线监测技术标准规范》的编制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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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能耗监测及综合能源管理平台功能

2016年以来，产品已在若干省级能管平台和数十

个企业级能管中心落地应用，接入企业千余家。面向

省级节能中心和重点用能单位，以能耗监测、用能管

理和能效提升为核心，强化节能降耗监管，及时研判

能源消费趋势，提高预测预警能力，指导企业合理用

能，从而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构建资源节

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工业体系。

3.2.4	 通信基站储能管理应用方案

图10所示方案由中通服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针对供给侧和用户侧提升节能降耗效益：

1）供给侧：保障供电容量、辅助发电动态运行、

可再生能源平滑输出

2）用户侧：用户分时电价管理、容量费用管理、 
电能质量、紧急备用

经过计算，以工业用电分时电价削峰填谷为例，

北京峰谷电价差1元，宏基站每天耗电240 kWh，1 h
可节电240/24=10 kWh；一个基站每天可以节省15元。

图 10 通信基站的充放电节能机制

3.3 物联网在5G综合能源服务中的应用

3.3.1	 中国通服能源物联网平台

能源物联网平台由两大部分组成：一个是基础技

术支撑平台，一个是专业业务应用平台。

基础技术支撑平台具有四大特性：

1）集成了各种常见的网络协议(MQTT,HTTP, 

TCP,UDP,CoAP,LWM2M)等，也支持RS232，RS485
等工业设备通讯接口,并对其进行封装, 实现统一管理,
监控,在线调试,在线启动,停止,更新等功能.降低网络编

程及设备通讯的复杂度。

2）灵活的设备接入方式. 具备动态配置设备网关服务，

并把网关服务通过微服务方式部署，便于集成及调用。

3）统一的设备操作API,利用OpenAPI屏蔽各个厂

家不同协议不同设备的差异,支持跨服务,同步(RRpc),
异步的设备消息收发。

4）组网设备的云端动态鉴权服务，并支持128位
的AEC加密算法。

专业业务应用平台是建设在基础技术支撑平台之

上，利用基础技术支撑平台的技术、组件、接口来规

范化标准化实现用户的专业应用需求。专业业务应用

平台是用户在专业领域不同方向应用产品的集合和容

器，是用户直接面对的方便简洁的交互门户。

目前已开发完成的专业业务应用平台有运营商能源

管理系统、数据中心能源管理系统、配用电监控运维系

统、光伏监控运维系统、储能监控运维系统、充电桩运

营管理系统、智慧照明管理系统、空调管理系统等。

3.3.2	 电信运营商能耗管理平台

很多公司在进行能源管理、节能增效、设备选型

等方面缺少有效的数据支撑，无法推动节能增效措施

的落地实施，所以某省电信结合本省管理需求，建设

了省级能耗管理平台，如图11所示。

图 11 运营能耗管理平台

本平台由浙江省邮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研发，打

通原有11个系统接口，复用已有系统数据，通过平台

进行二次整合集成，避免重复建设，大大节省了建设

成本。能耗系统与资源管理系统（获取站址信息）、动

环监控系统（获取自有站址用电信息）、综合代维巡检

系统（获取铁塔站址用电信息）实时对接，保证基础

数据的准确和一致，并通过系统对转供电合同、用电

单价、支付周期进行管理，将报账信息统一推送到财

辅，并生成各类告警信息进行闭环管理，大大减少了

人工工作量。

公司编制了能耗预算，设置了能耗标杆（PUE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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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能耗、人均能耗等），通过平台对电费进行划小管

理，加强了成本管控，提升管理效率。平台通过异常

电费监控、各系统数据多维度对比、注智派单等功能，

解决跑冒滴漏问题，利用物联网及大数据数段，对基

站及机房进行画像分析，分析判断出哪些是虚假的电费

上报数据和不合理数据。按照“砖混、彩钢、一体化机

柜、无机房”四种房屋类型分地域分时段利用PUE值精

确管理用电标杆，对超标杆值10%的电费不予确认。

平台2018年累计审核不合理电费768.44万元，大

大降低了运营成本。同时通过能耗数据分析，发现电

网电能质量不稳、空调能耗异常等问题，为公司提质

增效工作指明了方向。

4	 总结与展望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基于AI的智能化节能

成为了未来新的技术发展方向。利用AI技术可以对

现网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建立业务模型，实现业务预

测及参数训练，同时通过AI算法可自动识别节能小

区、选择节能策略，提高节能触发的灵活性，为软件

节能特性的广泛应用提供了可能，作为新的技术发展

方向，基于AI的节能技术还需要深入研究，探讨如何

利用机器学习及人工智能算法实现更加智能化的节能

技术。

5G已来，万物将通过5G网络互联，人们真正意

义上的智能生活方式正在开启，无人驾驶、智慧医

疗、智慧教育、智慧居家等都将逐一实现。预计到

2025年，通信行业将消耗全球20%的电力，电费将

成为运营商最高的OPEX支出，至少占总运营成本的

15%。随着人们智能生活的开启，一场伴随着5G万物

智联而来的数据海啸正滚滚袭来，而由海量数据引发

的电力消耗也必将成倍增长。在世界范围内绿色低碳

发展的大背景下，节能降耗、提升网络能效是未来移

动通信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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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大数据、机电养护及运维等工作。

李盟(1980)，男，工学硕士，高级工程师，研究方

向为移动通信、5G智能电网、电力物联网。

赵涛（1975），女，工学硕士，工程师，研究方向为

通信网络信息化、物联网、大数据。

杨云霞（1978），女，大专，高级能源管理师，主要

从事节能、合同能源管理、综合能源服务工作。

蔡伟（1968），男，工学学士，高工，主要从事智慧

城市、智慧医疗、综合能源管理等领域的重大项目规划、

方案设计及建设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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