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ew infrastructure, 
5G supports the development of vertical industries towards 
digitalization, networking and intelligence with a brand-new 
network architecture. The application mode and the solution 
of 5G network carrying Energy Internet business is still being 
explor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mand characteristics of 
5G network application of Energy Internet from four aspects 
and proposes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5G network practical 
application.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electric power 
enterpris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overall design of 5G 
hybrid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and three stages of the evolution 
route,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ree realization paths of the 
heterogeneous convergence 5G network, 5G public network 
slice and 5G physical private network, providing new ideas and 
modes for 5G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business application of 
Energy Internet.

Keywords:  Energy Internet; 5G; hybrid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network slice

摘  要：作为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5G以全新的网络架构，

支撑垂直行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5G网络承载

能源互联网业务的应用模式、解决方案仍在不断探索。本文

对能源互联网5G网络应用的四个方面进行了需求特征分析，

论述了5G网络实用化应用需要开展研究的关键技术，并结合

电力企业实际，提出了能源互联网5G混合虚拟专网的总体设

计思路及三个阶段的演进路线，分析比较了异构融合5G网

络、5G公网网络切片、5G物理专网等三种实现路径，为能源

互联网5G网络构建及与业务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模式。

关键词：能源互联网；5G；混合虚拟专网；网络切片

0	 引言

随着分布式能源大规模接入以及储能装置技术升

级，电力能源结构组成不断完善创新，“能源互联网”

概念逐渐获得广泛关注[1]。以“新基建”为依托的信

息化正处于以数据深度挖掘和融合应用为主要特征的

智能化发展阶段，以能源互联网为代表的电力产业互

联时代正在到来[2]。基于能源互联网概念下的新一代

电力系统建设侧重终端设备量测数据获取，以保证电

网运行状态的全面监测与管控，但现有阶段电网数据

采集的深度及广度不足，且对数据传输时延、安全性

能、连接范围等要求日益严格[3]。5G作为先进信息通

信技术的典型代表，可保证电力无线网络系统的高质

量层次需求。5G技术与电网业务的深度融合，尤其是

在移动通信网络方面的结合发展，可形成电网侧与电

信侧的优势互补，合理促进资源的集约规划及利用效

率的提升，完成传统电网到能源信息枢纽的转化。

在能源互联网5G网络应用上，因国内5G频谱主

要授权三大电信运营商及中国广电，电网目前尚不具

备构建专有5G频谱的组网条件。因此，当前电力5G
应用多采用租用电信运营商模式，针对不同业务场景

需求设计不同融合策略[4-6]。国家电网5G建设充分结

合“新基建”思路，在天津、山东、江苏等地开展5G
共建共享样板工程，建成国内最大规模5G智能电网；

南方电网亦创新成立“5G+能源互联网”技术研究方

向，先后开展智能分布式配电自动化、高级计量、应

急通信自组网等多个示范应用，多方验证5G通信承

载电力业务的安全性、可靠性、灵活性和高效性。然

而，当前5G技术在电力实用化方面仍存在一定不足，

R16标准刚刚冻结，现有无线通信基础资源对构建5G
通信网络的能力相对薄弱，核心网切片、终端模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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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及相关配套设备研制能力和实用化仍需增

强。综合分析，以电为核心枢纽的能源互联网，如何

与电信运营商5G网络融合，构建覆盖能源互联网各个

环节信息采集、传输、处理的5G专用网络，是破解能

源互联网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

在本文中，我们重点探究了5G与能源互联网融

合的应用需求特征，基于需求对现有承载能源互联

网业务的关键技术进行了归纳分析。同时，基于5G
需求和关键技术，提出适用于能源电力行业的5G混

合虚拟专网建设总体设计思路，给出了三种典型的

5G电力组网的实现路径，从安全性、可行性、经济

性三方面进行论证，给出未来能源互联网5G的演进

路线。

1	 能源互联网5G应用需求特征分析

5G无线网络承载能源互联网各个环节的信息采集

和传送，三大场景与能源互联网业务高低契合，是能

源互联网体系架构不可分割的部分。能源互联网业务

对5G无线网络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可用性、安全性、

可控性和经济性等四个方面的需求特征。

1.1  可用性需求

随着能源互联网建设的加快，差动保护、配电自

动化、用电信息采集、移动巡检及其他新兴业务对通

信网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业务特征将电力业务

划分为电网控制类、信息采集类、移动应用类三大典

型场景，针对不同类型的电力业务，分析当前以及未

来电力应用场景的电力业务特征，确定电网控制类、

信息采集类、移动应用类三种业务场景的通信性能指

标需求，主要包括对时延需求、带宽需求、可靠性和

安全性需求等指标进行分析。具体电网典型业务场景

的关键通信需求汇总如表1所示。

总的来说，未来电力业务的发展，能源互联网业

务及宽带业务并存，具有广覆盖、大连接、低时延、

高可靠、高安全等特征，对电力差异化业务支撑能力

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1.2  安全性需求

能源互联网形态下，电网能量流动的双向性、波

动性、随机性、间歇性特征愈来愈突出，对电网安全

运行带来较大冲击，这对于电网感知要求更广更深，

对接入数据的处理、控制的时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与此同时，能源互联网场景中，信息采集海量终端的

同时接入与边缘计算的规模部署引起安全的暴露面大

大增多，网络边缘侧与接入侧的安全防护带来巨大压

力。如何对广泛接入的5G终端的身份、网络和安全

进行统一管控，是能源互联网5G网络安全运行的关键

需求。

表 1 业务的关键通信需求汇总
Table 1  Summary of key communication requirements of the 

business

业
务
类
别

业务
名称

通信需求

时延 带宽
可靠
性

安全
隔离

连续数

控
制
类

配电自
动化

≤2s
≥

20kbps
99.9
99%

安全
生产
1区 数十个/

km2
用电负
荷需求
响应

≤50ms
10kbps-
2Mbps

99.9
99%

安全
生产
1区

分布式
能源调

控

采集类
≤3s

控制类
≤1s

≥
2Mbps

99.9
99%

综合
包含、

2、3区
业务

百万-
千万级

精准负
荷控制

≤50ms
10kbps
-2Mbps

99.9
99%

安全
生产
1区

数十个/
km2

配网差
动保护

110kV、

220kV线
路＜15ms
35kV线路
＜150 us

110kV、

220kV线
路≥2Mbps
35kV线路
≥10Mbps

99.9
99%

安全
生产
1区

数十个/
km2

信
息
采
集
类

用电信
息采集

一般≤30s ≥2kbps

99.
9%

管理
信息
大区3

数百个
个/km2

配电房
视频综
合监控

≤200ms

20-
100Mbps

集中
在局
部区
域内
5-10
个

应急现
场综合
应用

移
动
应
用
类

移动现
场施工
作业
管控

集中在
局部区
域内

5-10个

变电站
巡检机
器人

4-10Mbps

集中在
局部区
域内
2-3个

输电线
无人机
巡检

CSE
E  E

IC
 

 
 

    
    

  C
SE

E  E
IC



2020 年 9 月 邢宁哲 等：能源互联网 5G 混合虚拟专网应用模式探讨 　341

5G网络将网络切片、网络虚拟化、边缘计算、超

密度组网、大规模阵列天线等新技术进行了深度融

合，形成了由接入网、核心网和上层应用为基础的5G
架构体系[7]。与4G时代相比，5G核心网与上层应用

的安全防护策略差异性较小，接入网侧更需要具有内

生安全防护能力。接入侧安全防护主要包括空口安全

与安全隔离，空口安全目前仍采用较为常规的加密方

式，如何在安全防护兼顾性能的同时，满足小型化、

颗粒化的部署需求成为了业内关注的焦点。边缘侧的

安全防护中，为确保边缘计算的效率、降低部署成

本，边缘计算通过软件定义安全，动态加载边缘安全

防护手段、取消传统边缘网关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基

于5G网络的能源互联网业务架构和业务场景是否满足

《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防护规定》等网络安全防护要求，

更需要论证现有的基于网络隔离和安全认证的安全防

护技术的适用性及有效性。

1.3  管控性需求

立足能源互联网业务出发，5G网络将逐渐呈现

规模化发展，其网络复杂度与传统的电力通信专网

也大不相同。随着大量终端设备的接入，5G在终端

认证、网络切片以及物联网等各方面的安全管理较

4G需求有所不同，同时网络承载能源互联网业务种

类多样，需确保不同分区业务数据的有效隔离，这

使得通道传输也面临一定挑战。基于此，需加强电

力5G网络的运营及管控手段，以保证实时可靠、高

效安全的网络支撑。相较于传统管控方式，基于5G
的电力网络应增强切片管理与资源智能调配能力，

构建端到端跨接入网、承载网、核心网的质量系统

保障策略，解决多业务场景下的QoS共存问题，实现

流量高峰期电力业务的正常运转。同时，根据不同业

务QoS需求及安全分区要求，针对一二区、三四区业

务要做到横向隔离和纵向认证，接入端需在时域/频域

/空域多维角度提供隔离防护手段，可通过建立网络切

片颗粒度管理机制，网络切片被分配相应的网络功能

及资源，实现5G架构下的实例化应用，可根据电网不

同业务承载及安全隔离需求，进行切片定制化开发及

分配，搭配网络切片运营支撑系统，进行安全态势管

理及监测预警。

电网作为典型差异化用户，其对运营切片资源要

求甚高，需充分掌握切片资源可视化透明管理权利，

可通过网络切片资源进行关键性指标（KPI）的综合

验证。

1.4  经济性需求

电力行业5G网络应用还处于初期试点探索阶段，

在推进业务接入的同时，还应考虑网络使用的经济

性，逐步建设与能源互联网发展进程相匹配的电力行

业5G网络。当前，能源互联网的发展处于信息互联

网与能源行业相互促进的阶段，业务应用场景不断更

新，终端接入规模无法精确预测，对5G网络的刚性需

求和适配性要求尚不十分明朗，不适宜大规模投资建

设电力行业5G网络。与电信运营商3G、4G时代大干

快上的建设模式相比，电力行业的5G网络规划应以业

务需求为导向，有针对性地实现精准覆盖，杜绝为投

资而建设、为建设而建设，充分利用电力企业现有的

传输、站址、沟道、电源、杆塔等资源，进而保障投

资整体收益。同时，网络规划应充分结合电信运营商

5G网络已有基础，针对电网特定场景和业务需求，形

成网络共建、投资分摊、风险共担、成果共享的合作

机制，形成合理、稳定、积极的合作预期，降低电力

行业5G网络建设应用成本、提升投资效能和生产效

率，与电信运营商共同探讨共建共治共享共赢模式。

2	 能源互联网5G实用化应用关键技术

能源互联网5G网络是全新的技术、全新的形态。

实现5G组网及实用化应用主要体现在网络规划仿真、

业务安全接入、回传承载、边缘计算、主动运维等关

键技术上。

2.1  基于数字孪生的5G网络仿真规划技术

图 1 基于数字孪生的能源5G业务接入仿真规划功能架构
Fig. 1 Functional architecture of energy 5G service access 

simulation planning based on digital twin

为更科学地指导能源互联网5G网络前期规划和建

设，需结合能源互联网业务特征、电网基础设施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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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场景特点，开展针对能源互联网5G的网络规划仿真

技术研究，提出能源互联网5G传播模型及算法，研制

5G无线网络规划仿真平台和业务接入仿真平台，为能

源互联网5G网络规划设计提供工具支持，更好的保证

网络指标和投资利用率。

本文将数字孪生模型引入能源互联网5G网络规划

中，通过将物理实体或流程转化为准实时的虚拟化镜

像，实现对5G业务规划的模拟分析，并根据模拟分析

的结果指导真实环境中业务规划方案的实施。功能架

构如图所示，其工作流程如下：

1）底层网络通过传感器系统对终端进行监控，

并将测量数据通过传输链路传输至仿真规划层的数据

处理分析模块。

2）数据分析处理模块首先对数据进行清理和处

理，筛选出重要数据，并进行存储和计算。

3）基于数据管理和数据分析模块的分析结果，

建立基于物理实体的数字模型，并对物理实体进行实

时监测。

4）利用分析技术分析规划方案的优劣，建模和

仿真模块和数字管理模块不断进行迭代过程，直至得

到较优的方案。 
5）建模与仿真模块可输出决策人员所需信息，

并通过人机交互界面输出规划方案。

6）基于5）的规划方案对实际业务规划方案进行

调整，并指导实际能源5G业务的建设。

2.2  基于切片管理的5G安全隔离技术

5G网络切片技术，可为能源不同分区业务提供差

异化的安全隔离服务，有望突破以往的无线通信技术

安全隔离能力，满足电网安全隔离要求。在不同大区

的电力业务有不同的安全隔离要求[8-9]。5G网络切片

技术可为电网不同分区业务提供物理资源、虚拟逻辑

资源等不同层次的安全隔离能力，为能源互联网的业

务承载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

网络切片是对现有物理网络进行切分，形成多个

彼此独立的逻辑网络，为差异化业务提供定制化服

务。根据不同业务的QoS (quality of service，服务质

量)需求，网络切片被分配相应的网络功能和网络资

源，实现5G架构的实例化，能源互联网可以根据业务

承载与安全隔离需求，进行网络切片的定制化应用。

网络切片整体包括接入、传输、核心网域切片使能技

术，网络切片标识技术，网络切片端到端管理技术，

网络切片端到端(Service-Level Agreement，服务等级

协议)保障技术4项关键技术。

在融合5G混合组网模式下由于涉及到数据在公专

网之间的穿越，因此安全隔离问题尤为重要，本文提

出的混合组网主要有两种模式：如图所示的模式a和
模式b。在模式a下，5G核心网网络搭建在能源互联网

企业内部，基站采用租用运营商的方式，并且通过部

署在公网运营商汇聚机房附近的节点就近卸载流量进

入到能源互联网企业中去，企业在该模式下允许安装

核心网和终端间的独立认证网元系统，便于企业内部

安全认证。在模式b下，5G基站搭建在能源互联网企

业内部，核心网由于技术复杂度较高，采用租用运营

商就近核心数据机房来实现核心网的方式，主要负责

接入移动性等信令管理和互联网类数据的承载，生产

系统数据可以在5G专网上进行移动边缘计算（MEC）
流量卸载。在该网络隔离模式下，数据流通过专网与

公网间时可通过部署虚拟防火墙或物理防火墙，保护

能源互联网内网与外网的安全。

2.3  基于柔性以太网的5G确定性回传技术

目前，如何实现低时延高可靠的确定性网络，仍

然是5G承载网络技术面临的新挑战。FlexE技术重用

网络隔离模式a

网络隔离模式b

图 2 专网与公网混合部署下的网络隔离模式
Fig. 2 Network isolation mode under hybrid deployment of private 

network and public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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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IEEE802.3以太网物理层标准，实现网络灵活性、

多速率、刚性接口等特性，通过捆绑、通道化、子速

率等功能，与IP/Ethernet技术良好对接，助推5G确定

性网络的发展。基于FlexE技术的5G确定性回传网络

架构如图3所示：

图 3 基于FlexE技术的5G确定性回传网络架构
Fig. 3 5G deterministic backhaul network architecture based on 

FlexE technology

5G确定性回传网络包含接入层、汇聚层和核心

层3个层次。在回传网络接入层，基于硅光及4级脉幅

调制（PAM4）技术的非相干50GE以及100GE新型光

模块技术引入，有助于降低大带宽的组网成本。在回

传网络的汇聚和核心层，中长距离的组网需求驱动基

于硅光的彩光相干100GE、200GE、400GE光模块融

合DWDM技术的引入和应用，使得单纤或单端口的

容量可扩展至数T级别。回传网中的确定性主要依靠

FlexE技术来实现。FlexE相比信道化子接口等其他转

发隔离技术具有更好的隔离效果，在保证时延和时延

抖动指标上有更好的效果。

在网络确定性方面，New IP在传统IP网络统计复

用基础之上，在当前“尽力而为”服务模式之外，

尝试增加确定性转发模式。在网络层提供端到端的

确定性服务能力，保障特定业务流传输的确定性低

时延和抖动，从而满足未来智能制造、远程医疗、

自动驾驶等众多对网络服务质量保障有严苛要求的

应用。

2.4  基于边缘计算的5G组网技术

基于边缘计算的5G组网技术，将MEC部署在靠

近网络边缘侧，一方面，边缘服务在终端/边缘设备上

运行，解决时延的问题；另一方面，MEC将存储与计

算能力下沉，提供智能化的业务调度机制，将业务和

内容缓存本地化，一定程度可解决能源互联网多场景

的业务需求，让相关区域性业务在本地终结而不是在

云端终结，保证电力数据的安全性。

基于边缘计算的5G组网架构如图所示，更靠近能

源互联网现场侧的边缘计算智能网关负责收集设备运

行数据。边缘计算智能网关相比于MEC和公有云，具

备有限的计算能力，提供ECSaaS（边缘计算软件即服

务）、ECPaaS（边缘计算平台即服务）和ECIaaS（边

缘计算基础设施即服务），以就近解决业务终端的部

分请求，最大化降低时延。对于较大计算量的服务请

求，可协调MEC边缘云和公有云的更为强大的计算能

力，通过服务协同、业务和应用管理协同等方式完成

业务需求，最终向设备下发控制指令，并更进一步地

保证业务的时延需求。

图 4 端-边-边缘云-公有云协同框架图
Fig. 4 End-edge-edge cloud-public cloud collaboration framework 

diagram

2.5  基于人工智能的5G网络主动管控技术

5G网络具备能力开放及更高效灵活的运营管理能

力。可实现电力终端及通道业务的可管、可控。电力

5G终端管控，需要解决eSIM ID和模组ID等资源的统

一分配和管理问题，以及终端的安全接入鉴权机制、

资产管理、状态监控等问题。因此研发电力5G 终端

管控平台，具备对电力5G接入的终端设备的身份、网

络和安全进行统一管理控制功能，实现5G终端及相

应资源的有效管理、设备状态全感知，是必须开展的

工作。

同时，电力企业通过研发基于5G切片网络综合管

理系统，依托5G切片网络能力开放技术，提供丰富、

多元化、灵活的网络服务管理能力，实现5G终端的连

接管理、设备管理、业务管理、专用网络切片管理、

认证和授权管理、网络优化分析等创新业务。如通

过网络切片定制设计、规划部署，来实现线上的快

速业务开通（分钟级），利用切片运行监控能力实现

运营商网络资源运行的监控及故障定位，通过通信

终端或模组采集的各类数据实现对终端的在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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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最终实现能源互联网5G网络及业务通道的可管、

可控。

新兴能源互联网业务在QoS保障、安全承载的严

苛要求，给5G网络运营带来了巨大挑战，需要借助人

工智能等手段，提高电力企业对于5G网络及业务管控

的主动运维能力。例如，基于意图的网络（IBN）已

成为一种快速且自动化的网络管理和配置方法，其

主要目的是简化底层配置并加快服务交付速度。IBN
允许物联网用户以人类可读的语言表达其意图请求

（IR）。支持基于意图的服务供应的一个关键步骤是

服务功能链（SFC）的在线编排决策。深度强化学习

（DRL）框架不需要网络信息的先验知识，可以解决

智能决策问题，并通过与动态环境的交互来获得全局

最优解。基于DRL的意图理解和SFC编排架构如图5
所示。

图 5 基于DRL的意图理解和SC编排架构
Fig. 5 DRL-based intention understanding and SC orchestration 

architecture

3	 能源互联网5G混合虚拟专网设计思路

结合能源互联网各个环节业务需求特征分析及实

现的关键技术，在推进能源互联网5G网络建设和应用

中，重点要解决四个环节的问题。

1) 业务场景的精准覆盖。针对能源互联网各个

环节、特定业务场景下实现精准覆盖，实现最后100
米的信号接入问题，主要通过补充建设宏基站、微基

站、室内分布等方式，实现延伸覆盖、增强覆盖、室

内覆盖，例如野外变电站、室内设备区、城区10kV配

电室等。

2) 业务承载的流向设计。能源互联网各个环节

不同场景、不同业务在实现方式和流向设计不同，决

定着基站、用户平面、边缘计算、回传网、安全防护

等设备的部署策略，需要与各个运营商深度合作，共

同探讨满足能源互联网各个环节、各个场景业务的需

求，进行差异化、定制化设计。

3) 业务终端的安全接入。针对各个场景业务对

于端到端安全承载的需求，进行无线侧、承载侧、核

心网通道的安全隔离设计，同时在终端侧开展工业化

CPE、终端模组、安全加密等设计，并通过二次认证

和密钥管理实现物联网卡的安全管理，同时要进行业

务侧接口设备的适应性匹配改造。

4) 5G专网的管理运营。需要与运营商进行深度

合作，建立彼此的通道安全信任机制，共同开展相关

规划仿真及管理系统的研发，探讨适用于能源互联网

的5G切片管理技术和模式，实现能源互联网5G网络

与业务的可监视、可维护、可测量，满足电力企业可

管、可控的需求。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适用于能源互联网场

景下的5G混合虚拟专网模式，即：在组网上，基于

电信运营商5G网络设计基础，匹配于能源互联网各

个环节业务场景，有效利用电信及电力企业双方基

础资源，进行物理上的“混合组网”架构设计，满

足业务场景的精准覆盖、业务接入和安全承载；在

管理上，构建网络供给侧与业务需求侧双方安全信

任机制，进行逻辑上的“虚拟运营”网络管理，解

决电力企业对5G网络可监测、可维护、可管理痛

点，以互联网的思维构建适用于能源电力行业应用

的5G专网，探索网络共建、应用共享、运营共治的

合作共赢模式，以5G生态建设促进能源互联网生态

建设。

图 6 5G专网的混合组网架构
Fig. 6 5G hybrid network construction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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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5G专网的虚拟管理拓扑结构
Fig. 7 5G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topology

在能源互联网5G混合虚拟专网模式的演进中，考

虑到能源互联网以及5G网络都属于全新的技术和业态，

本身技术发展和相互融合都是一个不断探索和迭代创新

的过程，从2020年起，初步预计可分为三个阶段实现。

第一阶段为试验探索阶段，网络达到业务可用状

态。主要是业务需求侧和网络供给侧充分沟通，搭建用

于能源互联网的5G试验网络和业务场景测试验证环境，

按照不同场景分类，在局部区域开展少量的业务挂网试

运行，掌握网络性能和业务特性，研探索不同场景下典

型组网、应用模式以及成本经济性，初步实现利用电信

运营商5G网络对能源互联网的业务承载。这个阶段， 5G
网络相关技术还在演进中，网络处于建设初期，双方合

作上处于磨合期，预计持续1-3年左右。

第二阶段为试点运行阶段，网络达到安全可信状

态。主要是在第一阶段基础上，在能源互联网的某个

区域，组建一定规模的5G网络，针对不同场景实现业

务精准覆盖，开展一定规模的业务应用，验证其规模

应用下的网络性能状态、业务可用性、安全承载能力

以及成本经济性，完善规模化推广应用的技术方案，

试点新兴业务可行性，探索5G网络共同管理的技术和

运营模式，实现能源互联网5G承载业务的安全可信。

这个阶段，5G网络技术相对成熟，网络逐步实现精准

覆盖，双方进入初步合作模式，预计持续3-5年左右。

第三阶段为规模应用阶段，网络达到可管可控状

态。在第二阶段基础上，针对能源互联网各个环节，

逐步扩大5G网络覆盖的范围和深度，实现能源互联网

不同场景业务的规模化应用，开展一些由于5G网络特

性带来的新兴业务，不断迭代完善5G网络安全承载和

网络管理技术方案，实现能源互联网5G承载业务的可

管可控。这个阶段，5G网络技术相对成熟，预期达到

可管可控状态，双方进入深度合作模式，预计5年后，

能源互联网与5G进行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生态模式。

4	 能源互联网5G混合虚拟专网实现路径

4.1  异构融合5G网络模式

异构融合5G网络是指电力用户依托运营商5G公

网，根据自身业务需求建设包括无线网、承载网、核

心网在内的部分网络设施，形成与公网深度融合的行

业5G网络，具体如图8所示。

图 8 异构融合5G网络架构
Fig. 8 Heterogeneous Converged 5G Network Architecture

电力行业异构融合5G网络应用中，无线网方面，

电力企业在优先利用运营商5G公网覆盖，自建部分基

站接入公网作为补充；承载网方面，电力企业将现有

传输系统扩容，与运营商传输系统对接，将数据回传

至业务平台；核心网方面，以运营商5G核心网为依托，

建设独立的MEC并部署核心网用户面（UPF），根据网

络管控及业务开展需求，酌情部署小型核心网。

异构融合5G网络优先利用运营商5G信号延伸实

现覆盖，并通过自建基站补盲实现精准覆盖；同时需

将传输网络向下延伸，并部署前传光缆；在终端接入

密集的基站部署边缘计算功能加快数据处理；终端业

务数据由无线网接入系统，通过承载网流向各业务平

台对接的MEC，而终端定位等信息将汇总至运营商的

核心网；网络管控能力主要依靠运营商提供客户端，

实现部分核心网控制功能。

安全性上，异构融合网络实际上采用公专共建、

公专共享的模式，终端安全接入、边界安全防护需求

大幅增加；行业终端定位、序列号等信息流向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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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网，信息泄露、终端被攻击的概率提升，尤其控

制类业务如何承载需要进一步验证。

经济性上，异构融合网络主要依托运营商5G网

络，电力用户根据业务需求进行补充建设，精准投

资；基础资源方面充分结合电力与运营商现有资源，

实现优势互补；采用公网频率，模组成本随推广情况

逐步降低，有利于终端的大规模应用。

可行性上，异构融合网络建设难度小，可行性

高；异构融合网络建设类型多、组网方式灵活，可结

合能源互联网各类场景需求进行定制化网络，需与运

营商逐步探索共建共治共享的投资模式与运营模式。

4.2  5G公网网络切片模式

5G公网网络切片是以公网为依托，通过网络切片

技术将物理层网络进行逻辑分离，再利用云、虚拟化

等技术实现同一套网络基础设备的共享共用为行业用

户提供制化、灵活化的虚拟专网，具体如图9所示。

图 9 5G公网网络切片架构
Fig.9 5G public network slicing architecture

电力行业5G公网切片应用中，无线网方面，各

类终端通过基站接入网络，再根据能源互联网中不同

应用场景划分不同的切片并适配相应的资源；承载网

方面，按照业务通道容量需求，运营商通过Flex-e技
术灵活划分通道资源；核心网方面，运营商为行业用

户提供客户端，并根据切片管理需求下放部分控制功

能，实现电力行业用户对5G网络切片的全面监视和管

理，特别是5G网络切片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为能源互

联网业务承载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

公网网络切片精准覆盖需要运营商根据行业用户

需求针对性部署基站；在终端接入密集的基站部署边

缘计算功能加快数据处理；行业终端定位、序列号等

信息流向运营商核心网，信息泄露、终端被攻击的概

率提升，电力行业用户业务数据与其他行业及个人用

户数据应采取安全隔离措施；网络管控能力主要依靠

运营商提供客户端，实现部分核心网控制功能。

安全性上，5G网络切片自身面临切片间的信息

泄露、干扰和非授权访问、与第三方交互的安全等问

题；5G网络面临网元虚拟化管理安全、虚拟机自身安

全威胁，以及SDN的引入导致的网络动态化产生的新

的安全威胁等。

经济性上，电力用户基本无需投资建设网络，需

根据运营商网络切片定价支付租赁费用。应用初期，

电信运营商的租用成本会比较高，会随着业务的规模

接入逐步回落。

可行性上，网络切片功能的实现建立在运营商实

现5G独立组网的前提下，可根据业务需求调整网络切

片规模，探索网络切片管控及安全可行性，切片管理

的开放深度需要与运营商进一步探讨。

4.3  5G物理专网模式

5G物理专网是指在国家频率授权下，电力用户在

特定场景或局域环境下，应用独立的5G频率自建5G
核心网、承载网、无线网，形成与公网完全隔离的5G
物理专网，具体如图10所示。

图 10 5G物理专网拓扑结构
Fig. 10 5G physical private network topology

对于电力行业5G专网，无线网方面，电网公司采

用单独的频率自建5G基站；承载网方面，电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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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旧或扩容现有传输网络，具备隔离功能；核心网方

面，电网公司于总部或大区部署5G核心网，同时根据

业务需求，在省公司、地市公司部署UPF及MEC便于

业务快速处理。

5G物理专网需要根据业务场景自建基站实现精

准覆盖，同时需将传输网络向下延伸，并部署前传光

缆；5G物理专网在终端接入密集的基站部署边缘计

算功能加快数据处理；终端业务数据由无线网接入系

统，通过承载网流向各业务平台对接的MEC，而终端

信息汇总至自建的核心网；自建核心网将为电力行业

用户带来完整的网络管控功能。

安全性上，由于5G物理专网与公网完全隔离，在

业务接入、数据承载等方面，信息安全性最高，更加

符合能源互联网生产控制类业务需求。

经济性上，由于建设独立的全功能核心网以及全

部基站，如采用的频率为非5G标准频率，产业链成熟

度不高，全部基站、终端需要定制化生产，部分地区

还需建设光缆和承载网，建设成本很高。

可行性上，5G物理专网需向无线电委员会申请或

向运营商租赁单独频率，在政策上需要国家的支持。

同时，前传光缆建设量巨大、建设许可手续办理复

杂。总体上，大规模建设5G物理专网可行性不大，可

以在局域环境和特定场景下进行应用。

5	 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能源互联网与5G融合的需求特征分

析，提出能源互联网5G实用化关键技术，统筹考虑可

行性、安全性、经济性，提出适用于能源电力行业的

5G混合虚拟专网模式设计思想，提出5G网络演进的

三个阶段以及三种实现路径模式，逐步实现能源电力

行业与与电信运营商网络的合理配合及安全保障，为

能源互联网5G实用化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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