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nergy Internet 
strategy, many new businesses have increased sharply, and the 
demand for multi-service bearers has been prominent, forming a 
communication architecture with multiple networks coexisting, 
which puts forward higher demands 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power communication networks. Communic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power system applic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plex.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time division multiplexing 
network, IP/MPLS can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data 
transmission in multi-service scenario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arrying capacity and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f the electric power communication network under the energy 
Internet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carried out the use of IP/MPLS 
technology to construct a low-latency, high-reliability new 
generation of electric power communication network technology 
verification,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bility of business data transmission, and effectively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nergy internet.

Keywords:energy internet; power communication; internet 
protocol/multiprotocol label switching

摘  要：能源互联网战略的实施促使众多新生业务急剧增加，

多业务承载需求突出，形成了多种网络并存的通信架构，对

新一代电力通信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信在电力系统应用

中变得越来越重要，通信网络也日益复杂。较传统的时分复

用网络，Internet协议/多协议标签交换（IP/MPLS）能够提高

多业务场景数据传输的性能。为促进能源互联网环境下电力

通信网络承载能力和运营效率的提升,本文开展运用IP/MPLS
技术构建低时延、高可靠的新一代电力通信网技术验证，全

面提升业务数据传输的管控能力，有效支撑能源互联网的

建设。

关键词：能源互联网；电力通信；Internet协议/多协议标签交

换

0	 引言

随着能源互联网战略的快速推进，能源信息交互

频率、规模、响应的要求越来越高。其中，通信技术

对能源互联网信息交互的支撑作用愈加明显。依托信

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力系统网络环境日益复

杂，众多新生业务急剧增加，多业务承载需求突出，

对新一代电力通信网提出了更高的需求。能源互联网

环境下，终端信息采集主要依赖NB-IoT、LoRa、无

线专网等协议交互信息。保护、安控类业务基于SDH
技术实现保护信号通信。自动化类及信息化类业务在

数据网以IP化传输的方式进行信息交互，形成了多种

网络并存的通信架构，给传统电力通信网运行和维护

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能源互联网的建设使得新业务快速发展，对电力

通信网络的多业务承载需求日益突出，网络运行复杂

度急剧增加，对运维人员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极大

增加了运维的难度和成本。为了提升电力通信网络的

运行效率，保障业务交互的高可靠通信成为一个值得

关注的问题。在电力通信系统中，许多类型的电力业

务（保护、安控、视频会商等）对通信指标（低延

迟、低抖动）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当前，我国电力

行业主要通过同步数字体系（SDH）为低时延业务

提供远程的通信服务。SDH基于时分多路复用（time 
division multiplexing，TDM）技术，形成低时延、低

抖动的传输通道。但是，TDM系统缺乏灵活性，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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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利用可用带宽，尤其是在多业务传输场景（如相

量测量单元数据、监控和数据采集SCADA、语音电

话和视频监控）。

Internet协议/多协议标签交换是一种经过验证

的且已广泛部署的技术，并且已经在电力行业和其

他行业中广泛应用。Internet协议/多协议标签交换

（internet protocol/multiprotocol label switching，  IP/
MPLS）网络以经济高效的方式可以显著改善网络的

灵活性、高效性和易管理性。该技术通过对业务质量

和流量实施管理，确保关键业务的优先级高于其他流

量，并提供足够的带宽。此外，IP/MPLS支持承载传

统电路交换流量和现代基于数据包的流量。基于IP/
MPLS的网络提供了更高的操作灵活性和效率，且可

提供类TDM服务的优势。

考虑到能源互联网的建设打通了各业务间数据交

互的隔阂，数据流通架构发生变化，众多新生业务急

剧增加，多业务承载需求突出。同时，多种网络并

存，网络复杂、运维困难，网络融合成为趋势，行业

网络面临IP化转型。从传统网络向IP网络迁移的过程

中，行业网络关键业务对安全可靠性要求极高，如何

保障关键业务的质量成为行业用户首要攻克的课题。

因此，电力行业亟需开展IP/MPLS技术承载实际业务

的研究验证，验证该技术承载关键业务的带宽、时

延、抖动等核心指标，为后期行业网络IP化转型做好

充足的技术储备。

1	 IP硬管道技术

IP/MPLS网络可以很好的满足低时延、高可靠要

求的业务数据传输，可提高多个业务同时传输的效

率。该技术提供类SDH隧道，具有低成本、高可靠、

易运维等优势。随着电力行业新增业务的不断增加，

拥有大带宽、扩展灵活等特点的IP网络无疑是最佳

的技术选择，IP/MPLS网络解决了IP化网络承载关键

业务的可靠性问题，能够有效支撑各行业网络IP化转

型。表1展示3种技术路线的对比。其特点如下：

1）使用Pseudo Wire Emulation Edge-to-Edge
（PWE3）架构创建专用的时分复用链路，规避了传统

TDM网络潜在的带宽利用效率问题（IP/ MPLS网络仅

在必须发送数据时使用带宽，而传统TDM网络需要始

终保留时间信道）。

2）与传统TDM技术相比，IP/ MPLS技术具有更

好的操作灵活性。在传统TDM环境中，时隙属于静态

分配，增加或修改低时延业务的操作比较麻烦。而在

IP/ MPLS网络中，大大减少了业务的配置程序。 
3）通过将多个类型网络合并为一个IP/MPLS网

络，避免为了低时延业务或某些特殊业务搭建单独的

运行网络，可有效降低电力通信网络的运行和维护

成本。

4）不需要配备单独的TDM和IP设备，可通过IP/
MPLS路由器承担两种功能。同时，采用了标准的硬

件接口，利用IP/MPLS网络时不影响传统电力设备的

接入。

5）单个IP/MPLS网络有效减少了运维管理软件，

提高了运维效率、减少运维成本及增加了培训资源利

用率。

表1 技术特征
Table 1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差异点 传统QoS RSVP-TE IP/MPLS

管理模式 分布单点配置 分布式管理 集中式管理

带宽保证 软件优先级 软件优先级 硬件预留带宽

路径可控 最短路径优先 端-端动态隧道 端-端静态隧道

端-端部署 逐跳部署保障 可端到端建立 一键式业务部署

IP/MPLS技术可大大提高电力通信网络的性能，

将MPLS融合到基于IP数据包的网络中，使其具有类

似TDM的功能，并具有明确的标签交换路径。通过服

务质量（Quality of Service，QoS）强化队列服务机制，

确保在可用带宽不足的情况下低时延业务的优先性和

正确性。图1是通信路由分发示意图。为保障关键业

务的可靠承载，利用IP/MPLS技术为关键业务预留转

发资源和链路带宽，实现关键业务的带宽保证、低时

延、低抖动。同时，通过网管可为每个专线配置保护

隧道路径，带宽分配准确高效，并统一管理，实现全

网带宽利用可视可管。通过改技术可以实现10-6高精

度业务质量检测，以及精准快速的故障定位。

图 1 基于IP/MPLS的通信路由分发
Fig. 1 Communication routing distribution based on IP/MP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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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P/MPLS承载视频会商业务验证

本文主要开展IP/MPLS技术性能测试，并验证承

载视频会商业务的可行性。通过在实验室环境下搭建

测试环境，利用思博伦Testcenter测试仪模拟网络拥

塞，并验证IP/MPLS链路中的流量是否受影响。表2展
示了本次实验利用的主要设备。

表2 实验设备

Table 2 Experiment equipments

设备名称 设备类型 设备用途

华为路由器 NE40E-X8 转发数据

华为路由器 NE08E-S6 转发数据

测试仪 思博伦测试仪 模拟流量

U2000 服务器 管理网络并下发业务

视频终端1 Huawei viewpoint 9039S 收发视频内容

视频终端2 Huawei Te50 收发视频内容

MCU Huawei viewpoint 9039S 集中管理视频会议

2.1 IP/MPLS组网性能测试

图2展示了基于IP/MPLS技术的网络性能测试拓扑

图。在R1-R6之间部署IP硬管道PWE3业务，主路径为

R1<->R2<->R3<->R4<->R5<->R6，备份路径为R1<-
>R2<->R5<->R6，利用网络测试仪触发待检测流量和

背景流量，检验待检测流量在有无网络拥塞、有无IP
硬管道时的传输状况，并检验主路径发生故障时，备

份路径能否及时生效。

图 2 基于IP/MPLS的测试网络拓扑图
Fig. 2 Topology diagram of test network based on IP/MPLS

2.2 IP/MPLS承载视频会商业务性能测试

IP/MPLS作为一种解决IP网络时延、抖动等可靠

性问题的新型技术，目的是构建时延可控、抖动可

控、高可靠及安全稳定的通信网络。本次实验将视频

会议设备接入IP/MPLS网络，并创建业务保护通道，

开展故障倒换测试、网络拥塞测试、跳数转发时延测

试、通道测试等测试，验证视频会议业务在业务保护

通道中的业务性能。

如图3所示，将视频业务设备接入网络中，并为

他们建立基于IP/MPLS的保护隧道，检验其是否能正

常运行。用网络测试仪模拟网络拥塞，观察视频会议

业务在有无硬管道的情况下是否会受到影响。视频终

端1到MCU的通信运行在主路径为R1<->R2<->R3<-
>R4，备份路径为R1<->R2<->R4的IP硬管道中，终端2
到MCU的通信运行在路径为R4<->R5<->R6的IP硬管

道中，其中Switch可以通过R4模拟。

图 3 基于IP/MPLS的视频会商拓扑图
Fig. 3 Topology of video conference based on IP/MPLS

        

3	 测试流程及测试结果

本次实验基于前面提出的2种网络拓扑开展时延、

倒换时间等测试。同时，实验测试在网络拥塞情况

下，基于IP/MPLS技术构建的保护隧道承载业务的网

络性能。测试用例如表3所示。

表3 测试用例

Table 3 Test cases

用例名称 操作步骤

故障倒换测
试

1）利用测试仪在保护隧道PWE3业务两端打
10000frames/s的流量。

2）切断工作隧道经过的链路（保护隧道不经
过），查看丢包情况，计算倒换时间。

3）将视频会议业务接入有保护隧道的IP硬管道
PWE3业务两端。

4）切断工作隧道经过的链路（保护隧道不经
过），查看视频业务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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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名称 操作步骤

无保护隧道
时网络拥塞

测试

1）创建无硬管道属性的PWE3业务，在路由器
上进行qos配置。

2）通过测试仪向PWE3业务所经链路中打线速
流，并使流量进入较高优先级（如ef）的队列。

3）在PWE3业务两端发送双向流，查看流量收
发状况。

有保护隧道
时网络拥塞

测试

1）在路由器上进行qos配置。

2）通过测试仪向保护隧道PWE3业务所经链路
中打线速流，并使流量进入较高优先级（如ef）

的队列。

3）在保护隧道PWE3业务两端发送双向流，查
看流量收发状况。

实验结果表明，当IP/MPLS保护隧道的PWE3业
务工作所在链路发生故障时，PWE3业务可以迅速切

换到保护隧道中运行，保证承载的业务流量丢包不超

过50ms。当网络拥塞时，IP/MPLS保护隧道的PWE3
业务流量不受影响，并实现了低时延、无丢包的可靠

传输。同时，无保护隧道的业务流量受到影响，存在

丢包现象，视频业务出现卡顿。

IP/MPLS技术能够为低时延业务提供性能比拟

SDH网络的专用通道，确保任何网络拥塞都不影响关

键业务的传输，整个网络的时延、抖动、稳定性均可

满足电力业务的低时延要求。

通过实验验证，在拥塞测试场景下，利用 IP/
MPLS技术保障的业务实现了零丢包，且传输时延不

受影响。在模拟出现故障的场景中，端到端的业务倒

换时间大约6.9ms，能够满足行业指标。同时，流量

转发时延随路径跳数增加而增加，在本次测试的硬

件环境中（10GE出接口），每增加一跳，时延增加约

28μs，满足业务的传输要求。

4	 结论

较传统的TDM网络，IP/MPLS网络对多业务场景的

适应性更强，能显著提高电力通信网络的效率，并且不

会损失网络性能或可靠性。本次实验结果将对未来电力

行业应用该技术提供参考，推进该技术在电力领域的实

用化，提升电力通信网络对多粒度业务传输的支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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