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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数据信息量的大幅度提升以及５Ｇ技术的发展，基于５Ｇ的边缘计算技术，作为一种实时数据处理方式，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先对５Ｇ、边缘计算的特点进行了研究，然后研究这两种技术在网关中的融合，基于变电站的业务
背景提出基于５Ｇ的边缘计算网关应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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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随着５Ｇ网络技术的发展，基于５Ｇ的边缘计算技术得到广泛关注。业务需求和网络升级进一步驱动了边缘
计算的发展［１］。云计算能力不足，不能满足爆炸式增长的海量数据需求。此外，传输负载急剧增加会导致时延加
长，不能满足实时性要求，这些都使得边缘计算变成了研究的热点。

     网关作为网络数据传输中的关键设备，发挥着协议转换和数据处理的作用，通过边缘计算的手段可以将数据
在边缘网关中进行初步筛选并处理，将重要的安全信息发送到监管平台并发出警告，使得处理信息效率得到提高并能
够更及时地获得隐患信息。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变电站在智能电网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传感器
数量不断增多以及智能巡检机器人的普及，数据传输不断增加。如果全部数据均发送到云端进行处理，会导致时延增
长，处理不及时，不能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基于５Ｇ的边缘计算技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本文首先研究５Ｇ和边缘计算的特点，然后研究这两种技术在网关中的融合，基于电网中变电站的业务背景
提出解决方案。

 

1、 ５Ｇ技术特点

     ２０１９年６月，工信部发放了５Ｇ商用牌照，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５Ｇ商用元年，但是５Ｇ技术发展仍在
继续，正不断地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更加方便的应用。

５Ｇ全称第五代通信技术，是新一代蜂窝移动通信技术，具有如下特点：

（１）具有高数据传输率，可达１０ＧＢ／ｓ，可以满足大数据量传输；

（２）低延迟，ＬＴＥ网络使得移动网络时延达到１００ｍｓ，但是５Ｇ网络能够达到１ｍｓ的时延，可以满足对时
延要求很低的服务；

（３）提高系统容量和大规模设备连接，可以满足物联网要求，将各个终端连接起来。

５Ｇ不仅对手机移动通信来说是很大的进步，而且对物联网来说也是非常有用的技术，它所带来的方便以及技术变革
将会促进经济发展。

2、边缘计算技术的特点

     在边缘计算中，将数据处理这一过程集成到边缘设备中，其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延迟，这样就能快速地处理数
据，而不用等到数据传输到传统的数据中心再进行处理，延迟降低了之后，相应的应用程序就能够更早地运行。同时
，在本地设备的数据管理上的花费比在云和数据中心网络上的花费更少，从而能够降低成本［２］。具体而言，边缘
计算的特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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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时延低：利用边缘设备处理数据，实现数据的实时处理，响应的时间有效地缩短。

（２）成本低：利用边缘设备实现数据的过滤、计算和分析，减少数据在骨干网络的传输量，降低网络带宽需求，从
而降低数据处理成本和设备能耗。

（３）可靠性高：边缘设备本身具有计算处理能力，即使上层数据处理中心出现问题，也不会影响到用户的正常使用
。

边缘计算是为了解决云计算去中心化而提出的方法，目前云计算都是将服务器集中放置在一个数据中心，

需要将数据先传输到数据中心然后再进行集中处理，但是随着终端设备不断增多带来的数据量的逐渐变大，传输如此
巨大的数据量成本很高，时延也成为瓶颈。边缘计算分布式部署在设备端，即将各种终端设备增加了存储、处理等功
能，这样就可以减少传输的数据量，减少时延，降低了成本。同时，隐私数据传输到云端的过程中可能存在泄露的问
题，使用边缘计算可以降低数据泄露的可能性［３］。

3、基于５Ｇ的移动边缘计算技术应用场景

     传统的移动边缘计算技术指的是在移动通信网络侧配置具有计算和管理能力的服务器，提升无线接入网络的
信息处理能力，降低移动骨干网络的传输带宽。５Ｇ具有低时延、高可靠性的特点，这将进一步推动移动边缘计算的
发展。本文结合ＩＴＵ－Ｔ定义的５Ｇ网络应用场景和边缘计算技术特点，研究基于５Ｇ移动边缘计算技术的应用场
景。

3.1增强型移动带宽场景（ｅＭＭＢ）

     相较于４Ｇ，５Ｇ采用ＬＤＰＣ编码、高阶调制、大规模ＭＩＭＯ和毫米波等技术手段，进一步拓展频谱带
宽，５Ｇ的整体频谱效率比４Ｇ提升了３倍，用户体验速率可达到１ＧＢ／ｓ，这给人们带来了不一样的网络体验，
同时也给核心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为了满足５Ｇ网络的灵活性和低时延、减轻网络回传负担，核心网下沉和云边缘化成为必然趋势。云边缘化
就是使５Ｇ无线接入网络具有云计算能力，实现业务的本地化、数据缓存、数据本地计算等功能。

     以电网输电线路无人机巡检为例，无人机通过控制台，与５Ｇ基站连接，在５Ｇ基站侧部署边缘计算服务器
，实现视频、图 像和控制信息的本地存储和处理，然后相关处理结果直接回传至控制台，保证巡检工作顺利进行。

3.2 海量机器类通信（ｍＭＴＣ）

     相较于４Ｇ，可连接数密度方面，５Ｇ每平方千米可连网设备的数量高达１００万个，提升了１０倍，同时
５Ｇ海量机器类通信具有数据包小、功耗低等特点。

     根据数据预测，２０２０年全球的物联网终端达到５００亿个。大规模的物联网终端部署，不但给物联网网
络系统带来了挑战，而且考验着物联网终端的电池容量。可以说，５Ｇ海量机器类通信技术大大地满足了物联网终端
飞速增长的需求；此外，结合边缘计算，缩短物联网终端连接时间，将进一步降低物联网终端的能耗。

     以电网采集类业务为例，随着智能电网的发展，采集对象数量、采集内容种类、采集频次都大大增加。随着
５Ｇ的部署，可实现采集的准实时、采集内容的多样化，采集范围更广以及采集数量更多。

3.3低时延高可靠通信（ｕＲＬＬＣ）

     相较于４Ｇ，端到端时延方面，５Ｇ将达到１ｍｓ级，提升了１０倍；移动性方面，５Ｇ支持时速高达５０
０ｋｍ／ｈ的通信环境，提升了１．４３倍。因此，５Ｇ网络具有高速、低时延的处理能力。这可以满足车联网、工
业控制等垂直行业的特殊应用需求。

     以电网变电站机器巡检为例，通过５Ｇ网络实现机器人远程控制，结合边缘计算的技术，可实现毫秒级的响
应，保证巡检发现问题时，故障信息及时回传和处理，确保生产业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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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于５Ｇ的边缘计算网关

     基于５Ｇ的边缘计算网关作为一个将网络互联的设备，通过协议转换来实现信息交换，一方面利用边缘计算
提高数据计算性能；另一方面利用５Ｇ提升信息传递效率［５］。

     ５Ｇ边缘计算网关系统结构图如图１所示。该网关系统由云服务器、边缘计算网关设备以及传感器等终端设
备组成。边缘计算模块由边缘应用程序和边缘计算平台两个部分组成：数据采集模块收集传感器等终端设备的数据，
然后边缘计算平台将采集到的数据进行统一控制和管理。边缘应用程序提供运行环境，包括信息获取、边缘数据处理
，接收来自云服务器的指令并执行对应的操作。而用户所需要操作的就是在云服务器完成指令的发送，云端服务器利
用无线信号（如Ｗｉ－Ｆｉ等）、以太网和４Ｇ、５Ｇ等方式将指令发送到网关设备，网关对其进行协议转换后在边
缘计算模块发出对终端设备的操作指令［４］。在现阶段的５Ｇ发展中，由于正处于刚刚起步状态，运营商部署５Ｇ
时使用的是非独立组网，需要利用４Ｇ基站、增强型４Ｇ基站以及少量５Ｇ基站来实现，但是由于使用的仍然是４Ｇ
核心网，并不能提供特别低的时延，需要等到５Ｇ技术不断发展，通过独立组网ＳＡ技术，５Ｇ核心网利用网络切片
灵活地使用网络资源，才能大大提升网络服务质量以及提供低时延。

 

图１５Ｇ边缘计算网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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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５Ｇ的边缘计算，可以充分利用５Ｇ高速度、大容量和低时延的三个特点，实现海量数据的接入和处理
，保证业务的实时性和有效性。

5、基于５Ｇ边缘计算网关在电网中的应用

5.1业务背景

     在电网传输中，变电站发挥着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一个将电力系统中对电压和电流进行交换，接
收电能及分配电能的场所，它将发电机发出的电能升压后馈送到高压电网中。

     随着智能电网的发展，变电站中需要处理的信息越来越多，包括数据信息、视频监控、安全信息等。变电站
一般分布在人口相对较少的地区，又由于其情况时刻掌握以保证安全，所以需要专业人员实时监控变电站内部各个部
分情况。

     在现代化的变电站中由于智能机器人等智能巡检设备的加入，可以不用像以前一样需要人力频繁去现场监控
，减少了一定的安全隐患并且提高了效率。但是智能巡检机器人或者变电站智能终端传送到监控中心的数据量不断变
大，消耗了大量的流量资源。

图２面向业务的５Ｇ边缘计算解决方案

     除了变电站内部运维数据，从变电站向用户传输电力时，每天各个时段输送的电量、不同地区所需电量也属
于大流量数据，导致处理数据更加麻烦且任务量大。

5.2面向业务的５Ｇ边缘计算解决方案

     通过利用５Ｇ和边缘计算的网关设备，能够在边缘设备即可将大量的数据存储并进行初步处理，然后将非常
重要的信息，例如有安全隐患的数据，发送到监控中心并提出警示信号，使得监管人员能够发现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达到效率速度化。

     根据电网的业务需求，可分为：低时延的智能配电、准确负控业务，多连接的低压抄表、分布接入业务和大
带宽的巡检机器、应急通信业务；结合５Ｇ边缘计算的特点，各种类型的业务通过网关汇聚，接入到边缘计算中心；
根据业务的需要，进一步上传到控制子站或主站。

面向业务的５Ｇ边缘计算解决方案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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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安科瑞智能网关产品解决方案

6.1智能网关功能介绍

   --  终端设备与系统平台间的数据交互桥梁

 

A:数据采集（支持串口、以太网，只需配置即可兼容支持标准电力规约的各类仪表）

B:数据上传（支持往上海分类分项能耗平台、宁夏电力需求侧平台、江苏电力运维平台、浙江电力运维平台上传数据
），具有多平台上传能力；

C:边缘计算（灵活的报警阈值设置、主动上传报警信息、数据合并计算、断点续传、数据加密、4G路由）

D:远程管理（远程配置、远程升级、远程监视）

 

6.2 安科瑞智能网关产品介绍

6.2.1 Anet-**/4G系列导轨式智能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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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et-**/4G是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带全网通无线联网功能的通用型智能
通信管理机，适用于国家公务机关、企事业单位、公共机构、住宅商业楼宇、酒店餐饮商场等领域，
可满足水、电、气、油、冷量、热量等各种形式的用量及能源能耗分项计量数据采集的需求。 

该设备可用于以下应用场景： 

�电力监控系统 �电能质量系统 �物联网系统 �电力需求侧系统 

�建筑能耗系统 �远程预付费系统 �消防防护系统 �智能建筑系统

技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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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Anet-2E4SM/4G模块化智能网关

                                                页面 7 / 18



基于无线通讯技术的边缘计算网关及其在电网中的应用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178442.html 

     ANet-2E4SM模块化通信管理机是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通用型智能通信管理机，将传统管
理机的接口拆分成可拼装搭配的模块，其中主模块可作为标准智能通信管理机独立工作，
整个设备可通过串口、以太网、Lora无线、wifi无线等链路采集水表、气表、电表、微机保护等设备
终端的数据，标配的8路无源干接点可实时采集门禁、水浸、烟感等开关量信息，可通过有线网络、
WiFi网络、4G网络等链路上传告警、实时数据等信息。主模块搭配从模块可灵活扩展，增加更丰富的
应用场景，同时还可提供边缘计算等需求。 

该设备可用于以下应用场景： 

�电力监控系统 �电能质量系统 �物联网系统 �电力需求侧系统 

�建筑能耗系统 �远程预付费系统 �第三方云平台 �泛在电力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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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系统平台 �能源综合管理平台 

技术特点

6.2.3AWT100系列简易型协议转换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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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T100 数据转换模块是安科瑞电气推出的新型数据转换 DTU，通讯数据 

     转换包括 2G、4G、NB、LoRa、LoRaWAN，GPS,WiFi,CE,DP 等通讯方式，下行接口提供了标准 RS485
数据接口， 可以方便的连接电力仪表、RTU、PLC、工控机等设备，仅需一次性完成初始化配置，就可以完成对
MODBUS 设 备的数据采集；同时 AWT100
系列无线通讯终端采用了功能强大的微处理芯片，配合内置看门狗技术，性能可靠稳定。

可应用于行业领域如下： 

■无线抄表； 

■楼宇自动化与安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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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控制； 

■电力配网监控、电力负荷监控； 

■智能照明控制； 

■自动化数据采集； 

■工业遥控遥测； 

■高速公路、铁路数据传输； 

■其他电力以及工控行业等 

a）4G/NB/2G型号及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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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ra/LoraWAN型号及技术参数

C) GPS/WIFI/CE/DP通讯型号及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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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典型应用方案

AWT100-LoRa 无线通信终端典型应用

6.3Anet系列智能网关证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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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语

     本文对基于５Ｇ的边缘计算网关及其在电网中的运用进行讨论，结合变电业务介绍了５Ｇ网络、边缘计算在
变电站中的应用方案。虽然５Ｇ技术还在起步阶段，初步部署也是使用非独立组网，并不能够完全展现其特点（例如
低时延），相信随着５Ｇ及边缘计算技体系的不断完善，独立组网部署５Ｇ技术逐渐成熟，能够更加准确、方便、快
速地处理更多的数据信息，达到提升数据传输率、降低时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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