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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晶

深耕电力市场十年不渝
创新需要钉子精神

——访中国普天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陶雄强

6 月 27 日，在世界移动大会-

上海（MWCS）期间，中国移动、上

汽集团联合华为进行了基于 5G

Era LTE低时延网络和基于蜂窝移

动通信的 V2X 技术（C-V2X）的智

能网联汽车应用展示。工作人员在

MWCS展馆内的驾驶操控台上，通

过端到端 20 毫秒低时延控制技术

和高清视频回传技术，远程精准操

控外场区域的车队，通过 5G Era

LTE 与V2X技术深度融合，实现车

辆编队行驶及红绿灯信息提示等智

能网联汽车业务。

本次展示表明，利用 5G Era

LTE 网络与 V2X 的结合，就可以

实现部分典型智能网联汽车应用，

可进一步加速产业发展。

该展示由上汽集团自主研发的

智能网联驾驶汽车，通过中国移动

提供的网络及自主研发的基于边缘

计算技术的端到端远程驾驶系统完

成，采用了华为的低时延和高清视

频回传解决方案。

车辆远程驾驶、车辆编队以及

V2I 红绿灯信息提示，对网络的时

延有着很高的要求，需要保证控制

指令及时下达，以便在高速行驶过

程 中 应 对 紧 急 突 发 状 况 。3GPP

R15 作为 5G 时代的第一个协议，推

进 LTE 革命性地跳跃。5G Era LTE

可通过空口调度加速等低时延解决

方案满足相关业务需求。后续随着

以 Short TTI为代表的一些关键技

术引入，还可以将时延进一步缩短，

实现端到端时延小于 10毫秒。同时，

网络可通过多载波聚合、4×4 MI-

MO 等技术实现高清视频回传，满

足实时查看路况的需求。

同时，C-V2X拥有良好的技术

前景，在自动驾驶及智能移动出行

系统展示出巨大潜力。C-V2X旨在

实现车间通信（V2V）、车辆对基础

设施通信（V2I）、车辆对网络通信

（V2N）及车辆对行人通信（V2P）。

本次展示的三车编队、红绿灯信息

提示也都是基于 C-V2X 技术的实

际应用。

随着全球数字化转型的加速，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经成为全球信

息和通信产业的焦点。其未来应用

场景广泛，如远程公交驾驶、货车运

输，同时还可以在环境恶劣区域如

无人区、高辐射区域应用，提升操作

效率并保障人员安全。

2017 年 ，三 方 已 经 基 于 5G

NR的网络共同完成了远程驾驶的

演示。此次，三方更积极地采用了基

于 R15协议的 5G Era LTE网络技

术，完成了三大智能网联汽车典型

应用验证

三方共同希望智能网联汽车的

业务能尽快孵化起来，创造更多的商

业机会，服务千家万户。让车辆出行

更安全、生活更便利、能源更节省。

伴随着新型 LTE230 系统的成功，荣誉

也接踵而至。新型230MHz电力无线宽带通

信系统研究与应用项目荣获 2014 年度国家

电网科技进步二等奖，2016年荣获中国智能

电网创新大奖，还获得2017年度中国无线电

协会无线电管理科学技术一等奖，2018年北

京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等。

新型 LTE230系统技术也获得多项国家

项目支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新一代宽带无

线移动通信网”课题；国家发改委示范应用专

项课题，国家863智能电网子课题；多项国家

电网科技项目课题。其中“新一代宽带无线

移动通信网”专项课题包括：2012年《广域覆

盖低成本宽带接入组网技术与应用示范网络

开发》、2014年《基于离散窄带频谱的宽带无

线接入技术研发》。

陶雄强说，中国普天作为百年企业，依靠

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等多维度

创新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新活

力。在包括电力无线专网在内的专网领域之

外，普天在信息安全、智慧城市、自动化装备

制造、智慧家居、新能源充电运营等细分领域

具有领先优势。

企业发展过程中，中国普天注重技术创

新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国际标准与行业标准

制定，现拥有近30个研发、测试机构，其中包

括 3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 3个国家工程

实验室，现累计拥有专利2500余项。

中国普天取得重大关键或共性技术20余

项、具有国内领先水平以上的技术创新项目

200 余项，其中“TD-SCDMA 关键工程技术

研究及产业化应用”项目和“DTMB系统国际

化和产业化的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杭州鸿雁“复杂装备与工

艺工装集成数字化设计关键技术及系列产品

开发”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此外，2017

年，中国普天还荣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技术

和标准奖、专利奖、行业奖数十项，进一步巩

固和扩大了中国普天在行业的影响力。

“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原动力。”陶雄强

说，“中国普天希望用一个个扎实的创新项目

来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移动、上汽集团与华为携手加速产业发展

上海MWC峰会共同完成基于5G Era LTE智能网联汽车应用演示

6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对中国普天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陶雄强的采访在“改革开放40年”的主题下展开，但其中引出
的一个支线——在电力无线专网中的创新，吸引了记者更多的注意力：普天在历经十年深耕后，从无到有开创出了一个垂
直行业的巨大需求，电力行业今年将开始全覆盖式地建设基于230MHz技术的电力无线专网。

2009 年，中国 3G 网络开始商用。在

TD-SCDMA设备市场上的占有率并不理

想，迫使普天两条腿走路，避开激烈竞争的

公网市场，另外开辟专网市场。2009年，普

天开始进入电力专网市场，当时大概也没

有人想到，十年后，普天能够在电力专网从

无到有开辟一个新需求。

陶雄强说，发展到今天，普天拥有了两

项专网技术，一项是数字集群通信系统，实

现了集群通信从窄带向宽带的升级，在公

安系统和重大活动保障中得到应用；另一

项专网技术就是 LTE 230系统，用于国家

电网，并将在“十三五”期间实现电力无线

专网对国家电网系统的主要区域覆盖。

为什么要做电力无线专网？又为什么

采用LTE230系统？

陶雄强说，随着能源互联网和智能电

网的快速发展，电力业务需求也在快速迭

代，由此对电力通信安全性和时延提出了

更高要求，电力无线专网成为非常重要的

手段。LTE230是普天技术与国家电网信通

公司通力攻关，深度匹配电力行业诉求产

生的技术方案。

普天技术经过多方面的调研论证，结

合信息通信研发领域的积累，在充分研究

电力无线通信需求和电力所属230MHz频

谱的基础上，展开新型 LTE230 系统研发

工作，并在三个方面用创新技术解决了实

际难题。

一是 LTE230 新系统将电力专有的

230MHz 频段与先进移动通信技术相结

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离散载波聚合技术，实

现离散窄带频谱的宽带化传输；二是提出

基于频谱感知的系统共存技术，实现多系

统窄带交叠情况下的系统共存，采用功率

谱密度提升、时间分集技术，大幅度提升系

统覆盖能力，降低建网成本；三是攻克低功

耗大连接的技术难题，实现了海量终端同

时接入，并保证快速调度。

无线频率是一种资源，从第二代移动

通信开始，一直到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所

用频率越来越高，第五代移动通信的频率

甚至会用到毫米波。这种发展趋势是为了

获得更大的连续可用的无线频率，以提高

移动通信的连接带宽，但弊端也很明显，一

是单基站的覆盖面积越来越小，建网成本

越来越高；二是信号衰减严重。因此 1GHz

以下的低频率，已经被业界视为无线网络

的“黄金频段”。

230MHz 就是黄金频段，当初这一频

段分给了8家单位使用，但使用率极低。但

是无线电管理部门要清频收回使用权，却

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即使只有很少的用

户，也不能随意停止服务。是等待还是放

弃？普天的基于频谱感知的系统共存技术，

解决了这个矛盾，该技术可以感知其他

230MHz 的应用，实现多系统窄带交叠情

况下的系统共存，从效果来看，提升了系统

覆盖能力、降低了建网成本。

在电力系统深耕的十年，凸显出普天

创新的钉子精神。普天根据行业特点，不断

进行技术创新，攻克应用难点、扫清管理难

题、增强网络价值，使电力无线专网从一两

个试点开始，最终整网建设，实现了电力无

线专网从无到有的蜕变。而在这十年间，像

普天在电力专网这样的例子并不多，我们

更多看到的是试点之时风风火火，一遇阻

碍就原地停滞甚至流产的案例。

2017 年 4 月，为推动电力无线专网产业

链发展，由国家电网信通部指导，国网信息通

信产业集团、普天技术等26家单位发起的电

力无线专网产业联盟正式成立。联盟明确围

绕以 LTE230 为主的 LTE-G 电力无线专网

技术进行标准制定与市场推广工作，建立与

完善电力无线专网产业链，推动产业与市场

有机结合。

在电力无线专网产业联盟推动下，产业

生态逐渐构建，普天与国网产业公司信产集

团、南瑞集团在无线网管、终端等产品研发层

面进行深度合作；并通过知识产权双边会谈，

与大唐移动、远东通信等联盟企业在LTE230

知识产权共享方面达成协议，为LTE-G产业

链良好发展和多厂家支持电力无线专网建设

奠定了基础。

目前，普天技术 LTE230 系统产品已试

验试点二十余张电力无线通信专网，已经建

设 LTE230电力无线通信网络的省市区包括

北京、天津、江苏、浙江、重庆、山东、福建、湖

北、山西、青海、宁夏、深圳、广州等。在浙江

海盐、福建晋江、重庆武隆开展的230MHz频

段基于 3.5MHz载波聚合试验也成功通过工

信部验收。

作为国家电网电力无线专网 LTE-G 的

主要技术体制，LTE230系统的推广应用不仅

仅是简单的软件、硬件的产品升级换代，也是

产业迭代和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国家电网

通过与中国普天的密切合作，成功实施了自

主创新重大项目，打通电网“最后一公里”，努

力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同时，双方通过对

关 键 核 心 技 术 研 发 加 快 攻 关 ，打 造 了

230MHz 电力无线通信专网从硬件、软件到

服务等完整的产业链，形成了政府监管部门、

上下游合作企业的产业合力，对于电力专网

产业的跨越发展非常重要。

在 LTE230系统设备之外，普天技术还

与国家电网信产集团智芯公司合作，开发

出全球首款 230MHz 基带芯片，填补了我

国在电力无线通信领域芯片技术和产品空

白，也使产业链更加完整。该成果荣获中

关村十大科技创新奖，该技术的成功表明

普天对国产集成芯片关键技术的支撑能力

显著增强。

2012年2月，新型LTE230系统核心技术

通过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组织的科学技术鉴

定，以工程院院士邬贺铨为组长的专家组认

为该技术在电力通信系统应用方面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LTE230 系统不仅可以用于远程抄表等

应用，它还具备可演进性，例如低功耗大连接

技术、频谱感知技术、功率谱密度提升技术

等，都符合 5G在物联网领域的发展方向，在

5G时代能更好地适配于电力无线专网。

十年坚守 实现从无到有的蜕变

随着能源互联网和智能电网快速发展，电力业务需求快速迭代，
对通信安全性和时延要求更高，电力无线专网成为非常重要的手段。

推动形成产业生态
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普天技

术等26家单位发起的电力无线专网产
业联盟在2017年4月成立。

创新是高质量发展核心
普天现有近30个研发测试机构，

包括3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3个国
家工程实验室，拥有专利2500余项。

中国移动车联业务展岛展示中国移动车联业务展岛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