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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科技的进步,促进了电力通信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日益更新,使得电力通信技术与电力信息融合得到实

现,其在改善人们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简述了电力信息与电力通信技术融合的可
行性,对电力信息与电力通信技术融合的必要性及其措施进行了论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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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通信与信息的融合在电网业务中尤为明显。由于

术模式。两者的融合简化了企业客户间的沟通交流方式,为

电力系统中的通信业务主要依赖于各基础设备间的联通及

客户带来去全新的体验模式, 同时通过二者之间的融合技

信息的交流, 融合的信息通信系统可以实现基础设施与通

术实现了企业内部享用统一的通信平台, 提高了沟通效率,

信系统的连通,而构建一个相互融合、互相涵盖的通信交流

提高了企业效益。电力系统中的信息通信融合技术实现了

平台,实现了网络服务的实时性,还提高了各设备间的通信

网络的融合, 通过统一的网络平台实现了各终端的连通,不

效率。当然信息与通信的融合实现了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

仅可以简化网络的管理与维护,还可以重复利用设备,提高

术的相互协同,是一种灵活性较强的、较实用的新型通信技

了设备利用率。融合技术涵盖了信息与通信技术的优点,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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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将通信的特点融入到电力系统中。电力通信的机制在
于建立统一的通信调度、运行、维护支撑技术平台,实现业

电力通信的融合对电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加强电力信息与电力通信技术融合的措施

务的全面监控调度管理,提高电网运营的安全性。信息与通

3.1 建立规范化操作机制。电力信息与电力通信技术的

信的技术融合实现了电网的资源共享及集约化管理, 推动

融合,必须先融合各项基础业务。电力企业必须首先开发通

了信息资源的集成与运用。

信管理系统,以及完善相关的技术要求,促使电力通信网络

1 电力信息与电力通信技术融合的可行性分析

的维护工作向着规范化方向发展, 强化实践中的可行性,为

电力信息与电力通信技术融合的可行性主要表现为:

沟通工作和现场检查工作提供规范性指导以确保现场操作

(1)政策支持。电力信息和电力通信技术融合即在建设电力

的可行性,使员工可以根据操作规则作业,有效提高了电力

通信网络的基础之上,促进信息资源利用率得到提升,整合

系统的通信质量。电力企业还要大力投入资金,引入先进的

各项网络信息数据, 两种技术的融合可以使电子信息通信

技术积极建设信息化系统运行平台和信息监控管理中心,

的资源配置得到优化,并顺应国家信息化、市场化、现代化

并由专业技术人员对系统进行操作。运用 IMS 系统,实时监

以及城镇化的发展形势, 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这

控电网信息系统实际的运行情况, 并由操作员工对系统信

两项技术的融合也因此得到了国家政策上的支持。(2)技术

息进行详细分析与处理, 及时发现信息系统存在的故障隐

方面的可行性。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电力信息与电力通信技

患,加强系统维护工作、提升系统运行与管理水平,使信息资

术融合需要的各项关键性技术得到应用。比如核心网络技

源共享得以实现,并发挥各项信息资源的重要作用。

术和应用 IP/MPLS 技术可以对网络资源的分配进行大幅度

3.2 建立电力信息通信统一调度。实现电力信息和电力

优化,使网络结构提高了稳定性；通过接入网络技术,结合宽

线载波通信技术的有效融合, 必须建立信息和通信调度部

带网络技术、光纤接入网络,无线网络技术和无源光网络技

门,保证机房和调度部门独立运作,使电力信息通信形成全

术可以为集成信息通信技术增强必要的技术支持应用；软

面安全集成, 信息管理平台为调度信息和通信提供统一的

交换系统,应用此系统可以使网络数据传输简化,通信网络

监控,充分利用信息资源以提高工作效率。电力通信技术可

的可靠性与稳定性会有效提高；软交换技术,此项技术的应

用于提供电力信息的传输信道, 系统的信息监测结果将通

用是非常灵活的,可对多业务操作给予支持,也可以使这两

过通信调度来反馈。电力系统的工作流程也要不断整合,确

项技术更好的融合到一起。这些技术在我国的发展,对于电

保对通信运作的状态进行实时监测, 加强全方位电力信息

力信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有效融合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

监控系统的构建, 促进电力系统运行维护工作一体化的实

持,也使这两项技术的有效融合提高了可行性。(3)经济方面

现, 使员工可以对信息传输状态得以实时掌控并及时进行

的可行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对

反馈,从而促进通信系统运行统一调度目标的实现。

电力需求也不断增加。电网通信工作若融合电力信息和电

3.3 实现电力信息资源共享。通过建立信息系统运行平

力线载波通信技术, 能有效地提高业务水平和工作效率,也

台和统一的信息监控中心,从而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在信

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保证电力系统运行的稳

息化系统运行过程中还要对该系统进行统一管理并对系统

定性和安全性。有效地利用整合功率信息和电力线载波通

进行监控调度。为保证该系统的安全正常运行,需要安排专

信技术,可以减少电网的管理成本,提高信息速率,帮助电力

业人员对其进行操作, 运用专业化的方式对电网信息资源

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这点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致的。电

进行调控和系统维护。为了及时掌握电网信息系统的运行

力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 必须提升

情况可以建立 IMS 系统对其进行实时监控, 之后对系统中

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 电网企业运营中要加强先进技术的

的信息情况和新系统的运行指标定期进行分析和调整,以

应用,简化网络结构,使企业运营成本降低。电力信息和电力

保证信息管理系统的管理水平。

通信技术的有效融合, 可以促进电力企业上述目标快速实

4 结束语

现。

电力系统作为国家经济持续发展, 社会和谐稳定的基
2 电力信息与电力通信技术融合的必要性

础,自改革开放以后,便是国家重点研究发展的对象。电力行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 信息和通信之间的融合不仅仅

业的进步不仅可以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以提升, 而且还可

局限于技术上的融合,还包含网络、业务、管理等方面。电力

以促进社会各个行业的迅速发展。所以,将电力信息的稳定

信息和电力通信的融合将传统的业务应用系统中的多个分

性和可靠性进行有效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成为了这

离系统、全部的信息和通信服务放置到统一的网络基础架

个新兴时代的电力行业中研究的重点。电力信息和电力通

构上进行传输,并运用统一的设备处理不同的应用,以获取

信技术是互相融合、相辅相成的,这一现象使得传统的电力

新的服务和应用,实现通信系统在电网中的随时随处可用。

系统管理体系得以打破, 进而制定更为高效稳定的电力系

此外, 电力信息与电力通信的融合还节约了信息和通信的

统管理体系,这对电力企业有着非常大的意义。因此,需不断

网络资源,降低了电网的投资成本,而统一的电网架构通过

完善发展电力通信信息化系统的各项技术, 实现高自动化,

融合将大幅降低系统的维护和管理费用。因此,电力信息和

高稳定性,以适应不断发展的信息化时代。建立数据网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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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电力系统的自动化控制, 进而建立更为安全可靠的
电力网络,电力信息和电力通信技术的融合能够更为方便、
快捷地对电力企业的业务进行管理及运用, 从而保证电网
系统的运行安全及服务质量。在工作环节较多、结构较为复
杂且分布比较广泛的电力系统结构当中, 可以较为有效地
进行信息的实时传输,保证电力数据的真实、稳定。为了使
供电系统的分布更为合理, 电力企业离不开电力通信系统
的辅助,因此,在现今的电网系统当中,电力通信起着尤为重
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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