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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第一批智能电表招标，宽带载波开始规模应用

4.1 亿户，采集覆盖率达到 95%，因而 2017 年将是智能电表招标小年
已在预期之内。第二，去年开始在运智能电表已经逐步进入更换周期，
电表更新换代将贡献一部分新增需求。第三，去年开始进入坚强智能
电网第三阶段，对表计信息采集的完整性、可靠性及实时性提出新的
需求。下面对第一次招标数据进行简要分析。
 总量上电表相对去年同比减少，采集器和远程通信单元增幅较大。
第一次招标中，共招标智能电表 2092 万支，电表本地通信单元
936.1 万支、电表远程通信单元 43.5 万支；采集器 538.5 万支，采集器
本地通信单元 541.3 万支；集中器 110.5 万台，集中器本地通信单元
40.5 万支，集中器远程通信单元 112.2 万支；专变采集终端 56.6 万台，
专变通信单元 49.6 万支。超高频 RFID 模块 758 支；计量现场作业终
端 1.2 万台。
国网去年新装智能电能表 7476 万支，今年第一批招标量占去年
全年新装量 28%。去年招标电表本地通信单元 5696.4 万支，今年第一
批招标量占去年全年 16.4%；去年招标电表远程通信单元 24.1 万支，
今年第一批招标量占去年全年 180.9%。
去年招标采集器 695.1 万台，今年第一批招标量占去年全年
77.5%。去年招标采集器本地通信单元 698.7 万支，今年第一批招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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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招标专变采集终端 172.3 万台，今年第一批招标量占去年全
年 32.9%。去年招标专变远程通信单元 49.6 万台，今年第一批招标量
占去年全年 28.8%。
 结构上本地通信单元中宽带载波比例大幅提升
电表本地通信单元中，宽带载波占比 26.4%、窄带载波占比 62.5%，
微功率占比 11.1%。去年招标中宽带载波仅占 3.3%。
采集器中及其通信单元中，宽带载波占比 86.3%、窄带载波占比
13.7%，仅有 600 台微功率采集器。去年招标中宽带载波就已达到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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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去年全年 77.5%。
去年招标集中器 360 万台，今年第一批招标量占去年全年 30.7%。
去年招标集中器本地通信单元 168.9 万台，今年第一批招标量占去年
全年 24%。去年招标集中器远程通信单元 367.4 万台，今年第一批招
标量占去年全年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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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阶段，2011-2015 年为全面建设期，2016-2020 年要建成统一的坚强
智能电网。第一，智能电网全面建设期结束，已经累计实现用户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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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国网公司发布 2017 年第一批智能电表招标计划。今年国网公司共
计划安排 2 次电能表及用电信息采集设备招标活动。第一次为 3 月招
标，4 月上旬开标；第二次为 10 月招标，11 月中旬开标。
随着国网 2009 年开始智能电网建设规划开始，2009-2011 年为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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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器中，宽带载波占比 12.3%、窄带载波占比 22.9%，微功率占比 2.1%，其
余为 GPRS 通信。去年招标中宽带载波仅占 6.1%。
集中器本地通信单元中，宽带载波占比 30%、窄带载波占比 66.1%，微功率占
比 3.9%。去年招标中宽带载波仅占 13.6%。
下面是部分数据图表，着重展示宽带载波应用大幅提升。
图 2：智能电表招标量

图 3：智能电表本地通信单元招标结构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国家电网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国家电网

图 2：采集器招标结构

图 3：采集器本地通信单元招标结构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国家电网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国家电网

图 2：集中器招标结构

图 3：集中器本地通信单元招标结构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国家电网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国家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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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的收益超越市场平均收益。

同步大势

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的收益与市场平均收益持平。

落后大势

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的收益落后于市场平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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