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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

路”建设优先领域，也是经济发展的
“养分”。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七研究所教授级高工 李进良

TD-LTE如何搭“一带一路”列车走遍世界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
与李克强总理在出访中亚和
东南亚国家期间及参加中
国－东盟博览会时，曾先后提
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
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
议，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
视。一年多来，中国政府积极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
沿线国家的沟通磋商，推动与
他们的务实合作，实施了一系
列政策措施，收获了不少早期
成果。TD-LTE也应抓住这一
机遇，扩大海外市场。

“一带一路”是基于中国的国家战略和

当前世界发展大势而提出的。它贯穿欧亚

大陆，许多沿线国家同我国有着共同利

益。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

路就是我国同亚、非、欧经贸和文化交流的

大通道，“一带一路”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的

传承和提升，获得了各界的广泛认同。加

快其建设，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与沿

线各国经济繁荣，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

人民的伟大事业。

中国可以通过丝路基金对外进行工业

和资本输出，给自身和新兴市场国家创造

发展机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倡导自主

创新的十年，中国在信息通信、高铁、核能

等领域飞速发展，赶上了国际先进水平，在

既有资本，又有工业建设能力，还有消费市

场的基础上，可以让中国以低成本、高效率

的自主创新技术帮助其他国家，带来彼此

的共同发展，从而可以大幅提升国家的经

济发展基础，并能使民生大幅提高，达到共

同繁荣。

“一带一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

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

加强政策沟通是建设的重要保障，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是建设的优先领域，投资贸易

合作是建设的重点内容，资金融通是建设

的重要支撑，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的社

会根基。

执行“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就

是要进行由公路、铁路、航空、港口等交通

基础设施以及互联网、通信等信息基础设

施等组成的互联互通建设。贸易合作的货

物、资金融通的资本和民心相通的信息这

些经济发展“养分”，就是要靠这些流通通

道对相关国家、组织进行输送。事实上，这

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本身就能拉动经济增长

和就业，推动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提高民

生水平。

TD-LTE应抓住“一带一路”机遇 在 国 内 4G 成 功 商 用 后 ，
TD-LTE“走出去”是必然选择。

“一带一路”倡议给信息通信产业提供

了难得的机遇，除了既定的地区地带和商

业路线的含义之外，建议还要注入“移动宽

带通信”与“高速铁路”这2个充满活力的高

新技术内涵，特别是要像推高铁、核电一

样，将TD-LTE-A推向世界。

TD-LTE 是在 TD-SCDMA 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经过多年积累，已形成中国主导、

全球广泛参与的端到端完整产业链。由于

中国政府对三大运营商均发放TD-LTE牌

照的正确决策，极大地调动了国内外产业界

的积极性，网络和终端成熟度已经赶上了

LTE FDD 的水平，成本大大下降。国内

厂商占据全球TD-LTE系统设备的市场份

额超过了3/4，国产品牌TD-LTE终端奇迹

般的发展，快速占领国内 76%以上市场，截

止到 2015 年第一季度末，全球销量前十的

厂商我国占了7个，还有一些厂商如TEC-

NO 等在地区市场销量名列前茅。不仅销

量，在产品设计、高端机型等方面我国厂商

也逐步迈向世界领先。普及型智能 4G 手

机已降低到二三百元，为了推动 TD-LTE

的国际化，中国移动还致力于多模多频终

端的研发，五模手机也做到价格在100美元

以内。国内一批芯片企业也已迅速成长，

因此推动TD-LTE“走出去”正当时，中国企

业可以利用这一机遇大展宏图。

2013年第二季度联想集团赶上IBM首

次成为全球第一大个人电脑厂商。2014年

底华为总产值已追上爱立信，华为消费者

业务掌门人余承东表示：“如果说 1G 时代

是摩托罗拉的天下，2G时代是诺基亚的时

代，3G时代是苹果、三星的时代，那么在4G

时代，华为一定是最强有力的竞争者。”这2

个企业为我们整个信息产业赶超国际水平

树立了榜样。

4G商用元年，中国的TD-LTE建设和

运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截至2015年

1 月 底 ，中 国 移 动 已 部 署 超 过 77 万 个

TD-LTE 基站，占全球 4G 基站总数的 40%

以上，建成全球最大 4G 网络，基本实现全

国县级以上城市和发达乡镇的网络覆盖。

TD-LTE用户数超过1亿，仅1年时间就实

现了 2G 时代 10 年、3G 时代 4 年的用户规

模。TD-LTE网络质量和业务体验得到广

大用户认可，用户数仍在激增，有望在2015

年底达到 2.5 亿。TD-LTE 国际化也已取

得 初 步 成 效 。 在 我 国 发 起 并 主 导 的

TD-LTE全球倡议组织（GTI）中，运营商成

员已达 116 家，设备商成员 97 家。美、日、

印、俄等30个国家已开通52个TD-LTE商

用网络，另有55个国家的83个TD-LTE商

用网计划部署。

移动通信是全球技术发展最迅猛、产

业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之一，美、欧都在积极

推动其企业拓展全球移动宽带市场。国内

4G 成功商用后，TD-LTE“走出去”是必然

选择。一是通过国际竞争提升我国通信产

业核心竞争力，带动网络、终端、芯片等相

关企业进军国际市场，推动我国通信产业

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升级转型。TD-LTE占

领更多国际市场有助于提升中国在移动通

信领域的话语权，为后续引领5G建设打下

坚实基础。二是通过增加出口转移通信制

造业产能，拉动国内经济发展。据中国移

动预测，TD-LTE“走出去”在5年内可实现

4000 亿元通信制造业出口额，间接拉动国

民经济增长达2万亿元，增加国内就业岗位

近80万个。

TD-LTE比LTE FDD在技术上具有

只需单频段且频谱效率高的优势，低成本

频谱是改变数据世界的基础。频谱的稀有

特性无疑体现了 TDD 的价值，使得 TDD

频谱逐渐成为运营商眼中的“金矿”，随着

全民宽带普及化，频谱资源日益紧张，TDD

将慢慢受到全球信息通信界的青睐。ITU

明确 TDD 上下行的不对称及其丰富的频

谱资源是全球极速宽带的理想选择。

当前全球仍有大量国家未建设 4G 网

络，TD-LTE“走出去”市场空间巨大。全

球范围内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极大刺激

了用户对移动通信网络的需求，正迎来新

一轮通信基础设施更新换代的浪潮。全球

移动通信用户数已达 70亿，而 4G用户仅 4

亿多。在全球已经规划的频谱中 TDD 频

谱占 50%以上，如果推广得力，TD-LTE海

外市场将远远大于国内。

TD-LTE要与高铁等结合走向世界

建议部署以TD-LTE为基础的宽带数字集群作为高铁全线的指挥
调度系统，确保这条大通道的安全高效。

TD-LTE 走向世界心存高远，必须脚

踏实地，不应单打独斗，而应与其他具有我

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结合打包进行集成创

新，形成更加强大高效的新技术群。可以这

样设想，利用高铁建设丝绸之路的欧亚国际

大通道，不仅使运行速度大大提高，载运货

物量大大增强，而且要锦上添花使之成为高

度信息化的运载体。

建议部署以 TD-LTE 为基础的宽带数

字集群作为全线的指挥调度系统，确保这条

大通道的安全高效；普及具备WAPI功能的

无线局域网为客车内每一位旅客提供高速上

网冲浪的体验；铺设覆盖全线的 TD-LTE

除提供沿线的 VoLTE 高清语音服务之外，

还将车内无线局域网连接起来确保旅客与全

球的宽带联系。

建议像波音飞机那样在每位旅客的座椅

背面安装一块 3D 视频终端 （也可称之为

“个人立体影院”），可以随时随地将世界发

生的事态全景立体呈现于每位旅客面前的视

窗内。利用“4G+3D”设备在高速列车上

完全可以实现如同亲临其境般实时看到新疆

反恐现场实况。由于 3D是需要同时传输至

少左、右眼像两路信息，4G 的超高速数据

传输能力正好可以提供高清晰度视频、3D

等新业务，将能给 3D 发展提供极好的机

会，而3D也将会是4G“杀手锏”业务。

世界本来是三维 （3D） 的，3D电影阿

凡达上演开辟了 3D新纪元，信息的显示必

然会从 2D 向 3D 过渡以逼真显示世界万

物，信息的传输也必然从 3G 向 4G/5G 过

渡。3D 是文化的最佳载体，通过欧亚国际

大通道的示范将必然推进大众化的立体文

化生产及消费产业，推广沿线各国的文化

交流，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这样就

可以实现我们的理想：让立体像像立体声

一样走进千家万户。

由于 3D 的推广，文化产业、医疗电

子、网上购物、公共安全、国防应急等各行

各业都可以应用，可以促进经贸合作，加快

资金融通，有利于民心相通，引起大数据海

量爆发。与此同时相应推进 4G网络的部署

与升级，必将大大推动中国的信息产业与全

球的信息消费，粗略估计将有 10 万亿元的

市场规模。

建议不仅把高铁作为一个多功能的运载

工具，而且要将其打造转变成为一种文化交

流的旅游艺术品。让和谐号成为五千年中华

文明的播种机，在万里沿线的异国他乡开出

灿烂辉煌的文明之花。

TD-LTE如何走遍世界合作共赢

如能虚怀若谷，TDD很快就可超越FDD成为移动宽带的主流，从
而成为全球统一的通信标准体系。

我们倡导“一带一路”，首先要树立为

全线人民服务的思想，就是要通过建设运输

人和物的高速铁路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各国

经济连通起来，就是要通过建设传输信息的

移动宽带 TD-LTE 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各

国民心沟通起来，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出

资金、出技术、出人力诚心诚意对待沿线国

家，开展合作，让沿线国家得益于我国发

展。要实行包容发展，坚持各国共享机遇、

共迎挑战、共创繁荣。中国在国际科技贸易

上决不能摆出咄咄逼人的强势面孔，而是要

有世界科技领导者的胸襟和平和、宽容的心

态，由于沿线各国的地理环境不同，风土民

情互异，文化传统有差异，必然会产生不同

的诉求，要主动地去解决各个国家民族地区

的许多实际问题，才能受到其欢迎。

越是作为一个具有国际领导性的高科

技产业，越是要脱离开局限的民族视野，

而代之以国际视野。应该明白的是，TDD

是最具全球化的国际标准，只不过中国在

这个技术里面作了更多工作而已。如果能

虚怀若谷，TDD很快就可超越FDD成为移

动宽带的主流，从而成为全球统一的通信

标准体系。

在当前有利形势下，建议国家主管部门

与业界采取下列举措：

一是推动国家高层在重要国际活动中对

我国主导的TD-LTE的品牌加以宣传，类似

于李克强总理在诸多外事活动中对中国“高

铁”的推介。同时TD-LTE技术应与我国其

他自主高新技术协同走向世界。

二是积极参与国际电联 （ITU） 全球和

区域的活动，大力推进 TDD 频谱分配，以

进一步发挥 TDD 技术的频谱优势；国内产

业界及政府机构在通信相关的国际大型活动

或峰会上，要更有针对性地邀请各国监管机

构和运营商高层，引导相关区域或国家TDD

频谱的发放。

三是搭建沟通渠道，解决海外运营商对

终端的顾虑。

当前我国众多厂商国际化意愿愈发强

烈，我国终端产业迈向全球也是一种不可阻

挡的趋势。目前正针对存在终端缺乏的区

域，由TD产业联盟牵头，开展国内终端企

业与海外运营商的对接活动，帮助国内厂家

走出国门，进军海外市场，同时也推动海外

TD-LTE网络能够更好地商用运营，进一步

促进后续的网络建设和扩容。

四是借助丝路基金，分别在“一带”、

“一路”上建设示范网络。

应针对资金存在困难的某些新兴海外市

场，运用创新型商业运作模式，如提供丝路

基金等融资方式。在“一带”“一路”上分

别选择一个与我国有着良好外交关系，并且

具备一定项目基础的国家，通过政府间合

作，由投行、基金等提供资金支持，帮助其

建设TD-LTE示范网络，并以此辐射周边区

域和国家。

建议整个国内产业界与三大运营商一起

齐心协力利用“一带一路”这一契机，共同

搭建国内 TD 产业走向世界的平台，扩展

“一带一路”的内涵，积极在丝绸之路经济

带开拓 TD-LTE 移动宽带市场，大力推进

“4G＋3D”。帮助各国加强 e-教育、e-医

疗、e-娱乐等本地化内容建设，促进他们早

日实现信息化。目前，业界迫切需要更多廉

价频谱，通过“一带一路”的实施、示范，

TD-LTE必将与高铁一样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