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通信 72018年6月8日
编辑：刘晶 电话：010-88558806 E-mail：liuj@cena.com.cn

有 通 信 业 专 家 提 出 ，正 像

2007 年 3G 开启了移动互联网一

样，2020 年 5G 的商用将开启移动

AI时代。“当AI真正在应用场景里

大规模部署时，5G对于 AI的落地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英特尔中国

研究院院长宋继强在接受《中国电

子报》记者专访时说，“我们认为

AI 的应用通常都是端到端的场

景，数据的采集在前端，数据的处

理、增值在云端，增值后的结果一

定要再回到前端，才能提高前端设

备的处理能力和处理效果。”在这

样一个 AI 应用闭环中，会产生很

多对5G大带宽、低时延、高可靠性

网络的需求。他认为，5G还提供了

在整个AI架构上把边缘利用起来

的可能，让很多的数据可以快速地

在靠近应用场景的地方被处理、被

识别。

AI应用高性价比靠网络

“我们知道这波 AI 的兴起基

本上是以深度学习为代表发展起

来的，深度学习需要很多数据，而

数据的采集过程很多是用视觉传

感器，如摄像头。”宋继强说，“如果

只考虑 AI 训练过程，这些数据存

只要在云端就可以，但实际上 AI

训练需要经常实时、持续地进行，

以提高在不同领域的适应能力，例

如无人驾驶或者智能城市中的 AI

应用就需要如此训练。”

宋继强认为，AI 对网络的依

赖越来越高，主要表现在前端采集

数据的上传，靠近前端的数据识

别、分析，以及数据增值结果再传

回前端三个环节上。

在 AI 的数据采集前端，涌入

越来越多的无线摄像头，并呈爆发

式增长之态，智能家居、智能零售、

无人驾驶场景里也会要用到多个

无线摄像头，这些视频数据要传到

后端、传上云用AI做数据处理，这

一过程就需要网络的支撑，具备高

容量、大带宽、低延迟优势的5G网

络，会更适合AI数据传输需求。

“在云端做训练、在偏前端做

识别，都可以利用到 5G 特性。”宋

继强说，“训练需要的大量数据在

前端可以进行初步处理，在无人驾

驶场景里如果将数据处理在车载

前端中处理，会使前端过‘重’，我

们可以把数据处理放在网络边缘、

靠近前端的地方，而边缘计算刚好

是5G才能带来的。”

“如果没有像5G这样的网络，

人工智能设备不仅数据采集要在

前端做，大量数据的分析、训练也

要在前端做，这会使人工智能设备

变得非常昂贵，例如现在非常火爆

的智能音箱，因为可以把数据分析

和处理放在云上，所以有比较高的

性价比。”

宋继强说，现在很多设备都要

加 AI 能力，而且有些设备不可能

具备感知能力和初步处理能力，如

果没有 5G网做支撑，AI的大规模

部署就很受限。

AI商用普及需5G支撑

“当 AI 真正在应用场景里大

规模部署时，5G对于 AI的落地也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宋继强说，

“AI的应用通常都是端到端场景，

数据的采集在前端，数据的处理、

增值在云端，增值后的结果一定要

再回到前端，才能提高前端设备的

处理能力和处理效果。”

宋继强说：“AI现在拥有的能

力，至少在有些领域，已经突破了

用户体验的瓶颈，可以有不错的商

用效果，但是如果网络跟不上，用

户体验会打比较大的折扣。”

他用现在一部分人能够体验

到的智能音箱来做分析。

智能音箱很大的亮点是实现

人机对话，在这个体验中，除非机

器能够把所有的语音识别、语意的

分析处理，以及最后的 TTS、文字

到语音的转化，都放在前端设备

（这里指智能音箱）里面，才可以不

依赖网络。但智能音箱在追求 AI

能力强的同时往往还要追求价格

更便宜，而 AI 能力强就必须把它

放在云端，通过云端持续不断地升

级词库、词汇量，提高多人语言适

配的能力。但放在云端，如果网络

不好，这种对话常常会中断，智能

音箱总处于寻找网络的状态。

“现在智能音箱在中国可以称

得上是‘百箱大战’，大家接入的语

音服务不外乎几家服务提供商，只

要网络能够保证，他们云服务的效

果肯定比较好。”宋继强说，“现在

音箱卖到了全国各地，想买到好用

又便宜的智能音箱，网络必须跟

上。虽然智能音箱是简单的语音交

互，数据量不大，但是对网络的延

时要求很高，必须连续地把语音传

送上网，这体现的是对 5G 网络的

需求。”

现在还体验不到的复杂的 AI

应用，例如无人驾驶、远程驾驶，要

把车里所有的视觉数据都传给远

程驾驶操控台的人看，同时操控台

的控制信息还要传回车上去。

宋继强说，在这种应用中，将

车里的视频数据上传，要求网络的

带宽一定要大，对可靠性要求不苛

刻，丢几个包没有关系，关键是将

绝大部分信息传上来，这种场景需

要 5G 的大通量；而再传回车里去

的是控制信号，这时要保证信息传

递的可靠性和实时性，这种场景需

要 5G 的低时延和高可靠，所以无

人驾驶、远程驾驶是 5G 部署之后

才能做好的AI应用。 （刘 晶)

近日，爱立信首席技术官艾瑞

科于爱立信官方博客发布了一篇

关于 5G 标准化的文章，探讨了第

一版 5G 标准的重点以及 5G 的跨

时代意义。以下为博客全文：

每隔十年，3GPP 才会发布一

版全新的技术标准。经过多年努

力，3GPP第一版5G标准于去年年

底发布，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5G 本身非常复杂，但若要广泛普

及，技术则必须易于使用、部署及

扩展。移动通信技术是有史以来

发展最快的技术，但由于更多样的

用例需求、业务模式和更复杂的技

术要求，5G 将比前几代技术更加

复杂。为了保证 5G 的快速发展，

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梳理和简化。

定义新空口（NR）是第一版

5G 标准的重点。之前，新一代无

线基站的发展侧重于引入新的调

制和编码方案，但 5G 的重点在于

如何灵活地支持各种特性截然不

同的终端和服务、不同类型的部

署，以及从不到 1Ghz 到毫米波的

多频段分布。

为了支持未来可见的数据量

增长，5G 标准化已包含了大规模

天线系统、波束赋形和能效方面的

创新技术。此外，5G 标准化还包

括了其他三个核心领域：

一是安全性：增强了用户的不

可追踪性以保护用户隐私并实现

灵活的身份管理；二是 5G 可持续

性：设计原则从“始终在线”转变为

“始终可用”，实现高节能；三是5G

核心网：采用适于商用的网络切片

和分布式云的理念。

5G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凭借

5G的支持，各行业可以运用连接、

虚拟化、机器智能和其他技术来改

变现有的业务流程和模式，这将成

为下次工业革命的一部分。

随着今年首个5G标准的发布

以及 5G 技术的实施和商用部署，

我们即将进入移动通信的新时代，

5G技术将为许多企业和行业的运

营方式带来深层的改变。这样的

改变就如同过去手机彻底改变了

人们的交流方式一样，定将引起一

系列变革。如果我们希望自己所

处的行业走在下一代技术的前沿，

就必须为所有人制定出色的创新

标准。这也正是制定标准和开放

创新如此重要的原因。通过为整

个行业、消费者和企业配备最先进

的 5G 技术，我们可以助力其他行

业未来几年内的业务转型并帮助

他们保持竞争力。 （钟 慧)

本报讯 5 月 31 日，华为宣布

其基于“无边界计算”战略的智能

计算业务布局，将提供全栈 AI 计

算平台，打造无边界智能计算世

界，从而满足企业在计算、数字化

转型以及智能化应用场景方面的需

求。同时华为还发布了面向企业数

字化转型的关键业务服务器 Kun-

Lun V5 和 全 新 一 代 的 SSD 产 品

ES3000 V5。

随着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

术、虚拟现实等全新技术的兴起，

现有的计算架构将无法提供这些应

用需要的计算量，整个行业都需要

在计算架构上不断地突破和创新。

华为凭借在计算领域16年的积累和

创新，不断在加速部件和系统架构

上创新，针对面向企业不同阶段的

业务形态提出智能服务器 （面向传

统企业）、混合云 （面向企业数字

化转型）、异构计算和边缘计算

（面向企业智能） 三大技术路线，

加速企业从数字化向智能迈进。

2017 年 7 月，华为突破性地提

出“无边界计算”的战略，经过近

1 年的战略投入，将智能的能力贯

穿到整个战略中：

——智能服务器。持续在加速

部件上发力，面向应用优化性能。

比如通过 SSD、FPGA 加速技术、

全融合网卡等加速部件实现整个系

统的加速。同时提出了业界创新的

面向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理念，让企

业客户更加便捷的使用、维护和管

理服务器资源。

——智能云数据中心。从服务

器智能走向数据中心智能，主要包

含了两层含义：

第一是异构计算资源的编排和

调度，华为已经把这个能力构筑在

华为公有云上，企业用户可以秒级

获取异构计算资源。同时把华为公

司自己多年积累的智能应用也放到

公有云上，让智能无处不在，支持

全场景的企业AI应用；

第二是华为提供端到端数据中

心解决方案，智能服务器和数据中

心联动可以让企业客户更便利的管

理数据中心资源，降低 25%的维护

成本，节能 5%，让数据中心管理

更加智能。

——智能边缘。从数据中心智

能向边缘智能展开。华为创新性的

边缘智能解决方案，边缘计算可以

实现边缘数据的实时分析、实时模

型推理，边云协同，加速更多的智

能应用落地。

华为智能计算，通过技术创

新让客户的 IT 系统从封闭走向开

放，从通用走向智能，变复杂为

精简，变单一为协同，突破计算

边界。

华为发布了其三大加速部件之

一的 ES3000 V5，提供更高性能、

更易用、更智能的特性。与上一代

产品相比，性能再次提升 50%；可

提供面向应用的参考架构，让客户

更容易根据应用场景选择适合的架

构；同时支持智能多流、原子写、

智能运维等智能特性，保证业务

QoS和客户运维体验。

华为发布的新一代关键业务服

务器KunLun V5，实现了业界唯一

的三大特性：“业界唯一支持 CPU

和内存热插拔，业界唯一支持物理

分区和逻辑分区，业界唯一最完整

的开放生态系统”。它可以加速企

业 IT 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让企

业客户更专注商业经营，为关键业

务保驾护航。 （钟 慧)

6月 1日，中国移动悄然下调公

有云服务价格。其中，通用型云主机

最大降幅 39%，对象存储最大降幅

70%，虚拟私有云VPC免费使用（原

价 138 元/月），CDN 采用全新计费

模式。同时中国移动还推出通用型、

独享型、高IO型以及内存优化型四

款云主机产品，以及性能优化型云

硬盘和高性能型云硬盘两款产品。

在云计算市场，随着技术的成

熟，竞争越来越激烈，降价成为云计

算行业的常态。阿里云、腾讯云不

断掀起的降价风潮，让整个行业只

能跟随降价。

公有云的价格战也十分惨烈。

在5月23日，腾讯在“2018云+未来”

峰会上，也宣布云产品全线降价。

腾讯云 CVM 多款产品降价，AMD

标准型实例降价 30%，搭载英伟达

P40 卡的 GPU 机型 GN8 在西南地

区降价 20%，而为批量计算量身打

造的离线计算机型降价50%。

同时，CDN 官网也全线降价，

最高降幅达 20%，西南区（成都、重

庆）数据库全线产品降价 30%。此

外，COS存储西南区（成都、重庆）降

价 24%，低于行业均价 33%，达到全

球最低价。不仅如此，腾讯云还宣

布数十种 AI 应用服务将能够全部

免费接入。

去年，政府做推手，推动“百万企

业上云”计划，中国的公有云市场规

模开始扩张之路，这使中国移动看到

了机会，希望在云市场上博得一席之

地，主动降价争取市场。目前，中国移

动云已经应用于能源、互联网、金融、

教育、政务等市场，如为港华燃气、国

投电力提供混合云，为上海市、四川

省、青海省提供政务云服务。

2017 年上半年，有专家就表示

在公有云市场上，运营商已经失去

了机会。目前公有云市场已经被互

联网企业占据，国外有谷歌、脸书、

亚马逊，国内有阿里巴巴、腾讯等。

在美国，AT&T 已经把自己的云计

算产业变卖了。

但是，对运营商来说，公有云市

场还有第二种解读，在政务云、行业

云和企业云市场，运营商依然有庞

大的客户基础以及强大的市场影响

力；运营商正在进行的网络体系转

型，使整体架构在向数据中心偏移，

可以说运营商的这一转型将使云成

为运营商的一个基础能力，和运营

商的网络紧密结合，从云网融合方

向，再击公有云市场。

主营业务频频降价 运营商面临激烈竞争

六月刚至，全国大部分地区笼罩在烈日高温之下，高热的炙烤让人有些透不过气来。与此相反，当前电信运营商的资费、套餐
在一路降降降。运营商不再纠结与互联网公司的OTT恩怨，定向低价大流量套餐频出；不仅如此，不限流量的套餐价格也不断下
降，而且中国移动的云服务价格也一路降低，有些项目降幅达到70%。

消费者对降价喜闻乐见，比价格换套餐不亦乐乎。但对三大电信运营商来说，市场鏖战之激烈、内心之煎熬，又恰似曝于骄阳
烈火之下。面对个人市场、政企市场两个主战场，运营商又能够拿出什么手段？

本报记者 刘晶

三大运营商公布的 4 月份运营

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份中国移动净

增客户数从280万减少到112万，4G

用户流失超过 240 万。中国移动用

户数已经出现负增长。中国电信和

中国联通的用户数在一路增长，数

据显示中国联通新增用户406万，中

国电信新增用户586万。

中国移动用户数下降，中国电

信和中国联通用户数增长，电信市

场格局的反转应是源于两场“战

役”，一场是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联

手发起的“全网通”之战，另一场是

以中国联通为先锋、携互联网企业

共同掀起的流量价格之战。

在 2015 年末，中国电信和中国

联通携手公布了《六模全网通终端

白皮书》，对包括电信 CDMA 制式

在内的六种模式、频段统一进行规

划。2016 年 4 月，工信部将六模全

网通作为国家标准正式颁布实施。

标准颁布后，有效促进了市场规模

的快速发展，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

认可。统计数据显示，因为工信部

的这一举措，2016年消费者购买4G

手机支出减少约 180 亿元。发展到

2017 年初，国内主流手机厂商大部

分支持六模全网通技术。2016年六

模全网通手机市场份额超过 50%，

今年全网通已经占据 80%的市场。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全网通”的胜

利，使两家运营商与消费者实现了

多赢，也打开了手机第二卡槽市场。

在全网通节节胜利之际，中国

联通与互联网企业共推的流量套餐

也日益走俏，与腾讯合作的“大王

卡”，月租19元，腾讯系应用免流量，

全国接听免费，直击90、00后用户需

求。中国联通去年自推出大王卡以

来，半年时间用户增长700万。目前，

中国联通各种互联网套餐已经多达

100种，大小王卡、蚂蚁宝卡、工行 E

卡效果明显。到今年 3月份，中国联

通的互联网套餐用户达到8600万。

为了围堵中国联通和腾讯的

“大王卡”，去年中国移动在部分省

市推出“移动大王卡”，希望以相似

费用留客，但这一业务并没有在全

国推开，所以效果也并不明显。

今年5·17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

日之际，中国移动例行降价，三大运

营商都会有一轮降价。而且按照国

家对运营商“提速降费”要求，每年

的流量资费要降 30%，但今年，电信

运营商的降价力度，尤其针对流量

的降价超出预期。

为了反击中国联通的腾讯王

卡，中国移动推出两款低价全国无

限流量套餐。例如中国移动推出的

4G畅享卡，每月仅需要68元就可享

受全国流量不限量和 500 分钟的国

内通话。总体比价，更实惠一些。

另外，中国移动联合腾讯推出了

Wesim卡，享受全国流量不限量，其

中 20G 是全国不限速流量，还连续

赠送 12 个月的 20G 不限速流量，相

当于每月有40G不限速流量。

但很快，中国联通又做出反

应，与OPPO推出O粉卡，最低每

月仅需要12元就能享受全国无限流

量，是目前价格最低的全国无限流

量套餐。

价格鏖战还将继续，在个人消

费市场，尽管用户数此消彼长，但不

改运营商收入下跌大势，保利润的

唯一方法只有进一步压降成本。

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宋继强：

5G对AI落地至关重要

爱立信CTO艾瑞科：

第一版5G标准重点是NR

价格战换用户此消彼长
中国移动用户数下降，中国电

信和中国联通用户数增长，电信市
场格局的反转源于两场“战役”。

公有云滑至第二梯队
目前公有云市场已经被互联网

企业占据，国外有谷歌、脸书、亚
马逊，国内有阿里巴巴、腾讯等。

华为布局智能计算业务 提出三大技术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