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通信 72018年11月2日
编辑：刘晶 电话：010-88558806 E-mail：liuj@cena.com.cn

聚人气：

争取主流设备商支持

日前，一组专家来到深圳，了解中国
电信5G的试验进展和计划。作为中国电信
首批5G试点，各试点得到了多家主流设备
商的支持，标志着中国电信5G独立组网策
略已经得到主流企业的响应。

以深圳为例，9月8日，广东电信携手
华为在南山区打通基于SA的5G端到端呼
叫；10 月，完成 SA 连片组网部署，完成
深圳5G试验网改造升级，打造了业界领先
的 SA 5G 规模组网试验网，标志中国电
信即将进入SA组网验证阶段。针对室内覆
盖场景，广东电信联合华为在深圳滨海机
楼开通了中国电信首个5G数字化室分，解
决 5G 频谱穿透能力差、深度覆盖不足问
题，在业界率先进行综合覆盖方案试验。

中国电信之所以能够有时间优势，得
益于其即将获得的3.5GHZ频段。

从产业的支撑情况来看，目前3.5GHz
的成熟度最好。我国从 2016 年开始的 5G
技 术 研 发 试 验 确 定 的 试 验 频 段 就 在
3.5GHz，基于该频段展开的第一阶段、第
二阶段和今年的第三阶段的测试，从关键
技术验证、单系统性能、室内外测试到互
联互通测试，以及5G NSA/SA不同组网
方式的测试，做了系统全面的测试和验证。

“我们在3.5GHz频段上做的5G测试是
最全面的，比较后来也进入测试的4.9GHz
系统，我们在测试规范中对3.5GHz有更多
的要求。”中国 IMT2020 （5G） 推进组试
验小组组长徐菲说。

据徐菲介绍，华为、中兴、中国信
科、诺基亚贝尔、爱立信等均参加了测试。

中国电信不仅获得主流设备商支撑，
在十分关键的终端芯片上，也拥有了强大

的产业基础：海思、高通、英特尔、展讯
的5G终端芯片与系统设备间的互操作也是
基于3.5GHZ展开。

降难度：

SA组网简化网络与终端

对于 5G 组网方式，中国电信并不是
突然决定。早在今年年初进入 5G 第三阶
段技术测试时，中国电信技术部副总经理
沈少艾就谈到了中国电信对于 5G 网络演
进的思考。

在中国电信看来，5G 首先面向 eMBB
（超大宽带）业务，应该优先采用 SA 组网。
考虑到非独立组网架构需要4G和5G基站
紧耦合，并且非独立组网场景中 LTE 现网
频段与NR频段的部分组合在终端侧存在
较严重的干扰问题，应优先采用独立组网架
构。同时为了避免频繁地5G与4G网间的
互操作，SA网应该尽量地连续覆盖。

在日前的“5G技术创新峰会”上，中
国电信再次强调了这一看法：SA是网络演
进目标方案，SA 和 NSA 都可实现 4G/5G
协同，而SA作为目标方案可避免网络频繁
改造，因为基于4G核心网的NSA需要4G
基站升级到eLTE，在向SA升级时，要再
一次改动。SA的终端成本也更低，NSA方
案中 3.5GHZ 频段组合在终端侧存在较严
重干扰，导致终端成本较高，SA终端相对
简单，成本低。

中国电信 5G SA 网初期考虑 CU／
DC 合设，这主要为了降低运维难度，降
低网络时延。在5G核心网方面，希望能够
支持基于核心网互通实现与4G互操作、网
络切片、边缘计算、语音回落到VoLTE。

终端是5G产业链重点关注的话题。沈
少艾认为，5G终端将多元化发展，目前泛

智能终端需求不明确，手机终端依然是主
流。5G初期的终端产品形态以增强移动宽
带场景下的手机为主。5G手机终端应支持
全模全频全网通，并建议5G手机终端首选
SA 单射频方案，语音实现首选 SA 回落
4G VoLTE方案。

时间优势将使中国电信成为5G技术的
尝鲜者。但挑战也相伴其中，5G SA 目
前全球还没有运营商规模建设，SA带来的
对新业务支撑的优势，如切片技术也处于
成熟前期，在实际应用中必将面临这样那
样的问题，积极快速妥善地处理技术难
点，也是先行者必备的觉悟。

在超大带宽之外，中国电信4G中建立
起来的窄带蜂窝物联网 NB-IOT 也将向
5G 演进发展，目前中国电信某地市公司
NB-IOT网络已经实现全域覆盖，物联网
规模突破100万，在水表行业，一期工程
安装NB-IOT智能水表8236支，抄表成功
率稳定在 99.6%以上，抄表准确率 100%。
电池有10年寿命。在5G时代，中国电信
有意愿实现每平方公里超过100万的海量
连接。

转模式：

开创5G应用新场景

在日前召开的高通4G/5G峰会上，中
国电信副总经理高同庆认为，5G是运营商
转型的里程碑，运营商发力5G需要做好三
方面的工作，即综合市场需求和网络能
力，实现新商业模式；结合现有应用和5G
场景，打造新应用场景；结合上下游生态
特点，创造产业新合作模式。

其实运营商在5G时期转型的前期调查
已经有了。据爱立信估计，全球ICT数字
化的收入规模到 2026 年超过 3 万亿美元，
其中的 38%、约 1.3 万亿美元是由 5G 带

来。而其中的47%，即6190亿美元将归运
营商所得。但如果只做网络级别的运营
商，只能得到2040亿美元。而这中间多出
来的4000多亿美元，需要运营商通过业务
转型向价值链的上游发展，从网络的提供
者变成平台的使能者，再变成应用的创造
者来赚取。

爱立信与其合作伙伴通过对 200 多个
与 5G 相关的行业应用案例的分析，研究
5G的商用潜能，梳理出十大行业最受益于
5G，这十个行业分别是：制造业、能源与
公用事业、公共安全、医疗保健、公共交
通、媒体与娱乐、汽车、金融服务、零售
业、农业。

中国电信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毕奇在英
特尔 5G 论坛上表示，个性化服务是今后
5G 成功的一把钥匙，如果不做个性化服
务，那5G发展就会碰到比较大的瓶颈。而
发展垂直行业，实际上就是个性化服务的
过程。

5G商用带给运营商机遇，同时也带来
了焦虑。高同庆认为运营商的价值越来越
难体现。一是单位流量价格持续下降：单
应用和单用户流量持续提升，单位 GB 价
格仍在走低；运营商单纯通过流量增量实
现收入增加难度不断加大。二是市场需求
呈现碎片化：5G 业务发展不同于 3G 到
4G，无法实现整体迁移。同时，用户定制
化需求增加，5G没有新的杀手级APP，业
务需求呈现多样性特征。三是垂直市场行
业不确定性高：行业存在知识壁垒，不了
解行业痛点。另外，行业存在产品壁垒，
不知道从什么产品切入。

从产业支撑到网络部署再到商业运
营，三大环节中，转模式的挑战无疑是最
大的，因为这将涉及到组织架构的变迁、
企业文化的更替，并必将带来人员的调
整，这是否将是运营商转型路上永远迈不
过去的槛？

蜂窝物联网是蜂窝移动通信网与物联网
相结合的发展产物，经过多年发展，逐渐形成
了 2G/3G/4G/NB-IoT 多张网络共存的局
面。因各运营商网络基础不同，造成当前物
联网业务承载方案差异较大，北京移动、北京
电信、北京联通三家运营商分别由 2G、4G、
2G+3G为主进行承载，各家运营商网络基础
决定了未来网络的演进思路不同，从而直接
影响物联网业务规模发展。

北京市电信运营商蜂窝物联网网络演进分析

NB-IoT （窄带物联网） 和eMTC （增
强型机器类型通信） 是未来承载物联网业
务的主要承载网络，已经成为业内共识，
但对于现有业务承载如何向 NB-IoT 和
eMTC 演进，三家运营商差异较大，因为
北京移动目前2G物联网用户体量较大且网

络 覆 盖 完 善 ， 短 期 内 向 NB-IoT 和
eMTC 演进驱动力不足。北京电信基于
未来CDMA网络逐步退网、2G存量物联
网用户较少的考虑，积极发展 NB-IoT
业务，也是三家运营商中 NB-IoT 业务
发展最好的。北京联通现网网络情况最
为复杂，同时面临 2G 逐步退网、2G 现
网存量物联网用户较多的问题，造成现
网2G物联网向NB-IoT迁移受限因素较
多。但对于三家运营商远期物联网发展
思路来看，低功耗、大连接业务最终向
NB-IoT 和 eMTC 演进趋势是一样的，
只是时间进度上差异较大。

对于承载10Mbit/s以上高带宽的视频
监控、智能医疗等中速物联网业务，三家运
营商当前及未来网络承载方案基本一致，
均以4G网络作为中速物联网业务的主承
载网。

对于以无人驾驶、AR/VR、工业控制
为代表的大连接、高可靠性、低时延类物联

网业务，各家运营商均以5G网络作为主要
承载网络，当前5G网络正在国家有关部委
安排下进行试商用部署，为未来物联网应用
承载奠定基础。5G网络建成后，三家运营
商物联网业务模式将更加丰富，形成低速、
中速、高速多层次的物联网业务应用模式，
以及NB-IoT和eMTC、4G和5G的多层次
网络承载架构。

推动蜂窝物联网网络转型升级的建议

蜂窝物联网是加强和完善物联网通信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北京市物联城
市、感知城市的关键。建议政府对电信企
业做好通信网络规划和建设的引导，不断
完善蜂窝物联网基础设施，构建国内最先
进的蜂窝物联网网络，实现北京物联城
市、感知城市，进一步推动蜂窝物联网网
络转型升级，建议如下：一是加强政府引
导和产业支持。对于未来主力承载的
NB-IoT 和 eMTC 业务，应明确其网络地

位和网络演进方案，有效引导运营商合理
规划各自网络尽快完成蜂窝物联网转型升
级。二是做好产业规划和引导。产业基础
决定蜂窝物联网转型的快慢、甚至成败，
应针对 NB-IoT和 eMTC相关产业制定专
项规划，引导产业链发展成熟，增强与2G
和LoRA的竞争优势。三是做好5G网络规
划部署。对于未来无人驾驶、工业控制、
VR/AR等创新物联网应用，均离不开5G
网络的承载，加强5G网络的规划部署，可
引领物联网创新网络应用领先，并进一步
推动各运营商蜂窝物联网的整合重构，更
好的支撑物联网业务开展。四是推动重点
应用和产业示范项目。政府统筹推动一批
物联网重点应用示范项目，促进在车联
网、智能机器人、远程医疗等重点领域的
示范响应，丰富蜂窝物联网业务种类，促
进业务规模发展。推动重点产业示范项
目，促进上下游产业成熟，实现蜂窝物联
网的产业升级。

本报讯 10 月 31 日，备受期待的荣
耀未来超旗舰荣耀 Magic2 在北京正式
发布。荣耀Magic2深度诠释了荣耀对科
技理想主义的探索。蝶式五轨滑屏结构，
集六项世界第一于一体的麒麟 980，以
智慧生命体 YOYO 为内核及灵魂的全
新AI系统，全球首款AI六摄，石墨烯散
热技术、40W 莱茵认证安全超级快充、
3D仿生感光技术等九大自研全球领先
技术加持的荣耀Magic2，不只是一次荣
耀 Magic 系列手机的迭代，而是智能手
机外观、智慧、拍照、能力等方面的一次
全面进化。

荣耀Magic2正式启用能够自进化、
自学习的智慧生命体YOYO，通过自主
研发的9大全球领先的核心技术，推进
智能手机软硬协同、双轮驱动，让消费者
一步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此次发布的荣
耀Magic2共包含四个版本：其中6GB+
128GB 版本售价 3799 元，8GB+128GB
版本售价 4299 元，8GB+256GB 版本售
价4799元，8GB+512GB 3D感光版售价
5799元。

手机智慧化进程的推进有赖于 AI
芯片的支持。Magic2采用麒麟980芯片，
其创新性的在业内首次搭载双核神经网
络处理单元（NPU），实现业界最高端侧
AI 算力。在性能方面，7nm 工艺制程的
麒麟 980 集成了全球首款采用 Cortex
A76 架构的 CPU，CPU 性能提升 75%，
能效提升 58%；LPDDR4X 极速内存进
一步的释放CPU的潜能，相对上一代，
内 存 带 宽 提 升 了 20% ，延 迟 降 低 了
22%；首次创新设计 Kirin CPU 子系统
TM及Flex-Scheduling TM智能调度机
制 ，实 现 最 优 能 效 ；全 球 首 次 商 用
MailG76 GPU，性能提升了46%，能效提
升了178%。无论是AI图像识别能力，系
统流畅性能还是影音游戏体验，荣耀
Magic2都处于行业顶级水准。

荣耀Magic2搭载了全新一代AI系
统 Magic UI2.0。Magic UI 是 AI 的再一
次 演 进 ，它 的 内 核 来 自 于 YOYO，
YOYO是具有高智商的智慧生命体，它
集计算机视觉、自然语义理解、深度学
习、决策系统、推荐系统等AI能力于一
身，是活在AI系统中可成长的智慧生命
体，是荣耀手机区别于其他手机的人格
化体现。YOYO 出生那一刻，便开始认
知生物特征，包括指纹、声音以及长相。

本报讯 10月31日，总投资达2亿
美元的瑞声科技新加坡研发中心项目举
行动工仪式。

在动工仪式上，瑞声科技负责人介
绍，瑞声科技新加坡研发中心总投资约
2 亿美元，总建筑面积 3.78 万平方米。
其中，第一期建筑面积1.89万平方米，计
划 2019 年完成建设工作，2020 年下半
年投入使用。主要从事高端光学器件、
MEMS 的设计、研发，未来将拓展到
5G毫米波研发。该负责人表示，瑞声
科技将充分利用新加坡雄厚的科研和教
育资源，加大在精密制造领域的研发投
入，把新加坡打造成瑞声科技在全球的
研发总部。同时，依托新加坡在东南亚
乃至南亚的地理中心优势，与瑞声科技
在东南亚以及南亚的制造基地布局相结
合，形成研发+制造的强强联合，进一
步优化瑞声科技在全球的资源配置，为
当前的全球化竞争新格局打造更大的领
先优势。

据了解，瑞声科技正在着力推进全
球化、开拓新领域、打造技术制高点。在
全球拥有 4300 多名业界顶尖的研发技
术人才，已经取得 5800 多项技术专利，
覆盖5大电子元件产品系列的全部核心
技术，在美国、丹麦、芬兰、新加坡、日本、
韩国等地拥有 15 个研发中心。今年 9
月，瑞声科技南宁产业园项目投产，继而
又在芬兰坦佩雷设立光学研发中心。

瑞声科技在进入2018年下半年后，
加快了在全球研发和生产布局的步伐，
并从手机元器件领域进一步深入到智能
设备领域。据悉，目前瑞声科技正在面
向“下一代”技术全面升级，结合大数据
管理、深度算法嵌入，在智能设备领域领
先布局硬件、软件高度结合的技术解决
方案，针对智能手机、智能驾驶、机器人、
LOT、AR/VR等需求强劲的未来产业，
专注突破技术门槛高、业务难度大的领
域。新加坡研发中心的建立，将大大加
速这一进程，巩固瑞声科技的行业领导
地位。

获得时间优势 中国电信5G如何快跑

本报记者 刘晶

5G将至未至，一切都在博弈
之时，机会女神向中国电信展颜一
笑。在中国移动为新的5G频段
的端到端产业化忙碌、中国联通纠
结于上5G SA还是NSA时，中国
电信以明确的5G SA路线，已经
在9月底开通了在上海、深圳和雄
安等多地的5G SA（独立组网）试
点，这个时间比中国移动至少提前
三个月。

中国电信在移动通信换代的
重大技术机遇期，其实都不怎么
“幸运”。在2G发展得如火如荼
之际，中国电信困守固网，眼看用
户的增幅一天天下降；上马3G，中
国电信拿到的CDMA已经过了该
技术的最好时期，没落到放弃向
4G 升 级 ；4G 之 时 虽 然 得 到
TD-LTE、FDD-LTE双牌照，但因
侧重发展FDD-LTE，而FDD-LTE
市场启动时间比TD-LTE整整晚
了一年，大量升级用户投奔中国移
动。所以，5G将上之时，尽管三个
月的领先优势不足倚赖，但对中国
电信来说，已经是历史性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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