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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要比之前的网络建站更加密集，
这会带来投资的大量增加。”杜永红说，

“而冬奥会实现5G网络全覆盖也会对规划
和建设带来很大的挑战。”

首先是复杂地形和恶劣自然条件的挑
战。因为冬奥会尤其是雪上项目，如高
山滑雪、单板滑雪的一些赛道会有一些
盲点，这对网络布局、覆盖水平都会带
来困难。还有极寒天气的挑战，北京冬
奥会的崇礼赛区在冬天能够达到零下 30
度。低温往往伴着大风，在这种天气
下，对设备的挑战很大，对通用的建网模
式影响也很大。

其次是大容量、大连接的挑战。当世

界各地的人来到北京，来到张家口崇礼，
冬奥场馆将是人口密集型场景，要保证
十万人数级别的一个场馆内的通信畅
通，这无疑是有挑战的。开会时还会有
很多智慧应用，这些智慧应用加载进网
络之后的大连接，也需要得到通信保
障。在 100 平方公里中超过 100 万的连接
数，都能工作，都能顺畅运行，这也是
一个巨大的挑战。在网络速率上也有挑
战，原来规划保证 10Gbps 的传输速率，
平昌冬奥会在理论上实现了 20Gbps 的速
率，但是在我国目前划分出来的5G频谱
上只能达到5Gbps速率。

最后是高可靠性的挑战，这是对运营

商提出的最核心的要求。对奥运会的通信
保障，不要求技术是最先进的，但必须是
最成熟和最稳定的。所以在这个前提下，
在北京冬奥会开始之前的半年多时间，就
不能再用新研发的技术和产品，都必须是
已经经过验证和实施的成熟的技术和产品
用于冬奥会。例如8K和VR视频转播已经
作为一个比较确定的任务提出，而短道速
滑、高山滑雪都有比较高的时速，要捕捉
这么快速度的高清视频传播，在网络建设
中就需要从视频直播的拍摄、场馆端到端
安全稳定的传输机制到保障技术的多方配
合，才能够提供真正符合要求的高质量、
稳定可靠的高清视频转播。

本报讯 北京和信汇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专注于区块链技术和通证经济落地产
品的创新，独立自主开发了分布式营销云平
台——“明镜台”。近日，北京和信汇通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发布了该平台的落地产品“集
乐多”。

据介绍，“集乐多”是一款小程序，它基
于云平台的区块链技术，可将每一件商品
映射为一个电子票券，通过票券的流转和
分层的对应关系，使传统商品的营销有了
直达终端消费者的点对点的通路，开辟了
一条企业直接触达终端消费者的高效途
径。入驻商家在明镜台平台生成的电子票
券，通过集乐多小程序抵达终端用户，在用
户完成商品流转的同时，又成为社会化营
销和用户自传播的工具，从而形成了传统
企业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商品流转的完美
闭环，这也为其他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提供

了一条全新的参考思路。
目前百度风投已经率先进入了明镜台

项目的天使轮融资。百度风投相关负责人
表示：“区块链项目的核心问题依然是技术
发展现状和商业逻辑的极度不匹配，并没有
在商业模式上有颠覆现有模式的能力，从而
没有合作伙伴和用户的参与，这也是区块链
落地难的本质原因。而明镜台的模式则是
将商品权益转化成‘提货权’，不过分考验技
术性能，又能切实给生产者、渠道、消费者三
端带来便利。”

据悉，“明镜台”基于在区块链的技术基
础，提出将传统实物商品权益映射为虚拟商
品进入流通环节，最终消费者将购买到的虚
拟商品向商品生产制造者提货，生产者直接
通过物流发货给消费者，实物脱离销售环
节，从而实现消费者不会买到假冒伪劣商品
的情形。 （徐 文）

本报讯 日前，中移物流合作伙伴峰会
在京召开，本次峰会旨在深化中国移动物流
服务在泛智能硬件产业链上下游的发展定
位，推动物流供应链与信息技术融合发展。
会上，中国移动终端公司正式发布“中移物
流合作伙伴计划”，并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合会物流信息服务平台分会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副总裁李慧镝出席
峰会并致辞。李慧镝表示，党的十九大提
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中国移动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树立建设网络强国和数字
中国的发展理念，始终致力于通信行业发
展与创新转型。从 3G 到 4G，中国移动坚
持推动 TD 产业发展，已建成全球最大的
移动通信网络。当前，中国移动围绕“大连
接”战略，推动“四轮驱动”融合发展，持续
深化业务转型。面向5G，中国移动正积极
推动 5G 关键技术研究，推动 5G 端到端产
业成熟。

李慧镝表示，中国移动正积极探索、布
局物流供应链领域，中国移动终端公司已搭

建覆盖全国的物流网络，物流系统、时效、服
务质量已达到行业领先，并不断对外输出物
流服务能力，截至2018年10月，中国移动终
端公司物流外部收入已突破4000万元。未
来，中国移动终端公司将以更开放的姿态，
增强协同能力，由“企业物流”向“物流企业”
转型升级，并与各位合作伙伴一道，做大行
业“蛋糕”，共建物流行业生态。

2018 年初，中国移动终端公司启动中
移物流合作伙伴计划相关工作。该计划以
科技型物流服务平台为基础，实现业务类型
及服务品类的全覆盖，输出“仓储+运输+配
送+系统+SOP+大数据分析”等一体化、定
制化、专业化的解决方案。

中国移动终端公司于2011年成立之初
即开始布局物流领域，2017 年正式成立中
移物流服务品牌。中移物流全国配备45个
仓库，实现31省全覆盖，海外出口覆盖4大
洲，年吞吐量达2.8亿台，承诺省会市区当日
达，一、二级地市次日达。截至目前，中移物
流已联合行业顶尖的26家战略合作伙伴在
中国及全球搭建速配网、普快网、仓储零担
网、国际网等四张网。 （钟 慧）

本报讯 近日，爱立信发布最新版《移
动市场报告》，报告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全球
移动生态系统的发展状况和趋势。其中，中
国市场在移动用户签约数、移动流量使用以
及网络覆盖率等方面表现强劲。

2018 年第三季度，全球移动签约用户
总数达到79亿，其中新增移动签约用户1.2
亿。中国的移动签约用户总数为15.45亿。
目前，移动用户签约数在中国的普及率为
111%，高于全球平均普及率（104%），签约数
超出人口数主要是由于存在不活跃的签约
用户、多设备所有权和针对不同类型呼叫而
购买多个套餐的签约优化。

在新增用户数方面，中国新增用户数达
3700 万，虽有放缓趋势，但依旧名列第一；
与去年同季度新增用户数相比，增长约700
万；与2018年第一和第二季度相比，中国市
场依旧保持签约数量高增长的态势，这可能
是由于运营商之间的激烈竞争，推动了签约
多项业务的用户数增长。

2018年第三季度移动数据流量年同比
增长了将近79%，创下自2013年以来的最
高增幅。今年，东北亚地区保持全球移动
数据流量的最大占比，每部智能手机增加
的移动数据流量带动了全球移动流量大幅
增长（主要是中国）。移动流量的增长一方
面是因为智能手机用户数的增加，另一方

面是因为以更高分辨率观看更多的视频内
容使得每名用户所生成的平均数据量有所
增加。

到2024年，25%的移动数据流量将由
5G 网络承载。在各地区，每部智能手机
每月产生的移动数据流量呈增长态势。
2018年，东北亚地区每部智能手机产生的
流量增长迅猛，同比增长约 140%。其
中，有吸引力的流量套餐以及创新型移动
应用和内容正在推动中国移动数据流量的
增长。

预计到 2024 年，北美和西欧地区数
据 总 流 量 每 月 分 别 增 长 至 19EB/月 和
14EB/月。东北亚地区的移动数据总流量
预计将达到 39EB/月。其中，到 2024 年
底，中国有望再增加约 1.7 亿移动宽带签
约用户，连同每部智能手机产生流量的增
加，将推动中国的数据总流量增长至
29EB/月。

就扩展速度和用户数增长速度而言，
LTE是迄今为止部署速度最快的移动通信
技术。LTE扩展之初主要由西欧、北美、日
本和韩国牵头。5G人口覆盖率扩展速度预
计超出LTE网络。到2024年，5G将覆盖全
球40%以上的人口，而5G网络预计将由北
美、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市场引领人口覆盖
扩展。 （季 彤）

本报讯 11月28日，联通信息导航有
限公司与北京摩拜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率先开创了通信积分入驻
摩拜APP的全新合作模式。中国联通客户
服务部总经理巩颖、联通信息导航有限公司
总经理夏柏涛、北京摩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裁田鹏出席签约仪式。

此次战略合作项目协议的签署，意味着
中国联通积分服务将进入互联网应用领域，
为用户提供更便捷、更智能的出行权益服
务。为此，摩拜发布了 iOS 8.7.0 和 An-
droid 8.7.1摩拜APP最新版本，用户自行更
新后即可享受联通积分兑换摩拜相关产品

的服务。巩颖表示，随着移动互联网蓬勃发
展，基于线上应用场景的个性化服务是客户
关系运营和存量经营主要手段；整合优质资
源，更好地为客户提供品质服务，也是提升
客户在网黏性的有效途径。期待双方在优
势互补和开放共赢的基础上，持续开展更广
泛、更深入的合作。

田鹏表示，此次联通积分入驻摩拜APP
合作是一种创新运营模式，双方合作共同打
造场景式体验消费，为消费者带来更加全
面、便捷、智慧化的消费场景和服务体验，相
信此次战略合作的共识，必将推动双方建立
长期、深入合作关系。 （佳 成）

迈向5G

北京冬奥会北京冬奥会
将成将成55GG实用性大考实用性大考

本报记者 刘晶

奥运会是向全世界展示新技术的绝佳舞台，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在5G已经商用的第二年举办。此前已经有
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基于5G的各种创新业务；之后，2020年日本东京奥运会也会是5G的“炫技”时刻，那么在
2022年，按中国5G时间表应该已经商用两年的5G，届时又有何表现？

在未来移动通信论坛主办的2018未来信息通信技术国际研讨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北京冬奥组委会
技术部部长喻红、北京经信局副巡视员姜广智、中国联通冬奥会办公室副主任杜永红就5G在北京冬奥上的应用展
开了探讨。

“冬奥会是最能检验5G三大应用场景
效果的。”邬贺铨说。冬奥会需要超高清的
视频，例如4K、8K。根据美国运营商Netf-
lix的建议，看4K至少需要25Mbps网速，8K
至少需要 100Mbps 网速，2022 年冬奥会就
需要推出8K。

VR、AR是呈现冬奥会竞技项目的一
种很好的技术。在VR或者AR的应用中，
为了解决眩晕不适问题，通常需要将刷新
率提升到100Hz或以上。同时，网络时延
也要低，要保证将动作捕捉到VR头戴显示
器中的时延低于20毫秒。同时VR、AR需
要的3D图形处理、3D音效等，都要大量消
耗流量，这都需要更高的网络速率支持。

邬 贺 铨 说 ， 很 多 冬 奥 项 目 速 度 很
快，短道速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 50 公
里；单板滑雪，法国名将时速达到203公

里的时速，高山滑雪能够达到250公里时
速，这么快的速度只有 5G 能够跟踪。此
外，5G 云架构的实现需要冬奥会各种应
用需求的推动，除了云计算之外，还应
有移动边缘计算，对视频、VR、AR 快
速响应。而且冬奥会运动员可穿戴一些
物联网装备，用边缘计算进行检测。

观众在观看比赛的时候，摄像机拍摄
下来高速的视频并不一定要传到远端的云
计算处理，往往在基站上就具有缓存和边
缘计算能力，然后再传到用户的 VR 头
盔上，距离就比较近，可以实现实时观看
比赛。而且在基站上可以配置缓存服务
器，支持观众随时随地回看精彩瞬间。

2018 年在韩国举办的平昌冬奥会上，
一部分观众已经现场体验了5G+VR带来
的全新观感。平昌奥运会上，KT 提供了

360度的VR服务、同步视角服务、全场景观
看服务。

在 360 度的 VR 服务中，KT 围绕滑冰
场地设置了数个360°的VR摄像头，并在
场馆二层开辟了 VR 观众体验区，观众带
上VR头显设备，可以以360°的视角观看
运动员的滑冰比赛，从 VR 摄像头到观众
的 VR 头显设备的视频信息传输，是以设
置在比赛场馆四周的 5G 基站实现的。同
步视角，则是将摄像头装在运动员随身装
备中，观众可以同步运动员视角，体验运
动员的参赛体验，如滑雪项目等。

KT 还可以提供观众想看的比赛中任
何瞬间的画面，在花样滑冰场馆，KT沿冰
场密集部署了 100 个高清摄像头，观众可
以从任意角度重看这场比赛。

而北京冬奥会寄望提供更炫的服务。

“我们可以预见到2022年会有更多的
技术将用于支持冬奥会，5G 是我们特别
期待的一个突破和真正能够支持奥运会举
办的技术。”喻红说。

针对 5G 和其他新技术在北京冬奥会
上的应用方面，前期已经做了很多工作。
喻红说，科技部已经牵头制定了科技冬奥
2022 行动计划，设立了冬奥各种专项措
施，将 5G 作为支持的重点。北京市科委
围绕着智能智慧、智慧交通开展了头脑风
暴会议，会同北京市经信局开展了151的
工程，这些都是为最新的技术支持冬奥作
了非常好的铺垫。

姜广智说：“我们结合北京市的5G发

展实施方案，将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支
持基站的建设。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点。”

一是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基站资源，在
2G、3G、4G时代做好一些布局，更好地
创造电力总容、空间条件，发挥中心的作
用。二是积极推进多杆复用，比如路灯
杆，监控设施中挂摄像头的杆，还有一些
其他的杆路资源，要充分复用。

“我们也希望设备生产厂商能够提出
更微型化的、更适合搭载的 5G 基站。通
过鼓励区县，鼓励各个政府的事业单位，
也包括提供更多的公共空间支撑 5G 基站
在北京的建设，目标就是希望在2022年奥
运会需要的区域以及城市的重要区域实现

5G的全覆盖。”姜广智说。
杜永红说，中国联通在去年2月26日

成为北京冬奥会通信行业运营商行业唯
一的合作伙伴，打造一届科技冬奥会、
智慧冬奥会，运营商肯定有义不容辞的
责任。

5G 的高速率、低时延、大连接、高
可靠特性，可以促进很多新的场景和业务
形态的发展。“我们会率先把5G的技术和
其他的技术融合应用，率先应用到大家最
多看到的赛事服务中，包括改善观众观赛
体验的技术，比如8K的VR转播，此外还
会在医疗卫生、公共保健、交通安全中应
用5G技术。

北京冬奥会寄望出现多种5G应用
冬奥会需要以超高清的视频展现盛

会，例如4K、8K，而且VR、AR也是呈
现竞技项目的一种很好的技术。

2022年实现冬奥区域5G网络全覆盖
要充分利用现有基站资源，积极推进

多杆复用，2022 年实现奥运会需要的区
域以及城市的重要区域5G的全覆盖。

最大挑战是如何保障5G稳定高可靠
5G 要比之前的网络建站更加密集，

实现5G网络全覆盖也会对整个规划和建
设带来很大挑战。

中国移动发布物流合作伙伴计划

中国引领移动数据流量增长

联通信息导航与摩拜达成战略合作

和信汇通明镜台项目获百度风投天使轮融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