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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6 日，中国联通
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5G商
用牌照，官宣迈进5G商用时代。6
月 7 日，联通营业厅完成一夜换
装，率先在全国 40 个试点城市的
热点地区打造5G体验厅，并开展

“走进联通，体验 5G”系列活动，
向公众开放5G体验。

据悉，本批开放5G体验厅的
40座城市，包括4个直辖市，27个
省会城市，大连、青岛、宁波、厦
门、深圳5个计划单列市，以及苏
州、温州、雄安、张家口4个重点
城市。

在焕然一新的联通城市体验厅
中，知名品牌的5G终端和多个场
景应用惊艳亮相，市民可以使用
5G 手机进行现场测速，感受高速
5G WiFi，现场还有工作人员讲
解5G技术，介绍最新5G手机，引
导大家直观感受5G赋能下的互联
网应用产品。与此同时，多地体验
厅结合当地特色，推出如5G小课
堂、有奖竞猜等个性化活动，让大
家轻松了解更多5G常识。

5G 体验厅内还展示了多种多
样的智慧生活场景，用户可以现
场进行 5G+4K 视频直播；随时随
地查看高清的视频监控；佩戴VR
眼镜体验逼真畅快的全景游戏；
利用5G网络的低时延特性与机械
臂玩游戏等。诸如此类的应用和

终端为用户构架起了未来智慧生
活的美好图景，现场互动热烈，
好评不断。

此外，很多5G相关的科普宣
传也在体验厅中随处可见，工作人
员贴心地为每一位用户讲解，让大
家更直观、深入地了解5G。

据悉，5G 线下体验活动火热
开展的同时，中国联通还在 40 城
同步发起了“5G看联通，5G在身
边”的5G体验打卡活动，鼓励大
家 体 验 5G， 了 解 5G， 让 5G 生
根，让未来生长。

继此前5G友好用户招募、发
放5G权益包后，中国联通在推动
5G商用发展、探索5G消费应用场
景方面更进一步。本次5G营业厅
体验活动，让更多消费者对5G应
用有零距离的了解和感知，通过体
验厅中的 5G 网络、5G 终端与 5G
场景应用等体验，帮助消费者将
5G的想象落到现实，对5G的未来
产生更多期待。

作为国内第一家面向公众用户
提供5G网络服务的运营商，中国
联通将通过持续深耕5G技术、积
极开展联合各方的产业合作、培育
5G 应用产品等有力举措，不断坚
实推进5G商用的进程，为用户打
造极致的5G产品和体验，为5G商
用和产业的健康发展注入源源不断
的新鲜动能。

在SaaS层，中国移动的生态建
设有哪些措施？

据孙少陵说，我们希望把优秀
的SaaS应用整合到移动云上，大家
可以通过收入共享分成的方式，打
造共赢的生态系统，为此，中国移
动启动了千帆计划。此外，落户苏
研的中国移动云计算和大数据的
合创空间，苏州工业互联网示范区

也希望跟产业各方合作。
在千帆计划之前，中国移动已

经实施了云周计划，并已经引入上
百款 SaaS 应用。中国移动政企分
公司总经理戴忠说，进一步升级的
千帆计划希望在 SaaS 层面引入超
过1000款以上的应用。

中移（苏州）软件技术有限公
司云计算部副总经理刘军卫说，大

云聚焦于助力中国移动的网络转
型、IT 重构和产业升级三个方面。
在业界率先规划8大区、3万节点；
在 IT 基础设施领域做了结构性改
革，支撑集中化，近 3000 系统缩减
为50个以内，私有云资源池规模已
达12.8万，支撑了65%系统上云；自
研全球最大 OpenStack+SDN 公有
云，服务20多万用户。

云生态是否健硕，是衡量云服
务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中国移动的
千帆计划也正值5G商用之初。经
历过“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探
索，中国移动进入了“过桥分野色，
移时动云更”的新阶段，能否最终
达到“回看射雕处，千里慕云平”，
大云5.0或是关键。

中国移动：十年“大云”迎5G

本报记者 刘晶

5G商用，需要布局的不仅是
5G网络和5G终端。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与5G
的结合，展示出来的是充满想像力
的、应用于千行百业的未来创新。
提供不止于网络的服务，是5G发
展对运营商提出的现实需要。因
此，在中国移动提出的5G+计划
中，5G+AICDE与5G+4G、5G+生
态，并成为三个战略方向。AICDE，
其中C即为云计算。从整个云计算
市场来看，中国移动的云还处于成
长期，仅在中国市场，排在其前的就
有阿里云、腾讯云、天翼云和金山
云，华为云也在奋起直追。因此云
计算是中国移动在5G商用时必须
大力提升的一块。日前，中国移动
在苏州发布了“大云5.0”，向业界
公布了新的部署思路。

“5G时代我们迎来了大云5.0，
大云5.0和5G时代不仅仅是巧合，
可以看到大云5.0是中国移动5G重
要的组成部分，大云5.0包含C（云
计算）、D（大数据）和E（边缘计算）
三个部分，同时也对5G，对A（人工
智能）和I（物联网）提供支持。”中移
（苏州）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孙少陵在发布大云5.0时说，“很
多行业应用的‘小脑’跟运营商云
端的‘大脑’可以通过 5G 连接，更
好地进行协同，这也为未来智能化

社会打下基础，而中国移动会打造
一个融合、融通、融智的体系。”

在大云5.0中，融合是实现云和
网融合、云和边融合、云和大数据融
合，网、边、数都是运营商的优势，以
此提高服务能力；融通是将内部和
外部的应用融通，基于SaaS生态区
打造丰富多彩的应用系统；融智是
打造一个集中化、智能化的高效的
运维体系。目的是让“云”很方便地
使用“网”“数”“物”的能力。

孙少陵说：“云未来不仅仅是

一个新型的基础设施，它更是一个
重要的战略入口。”

中国移动的“大云”起步很
早。作为中国最早的云计算研发
计划，2007 年中国移动展开了相
应工作，建立了 256 节点实验室。
2010年，发布了大云1.0，实现了
云计算的首次商用。2014 年，成
立中移苏州研发中心后，大云建
立起专业化的研发、交付、售后
体系，进入发展快车道。2015 年
到 2016 年，大云实现规模化商

用 ， 现 网 部 署 超 过 6000 节 点 。
2017年发布了大云4.0，这是又一
个新起点。2018 年大云的应用规
模上了新的台阶，部署规模超过
4.9万节。今年发布大云5.0，部署
规模超过了10万节点。

“现在网中有云，云中有网，网
即是云，云即是网，所以到了5G时
代我们的核心网就是构建在云上，
是一个网络云。所以大云5.0必须
支持好我们未来5G的核心网的建
设。”孙少陵说。

具体来看，中国移动的“大云
5.0”要具备哪些能力？

据孙少陵介绍，大云 5.0 的主
要能力体现在五点。一是从私有
云、公有云到混合云的全栈支持能
力，二是增强的电信级能力，三是
广泛的产品兼容性，四是高度的自
主可控，五是优质的服务保障。

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很多应
用要求低时延、快速响应，所以云
从原来集中式的计算开始向边缘
计算延伸，而网络的接入点就是运
营商云计算中天然的边缘。由于
云计算不断发展深入，对云计算的
要求不断提高，所以云计算从软件
产品走向软件和硬件的结合，以便
极致化地发挥效率。

孙少陵说：“未来大云5.0一定
要满足边缘所需要的轻量级的计
算能力和存储能力，实现高效的能

耗比；同时要进行硬件的定制化，
软硬结合。”

在 IaaS 层，中国移动在通过
ODM 和 JDM 的方式，对硬件进行
深度定制，以精细地匹配其业务要
求。目前中国移动已经开发了自
己的第一块主板，今年下半年可以
批量供货。这个主板可以更好进
行运营维护，存储密度高，可适应
网内大容量存储要求。中国移动
现在针对存储等应用场景，也在打
造一体机产品，以提高硬件的最优
配置，实现高效交付。

在PaaS层，中国移动增强了对
各种中间件，如数据库、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支持，提供了研发运营一
体化的创新环境。为适应云网融
合的要求，中国移动在云端平台打
造了云网编排器，可以提供云互
联、云专线以及云宽带产品。

云计算要作为电信网的重要
基础设施，它首先必须具备电信网
络要求的高可靠性。孙少陵说：

“目前我们可以支持跨数据中心的
容灾备份和高可靠能力；同时在多
数据中心和多厂家异构管理方面
开展了很多工作，以支持电信级的
可运营、可管理；配合集团打造了
5G 网 管 ，可 以 进 行 网 络 级 的 管
理。此外，针对电信级要求，我们
采用实时内核等技术对云做深度
优化，降低转发时延，引入 SRV 等
技术提高网络的转发性能。”

中国移动的网络系统非常复
杂，多数据中心、多厂家异构平台
的现状推动了中国移动大云5.0必
须对各式各样的设备统一管理，进
行互操作的对接。目前，中国移动
与主流的 SDN、虚拟化计算、存储
厂家进行了对接，在平台能力层与

各种中间件实现了对劲接，在安全
层也与主流厂家有合作。

孙少陵说：“中国移动大云开
发十几年来，我们坚持自主研发、
掌握核心能力”。大云 5.0 系统基
于开源，但是进行深度定制，已经
提交了 258 项专利，拥有了 96 项
软件著作权。在整个云计算最主
要的系统上，包括操作系统、数据
库和服务器这方面，都做到了自
主可控。

在行业解决方案中，基于大云
5.0打造的移动云包含了公有云、私
有云、混合云各种解决方案。移动
云的全国布局是 5+31+X，加上省
级节点数一共超过了 1 万节点，收
入增长迅速，目前为25万客户提供
公有云服务。在私有云上，中国移
动的经验主要来自对其自身和工
商银行的私有云建设和运营。

云即是网，网即是云
云未来不仅仅是一个新

型的基础设施，它更是一个
重要的战略入口。

大云5.0走向软硬结合

千帆计划打造新生态

联通5G体验厅开放

40城尝鲜

大云5.0一定要满足边缘
所需要的轻量的计算能力和
存储能力。

大云聚焦于助力中国移
动的网络转型、IT 重构和产
业升级三个方面。

福州福州55GG体验厅体验厅，，市民对市民对55GG终端展现极大热情终端展现极大热情

南京南京、、苏州等地体验厅推出的苏州等地体验厅推出的ARAR奇幻博物馆奇幻博物馆““照照乐照照乐””设备设备，，大小大小
朋友们玩兴十足朋友们玩兴十足

上海营业厅上海营业厅55GG体验区体验区，，VRVR体验无卡顿游戏体验无卡顿游戏

甘肃等多地营业厅的机械臂猜拳甘肃等多地营业厅的机械臂猜拳，，赚足眼球赚足眼球

本报讯 日前，中兴通讯与江
苏金智科技达成5G战略合作，双方
计划就5G助力智能电网建设进行
深度合作。

金智科技是国内知名高科技企
业，服务于全国500多家电力企业，
在智能电网等行业内科技领先。然
而在其服务的智能电网领域，长久
以来缺乏一种低成本、安全可靠的
通信手段来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通
信问题。5G技术具备超过4G网络
10 倍速率、毫秒级时延、海量连接
的特性，可为智能电网运检等业务

高清视频回传提供网络带宽保障，
为配电自动化、差动保护等业务提
供毫秒级的网络时延、为数以亿计
的电力终端设备提供网络连接能
力，同时基于5G网络切片等技术，
为智能电网业务运行提供定制化的
准专网服务。

中兴通讯与金智科技开展战略
合作，联合创新，在泛在电力物联网
AI及边缘计算、IT基础软硬件等方
面展开深入合作，共同探索5G在智
能电网中的应用，推进试点示范项
目建设，促进双方业务快速发展。

本报讯 近日，2019年5G全
球峰会在伦敦举行。华为5G智简
核心网解决方案在本次峰会上荣
获“最佳5G核心网技术”奖。

5G 将深刻地改变各行各业，
推动新的行业应用和商业模式
出现。

华为 5G 智简核心网以原生
云、联接+和边缘计算技术为基
础，支持软件三层解耦、无状态设
计、跨DC部署、微服务、灰度升级
等全云化关键技术，是支持 2G/
3G/4G/5G NSA/5G SA深度全融

合 的 核 心 网 ，提 供 Single Voice
Core 极简话音解决方案，并基于
转控分离的分布式架构，支持一站
式用户面即插即用，按需调度异构
边缘计算，快速集成第三方应用，
构建开放的边缘生态，提供差异化
服务，使能千行百业。

截至2019年6月，华为已在全
球获得46个5G商用合同，并在智
能电网、VR/AR、车联网、远程医
疗、智能制造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
基于网络切片和MEC的跨行业合
作，极大地促进了5G生态繁荣。

华为获最佳5G核心网技术奖 中兴通讯与金智科技共推5G智能电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