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WC上海 专题8 2019年7月5日
编辑：刘晶 电话：010-88558806 E-mail：liuj@cena.com.cn

社长：卢山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66号赛迪大厦18层 邮编：100048 每周二、五出版 周二8版 周五8版 零售4.50元 全年定价420元（包含手机客户端） 广告部：010-88558848/8808 发行部：010-88558777 京昌工商广登字第20170004号 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

6月6日，工信部正式向四家运
营企业颁发5G商用牌照。作为牌
照发布后的首个全球性行业盛会，
5G毫无悬念地成为了今年世界移
动大会上海（MWC上海）的最核心
主题。高通中国区董事长孟樸在大
会的主题演讲中表示：“5G为我们
开启的是一个继工业时代和信息时
代之后的全新时代，我们称之为‘发
明时代’。这个全新的时代将推动
前所未有的创新，从而变革各行各
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带来令人
惊喜的各种智能终端、服务和用户
体验。”

5G真实应用刷新体验

自6月初四家运营企业获得中
国 5G 商用牌照，5G 产业链上下游
秣马厉兵，为5G的大规模商用部署
做好准备。本次MWC上海则是体
验5G商用能力最好的地方，今年会
场首次实现5G网络全覆盖，参展企
业展示了大量基于5G现网的产品、
应用和服务，特别是那些有终端、能
体验的展台前，往往队伍排成长龙。

其中，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以及
高通都对云游戏做了展示，因为云
游戏能够充分体现5G特点。以高
通为例，高通基于中国电信的5G现
网覆盖和中兴的5G商用系统设备，
利用腾讯即玩提供的云游戏解决方
案，在一加、vivo、小米和中兴的5G
手机上向现场观众演示了5G现网
环境下的先进5G云游戏体验。

据了解，云游戏旨在利用云端
的强大运算性能完成游戏所需的大
部分处理和渲染任务，同时通过5G
高速网络将用户操作上传云端并将
游戏流画面回传终端，因此用户可
以在5G手机上随时享受高配置需
求的大型游戏，无需等待游戏下载
和安装，实现“即开即玩”的畅快体
验。腾讯即玩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云游戏是未来娱乐行业的关键趋势
之一，而5G的到来则有望掀起云游
戏产业的新一场变革。5G高速率、
低时延、低抖动的网络特性可为云
游戏提供理想的连接架构，支持更
高的游戏画质和更流畅的交互体
验，并有效降低单位用户服务成本。

除云游戏之外，高通还演示了
高清视频在线播放、网页高速浏览、
手机与云端实时数据共享等丰富的
5G终端用例和体验。据孟樸在演讲
中透露，高通在过去几年进行了大
量 5G 网络的仿真实验，以了解 5G
的性能和潜力。结果显示，不管是网
页浏览、社交媒体还是流媒体播放，
5G都能显著地增强消费者的应用
体验。此外，5G还有望带来众多崭
新的消费体验，如具有强互动性及
社交属性的购物体验、移动多人在
线游戏体验、协作式创作体验等。

以强大5G终端支持商用

与以往4G/3G/2G相比，5G正
以更快的速度商用落地，更重要的
是5G终端也同步商用。在上述云
游戏、高清视频在线播放、网页高速
浏览等现场演示中，都采用了搭载
骁龙 855 移动平台、骁龙 X50 5G
调制解调器、集成式射频收发器及
高通射频前端解决方案的商用5G
智能手机。事实上，高通的5G解决
方案已经成为了今年大多数5G终
端的标配，截至目前全球有超过75
款基于高通5G解决方案的终端已
经发布或正在设计当中。

在今年的 MWC 上海期间，中
国移动进行了首批5G终端万台交
付仪式，包含两大类 11 款产品：
CPE 及手机。中国移动也在此期
间推出了自主手机品牌的首款5G
手机先行者X1，同样搭载骁龙855
及骁龙 X50 的组合，预计将于 8 月
面市。除了5G手机，中国移动还在
展台上展示了自主品牌首款 5G
CPE 先行者 1 号，也是骁龙 855+
X50 的组合。今年 4 月，中国联通
携手高通和中国多家OEM厂商共
同开启 5G 部署，努比亚、一加、

OPPO、vivo、小米和中兴的终端均
支持中国联通的5G部署。在产业
链合作伙伴的共同努力下，5G终端
已经准备就绪，可为今年全国50个
城市推出5G服务提供支持。

随着全球第一批5G移动终端
陆续上市，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消
费者已经可以率先享受5G体验。一
个小插曲是在MWC上海期间召开
的全球 GTI 峰会上，中国移动称，

“明年5G手机必须具备SA模式，从
明年1月1日开始NSA手机就不可
以入网了”。有人误读为今年买的
NSA模式手机明年就不能接入5G
网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这里所说
的“入网”是指厂家新产品的入网许
可证，并不影响此前已购机用户的
5G 使用体验。从消费者层面看，
NSA和SA对智能手机用户而言体
验基本一致，并没有明显差异。

同时，行业第二批5G终端部署
也已经蓄势待发，将推动5G在不同
地区和产品层级的进一步广泛普
及。今年 2 月，高通已经推出第二
代5G产品骁龙X55 5G调制解调
器和第二代射频前端解决方案，并
发布了业界首款5G集成式移动平
台。目前，高通正基于这些解决方
案，支持第二波 5G 终端于 2019 年
年底至 2020 年年初上市，推动 5G
更广泛的应用。随着5G向固定无
线接入、工业物联网等更多领域拓
展，高通也在携手合作伙伴，推动
5G技术驱动更多领域的创新，如汽
车、移动PC、物联网、XR等。

“5G将为中国和全球的移动生
态系统提供巨大的机遇，为不同企
业驱动创新提供坚实的基础。”孟樸
表示，“这正是新一代技术令人振奋
的原因所在，因为它蕴藏着无限可
能。5G时代的机遇不可限量，今天
我们看到的只是开始。”

55GG以非凡体验和成熟终端以非凡体验和成熟终端““游说游说””用户用户

本报记者 钟慧

5G+超高清体验爆棚

产业生态尚存短板
本报记者 刘晶

在刚刚闭幕的世界移动大会上海展中，各种5G业务和应用备受青睐，因为现场实现了5G覆盖，大家能够体验到
和5G商用网基本无差别的创新业务。其中，基于5G的超高清业务被业界认为会是最先“火”起来的5G应用，而在展
会中，5G+超高清也确实担当起这一角色。

全国首个8K影院

亮相MWC上海

6月26日，国内首个8K影院震撼亮相
MWC19上海全球5G沉浸式体验馆。中国
移动咪咕开创性的将 8K 超高清技术应用
到影视领域，打造了科技感十足的 8K 咪
咕影院。

8K咪咕影院是国内首个8K超高清沉浸
式影院，在本次MWC上海首发亮相就掀起
了一阵热潮。展会期间每天带来20场8K电
影，场场爆满。首发影片是由中国移动咪咕
公司打造的影片《舞之梦》。

《舞之梦》讲述的是盛唐书法家“草圣”
张旭为舞蹈家公孙大娘剑舞感染后成就了
绝世狂草的故事，双方更因此展开一段婉转
旖旎的爱情。影片中女主舞剑时的发丝飘
动和男主书法落笔的笔锋细节借助 8K 画
质、每帧达到3300万像素的图像，看得清清
楚楚。为了更好地呈现超高清 8K 影片《舞
之梦》，中国移动咪咕公司采用了国内第一
块 针 对 8K 分 辨 率 投 影 和 26 声 道 Dolby
Atoms三维声系统的透声幕，技术与硬件双
管齐下，全方位立体化完成了 8K 咪咕影院
首秀。

随着5G商用牌照的正式发放，5G将在
各领域得到更广阔的实践应用，而超高清将
是 5G 最先爆发的领域。可以想象，随着
5G+8K超高清电影内容走进全国影院，将带
动电影内容的拍摄、制作、剪辑、传输与播映
全链条升级。依托中国移动先发5G优势和
咪咕行业领先的超高清技术，中国移动咪咕
将进一步推动超高清领域的产业链发展，进
一步革新影迷巨幕体验，开启下一代沉浸式
观影体验。

除了5G+8K影院，现场的5G超高清赛
场、5G 虚拟现实，用 5G+4K+VR 直击千里
之外大熊猫滚滚卖萌啃竹子都真实地展现
在用户面前。5G超高清视频、5G超高清视
频彩铃、超高清5G快游戏等三大5G+超高
清创新应用也在现场亮相，为体验者们带来
了更多场景下的超高清应用想象空间。

5G超清

还需要内容支持

尽管中国5G建设能力已经走在全球前
列，5G+的落地仍存在症结，特别是在5G率
先应用的超高清领域尤为突出。在 MWC
期间，由中国移动咪咕携手上海金桥（集团）
公司、全球虚拟·现实大会组委会共同举办

的全球5G超高清产业峰会上，来自华为、索
尼中国、卡梅隆佩斯集团、百事通、体奥动
力、中国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5G多媒体创
新联盟等全球超高清行业的大佬们，纷纷就
行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进行了探讨。

超高清视频能力供给不足，采集制作等
关键技术仍存在短板，消费级终端还未在用
户层面普及，咪咕视讯CEO王斌指出，以上
三大行业痛点导致超了高清产业链不成熟。

华为技术产业发展副总裁燕兴也指出，
“目前在全球有80家运营商部署超高清视频
业务，海外有200个超高清视频频道，中国却
仅有2个。”他表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5G+
超高清产业现存的痛点，未尝不是一个重大
的机遇，而其中最重大的机遇就是超高清内
容制作。

中国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秘书长温晓
君也表示，目前在消费端商用模式和价值链
闭环没有真正形成，上游、内容制作、电视
台、消费者之间的商业模式没有完全贯通，
大家不太清楚市场最终的爆发点在哪里。
据温晓君介绍，超高清内容发展到2018年形
成了每天6小时、全年2000小时内容的生产
能力。按照计划 2022 年将形成每年 3 万小
时生产能力。目前我国在超高清终端发展
比较快，2018年超高清电视市场占比达到了
67%，远高于全球45%的平均水平。

温晓君认为产业首要目标是把以4K为
首的超高清产业市场迅速做大。希望通过
产业联盟，一方面教育消费者，一方面开辟
一些与5G、AI相结合的行业应用场景，从行
业端真正进行突破。在这一点上，超高清视
频技术和5G发展相似，从消费端爆发，在行
业市场获利。

百视通网络电视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副总裁曹雅莉表示，目前国际上总共有70
多个超高清视频频道，4K 超高清频道当中
占最大比例的是体育赛事，技术带来体验升
级，而用户更多希望看到超高清带来内容的
新看点。因此，百视通也在研发、制作除了
体育之外的超高清内容，包括电影、电视剧、
技术等品类产品。

中国移动

投入30亿元

面临5G+超高清行业现存痛点，以及愈
发激烈的全球5G竞争，中国企业想要抢跑
5G+时代，不止要快，更要促进产业全面发
展、均衡发展，携手共建一个良好的生态。

6月25日，在中国移动5G+计划的发布
会上，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表示，将投入30
亿元实施“5G+超高清赋能数字内容产业创

新发展”计划，这个计划将通过旗下咪咕公
司实施。作为中国移动旗下全场景沉浸平
台，咪咕公司成立近5年以来，布局深耕了视
频、音乐、阅读、动漫、游戏等内容领域，并于
2018年世界杯期间正式进军体育内容产业，
目前已实现全年350场真4K体育赛事和演
艺直播，超高清内容储备居行业第一。

中国移动副总裁简勤说，5G 与超高清
相结合，将会有很多新业务场景诞生，中国
移动可以为视频创新业务提供强大的数据
分发、智能计算和沉浸式服务。中国移动一
直十分重视超高清发展，覆盖内容生产、传
输、传播、消费等数字内容全产业链环节，积
极推动5G条件下的媒体技术应用和商业模
式创新，目前已经汇聚 44 家产业伙伴，向
ITU提交了2个标准并获立项，开展近20项
研究合作，形成多项攻坚成果。

为了进一步夯实超高清内容制作池，
MWC19上海期间，咪咕还与华录集团、芒果
超媒、万达电影、世界滑联、皇家西班牙人俱
乐部、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等多方合作伙伴
达成签约，深入布局泛体娱 IP 内容，扩大
5G+超高清生态圈。此外，咪咕公司还与金
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金桥集团一起启
动了5G+超高清视频产业示范基地，共同建
设超高清内容基地和成立国家级超高清联
合实验室等。

本报讯 6 月 27 日，北京积水
潭医院田伟院长在机器人远程手术
中心，通过远程系统控制平台与嘉
兴市第二医院和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同时连接，成功完成了全球首例骨
科手术机器人多中心 5G 远程手
术。此次手术借助中国电信5G网
络和华为通信技术成功实施，标志
着我国5G远程医疗与人工智能应
用达到了新高度。

上午 9：05，远程手术正式开
始。嘉兴病人为腰椎骨折，烟台山
医院患者是胸椎椎体爆裂骨折，传
统手术无法进行精确操作。根据嘉
兴和烟台两位患者的病情，田院长

同时远程交替操控两台异地机器人
进行了手术三维定位，共打入了12
颗螺钉，定位准确无误。在此过程
中，嘉兴和烟台两台机器人自动手
术，流畅自如，切换简便易行，充分
体现了专家和天玑机器人以及5G
技术的无缝结合，实现了火眼金睛、
缩地成寸的人类理想。10：45，联合
手术圆满成功。

此次最重要的突破，是全球范
围内首次开展多中心的远程实时骨
科机器人手术，创新性地将骨科手
术、AI人工智能和5G技术相结合，
同时开展“一对多实时手术”模式，
对我国分级诊疗制度落地及智慧医

疗建设具有标志性意义。
手术过程中信号传输流畅，没

有因为上千公里的距离，出现信号
卡顿、处理不及时、反馈迟钝等问
题，5G网络高速率、大连接、低时延
的典型特征在远程手术领域得以充
分展现。

田伟表示，此次手术成功标志
着智能机器人远程手术技术正式进
入临床实际应用，对提升医疗服务
质量、医疗技术均质化都有重要意
义。此次手术是通过5G通信技术，
从“遥规划”到进行“遥操作”，真正
实现了远程操控骨科手术机器人实
时手术。

本报讯 在 MWC19 上海期
间，5G确定性网络峰会成功举行。
在此次峰会上，华为联合30多家产
业伙伴成立了5G确定性网络产业
联盟及产业创新基地，持续推动产
业共识和生态建设，加速5G发展。

5G 行业应用的发展关键是提
供“差异化+确定性”网络服务能
力，华为首次提出5G确定性网络的
理念，以原生云超分布式架构为基
础，通过超性能异构MEC和动态智
能网络切片等关键技术，用一朵云
满足行业“差异化的网络需求和确

定性的 SLA”，保障极致用户体验，
促进行业应用创新，使能千行百业。

华为云核心网产品线总裁石冀
琳表示，5G为行业数字化打开新空
间，带来更多契机。5G确定性网络
将为行业应用提供一个可靠、可预
期的网络环境，满足行业差异化+
确定性的网络需求。5G确定性网
络产业联盟旨在联合产业伙伴，推
动产业上下游开放协作，孵化行业
应用最佳实践，促进产业的健康与
可持续发展。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

等运营商代表以及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国网江苏电力、碧桂园集团、广
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海尔等行业伙
伴也各自分享了5G在行业中的应
用与实践，展现出5G在行业应用中
的广阔前景和蓬勃生机。

据介绍，联盟的成立将为5G发
展掀开新的篇章，加快5G的商用部
署和行业应用。联盟成员将依托产
业创新基地共同孵化5G行业创新
解决方案，充分发挥5G的差异化+
确定性网络能力，催生更多的行业
应用。

本报讯 MWC 上海展期间，
中兴通讯携手中国电信在上海浦
东精心打造了 5G 商用网体验区，
给用户带来移动状态下 8K VR
全景直播、16路高清视频直播、5G
商用手机视频通话、5G 高速率性
能体验。

本次演示在中兴通讯与中国电
信联合打造的浦东5G商业体验区
进行，双方专门“开通”了一条全程
约5公里的5G精品路线并配置5G

业务体验车，路线区域内5G网络连
续覆盖。当5G体验车在这条线路
上行驶时，坐在车上的用户能体验
到 8K VR 全景直播、16 路高清视
频直播、5G商用手机视频通话等演
示，同时大屏幕上看到，5G实时速
率不时跳动刷新，峰值速率可达到
1Gbps 以上。值得一提的是，5G+
8K VR全景直播将8K与VR相融
合，将8K VR 360°摄像头采集的
画面数据，在移动状态下通过5G网

络实时回传，用户佩戴 VR 眼镜观
看，画面清晰流畅、无卡顿，达到身
临其境之感，尤其是能水平 360°
及垂直 360°任意旋转的体验，带
来全新震撼体验。8K 直播及 8K
VR体验对网络的要求速率是至少
100Mbps以上，5G网络的大带宽才
能满足此需求，尤其是8K及以上超
高清内容的传输问题，5G网络成为
需要百兆体验速率应用的最佳网络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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