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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计划提早近一年，中国跨越预商
用阶段，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

这是 2019 年值得记录的一刻，相
比其他国家抢位发牌，中国 5G 发牌的
意义更为特殊：以中国的市场规模和用
户数量，5G商用具有标志性意义。

在经历了 1G 空白、2G 落后、3G 追
赶、4G同步的阶段后，我国终于跻身5G
技术的第一梯队。而与此同时，我们也
将面临更多挑战。

从1G到5G
中国通信的追赶历程

此前，我国 5G 商用计划时间表为：
2018 年重点城市试点，2019 年预商
用，2020年发放商用牌照，正式商用。

“提前近一年发牌，并非仓促上马，
大前提是：在技术上中国已经准备好
了。”东南大学国家移动通信实验室潘
志文教授说。工业和信息化部也表示，
当前全球 5G 正在进入商用部署的关键
期，我国 5G 产业已建立竞争优势，也已
经具备商用基础。

美国有关 5G 生态系统报告称：中
国、韩国、美国和日本在该领域处于“第
一梯队”；英国、德国和法国被视为“第
二梯队”；新加坡、俄罗斯和加拿大则构
成“第三梯队”。

但是，在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中
国的通信事业都落于人后。“1G 时代，
我们的设备大部分是引进的，在这方面
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潘志文介绍。到
了 2G，依然由欧美占据主导地位，但是
中国已出现了“巨大中华”（巨龙、大唐、
中兴、华为）等企业，在设备上做到了部
分国产化，并积累了一定技术经验。3G
时代，我国意识到标准化和知识产权的
重要性，经过多年投入研发，2000年我
国提交的TD-SCDMA成为3G三大国际
标准之一（另两大标准是美国的 CD-
MA2000和欧洲的W-CDMA）。

早期 2G、3G 的研发为我国移动通
信行业积累了经验、提升了技术水平、
培养了大批人才。因此，在4G时代，我
国得以改变被动局面，开始有能力参与
国际竞争，我国主导的 TD-LTE 成为国
际标准，并建成了全球最大的4G网络。

“只有掌握了通信业的标准，在标

准化和知识产权上作出贡献，才能有国
际话语权。”潘志文说，在 5G 早期研究
时，我国就积极介入标准化的制定，并
利用中国的市场能力，逐步实现对外输
出标准、技术、产业链和市场。现在，我
国 5G 技术无论是在知识产权、标准提
案还是标准立项数目上，作出的贡献均
位列世界首位。在经历了 1G 空白、2G
落后、3G 追赶、4G 同步的阶段后，我国
终于跻身5G技术的第一梯队。

群雄逐鹿
全球5G商用竞赛

2019 年是 5G 产业全面加速、全球
竞赛发展的关键时期。在中国正式发
放 5G 牌照之前，韩国、美国、瑞士、英国
已正式宣布实现5G商用。

4月3日，韩国抢先宣布为5G用户
办理入网手续，成为第一个 5G 商用国
家，而按照韩国的计划，预计2020年下
半年实现5G全覆盖。4月6日，美国运
营商Verizon推出首个商用5G网络，正
式将美国带入 5G 时间。5 月 7 日，瑞士
电信正式提供 5G 商用服务，成为欧洲
第一个商用 5G 的国家。5 月 31 日，英
国电信公司旗下的 EE 公司宣布，在英
国六座城市正式启动 5G 服务，至此英
国也正式进入了5G时代。

“有些国家虽然商用早，但在应用
中出现了网络覆盖度不够广、网络不稳
定等问题。”潘志文说，相比之下，我国
的5G建设选择了较为稳妥的策略。

5G 商用群雄逐鹿中，我国的优势
在哪？

5G 建设的核心能力主要在标准专
利、网络覆盖和终端设备三个方面。

我国在 5G 标准制定上，已经拥有
了重要的话语权，我国提交的 5G 国际
标准文稿占全球32%，牵头标准化项目
占45%。截至2019年5月，在全球20
多家企业的 5G 标准必要专利声明中，
我国企业占比超过30%，位居首位。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
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龚达宁说，在技术标
准方面，我国倡导的 5G 概念、应用场景
和技术指标已纳入国际电信联盟（ITU）
的 5G 定义，我国企业提出的灵活系统
设计、极化码、大规模天线和新型网络
架构等关键技术已成为国际标准的重
点内容。

除了专利标准，我国在 5G 频谱方
面也具有优势。据本刊科学顾问、中国
工程院院士刘韵洁介绍，中国在 3GHz
和 4GHz 频段的频谱使用上，处在全球
引领水平；与 5G 频谱划分的情况相适
应，中国6GHz以下频段的5G系统和终
端设备都处在全球领先水平。

网络建设规模对于 5G 的商用至关
重要。我国三大运营商早已在各大城
市建设 5G 基站，开展 5G 外场测试。4
月 23 日，中国联通宣布其 5G 网络要在
7个城市城区实现连续覆盖，在33个城
市实现热点区域覆盖，在 N 个城市定制
5G网中专网，形成“7+33+N”的最新部
署。4月26日，中国电信表示已建成跨
省跨域规模试验网，并在 17 个城市开
展5G创新示范试点。5月，中国移动宣
布全面启动 5G 规模试验网建设，在 5
个城市开展网络规模试验，在 12 个城
市进行 5G 业务示范试验网建设，围绕
31个应用场景开展5G应用示范。

5G 商用同样离不开终端设备的发
展。目前华为、OPPO、ViVo、小米、中
兴、联想等都推出了 5G 手机。快速打
通产业链也正成为各方共同目标，三大
运营商在加快与地方合作布局 5G 网络
的同时，也在 5G+医疗、5G+交通、5G+
智慧城市等多方面发力。在产业界各
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国 5G 技术和产品
日趋成熟，已建立竞争优势。

行业探索
5G的生命在于应用

据 中 国 信 息 通 信 研 究 院 发 布 的
《5G 经济社会影响白皮书》预测，至
2030 年，5G 带动的直接总产出将达

3.6 万亿元，经济增加值 2.9 万亿元，就
业机会将增加 800 万个。高通的一份

《5G 经济》报告也预测，到 2035 年，5G
将在全球创造12.3万亿美元经济产出，
创造2200万个工作岗位。

面对 5G 蓝海，进入第一梯队的中
国，也将面临更多挑战。

首先，5G 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发
放牌照只是允许运营商进行规模化网
络建设，后期还需要进行网络优化、终
端产品的互操作等，这些都将在第一时
间得到消费者及市场的验证，需要一定
的磨合期。任正非也曾说过，5G 的发
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更大的挑战则是培育新的行业应
用。过去的四代移动通信技术（1G、
2G、3G、4G）全部是服务于“人与人”之
间的通信需求，5G 则主要是服务“物与
物”和“人与物”之间的通信需求。“4G
商用后提供了良好的网络支撑，产生了
微信、移动支付等层出不穷的新应用。
同时，这些新应用又给 4G 的发展提供
了动力，因此 4G 网络得以良性发展。”
潘志文说，目前 5G 技术已经成熟，但还
需要杀手级应用来支撑，5G 需要和实
体经济共同寻找最适合的应用场景、物
联网终端产品等，方能实现从移动互联
到移动物联。

5G 发展总体分为三个阶段。一是
标准制定、技术研发和产品研制；二是
频谱分配、网络建设和政策完善；三是
应用推广，构建融合应用产业生态。商
用牌照的发放，意味着对于 5G 应用的
探索进一步加速。

“5G 技术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一
项移动通信技术的演进，我国 5G 进入
商用，将充分释放三大功能：基础支撑、
创新驱动、融合引领。”南京邮电大学信
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王春
晖教授说，这三大功能将大力推动 5G
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构建基
于 5G 的全生态产业链，促进 5G 技术研
发和产业化，促进系统、电子元器件、芯
片、终端等产业链进一步成熟和升级。

今日活跃的互联网巨头，大都得益
于 4G 时代的红利。5G 正式发牌，只是
5G 商用进程迈出的第一步，5G 时代的
产业格局将如何重塑，我们将拭目以待。

本报记者 蔡姝雯
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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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技术优势正转化为应用优势中国技术优势正转化为应用优势

5G 商用牌照发放当天，三大运
营商也陆续放声透露关于 5G 落地
的进程。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
联通今年将分别在至少 40 个城市
覆盖网络，并在部分城市推出 5G 服
务。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选择的 40
城一致，中国电信尚未披露 40 城市
完整名单，但鹰潭、琼海是电信独有
的首批 5G 城市。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首批 5G 城
市名单如下：

直辖市有4个：北京、天津、上海、
重庆；

省会城市 27 个：合肥、福州、兰
州、广州、南宁、贵阳、海口、石家庄、郑
州、哈尔滨、武汉、长沙、长春、南京、南
昌、沈阳、呼和浩特、银川、西宁、济南、
太原、西安、成都、拉萨、乌鲁木齐、昆
明、杭州；

计划单列市有 5 个：大连、青岛、
宁波、厦门、深圳；

其他城市有 4 个：雄安、张家口、
苏州、温州。

中国移动：9月底前推5G服务

中国移动表示，获得5G业务经营
许可后，将加快 5G 网络部署，打造全
球规模最大的5G精品网络，大力推进

“5G+”计划，今年 9 月底前在超过 40
个城市提供 5G 服务，客户“不换卡”

“不换号”就可开通5G服务，后续将持
续扩大服务范围，让广大客户方便、快
捷地使用 5G 业务，享受 5G 新技术带
来的福利。

在终端方面，启动“中国移动 5G
终端先行者计划”，联合产业推出十余
款5G手机和数据终端，预计年内将超
过30款，并逐步推动终端价格下降。

此前，中国移动积极参与5G标准
制定，成为 5G 标准制定的重要力量。
中国移动牵头完成《5G 愿景与需求》
白皮书编制，提出的 8 大 5G 关键性能
和效率指标被 ITU 采纳、成为全球共
识，是我国首次牵头制定新一代移动
通信技术应用需求。在 ITU、3GPP 中
牵头32个关键标准项目，在全球电信
运营企业中排名首位。累计提交标准
提案 2700 余篇，在全球电信运营企
业中网络领域提案数排名第一、无线
领域提案数排名第二、申请5G专利超
1000项。

中国联通：5G商用准备充分

中国联通前期为5G商用做了充分
的准备工作，在40个城市建设5G试
验网络，并推出5G先锋友好体验计划。

中国联通称，牌照发放后，将视网
络建设和终端供货情况继续扩大友好
体验用户的范围和数量。目前，已在
40 个城市推出了 5G 演示体验厅，开
展“走进联通 5G 在身边”为主题的
5G体验活动。

在终端方面，截至目前，5G 先锋
计划关注客户数量已超 2400 万，华
为、中兴、OPPO、vivo、小米、努比亚等
10 余家国内知名厂商已向中国联通
交付了首批 20 多款友好体验终端。
联通表示，会积极与产业链合作伙伴
合作，推动终端品类的丰富和产品成
熟，推动终端量产和价格的进一步降
低，满足用户对5G终端的需求。

在资费方面，面对消费者市场，
5G 收费模式与 4G 产品既有承接又
有创新，流量是其中要考虑的重要因
素之一，也会根据 5G 业务的技术特
点研究新的计费模式。在政企客户
市场，5G 服务结合网络的建设将更
个性化和场景化，预计会根据客户需
求，一客一策，推出基于场景的多元
化收费模式。

中国电信：适时推出5G套餐

中国电信已在北京、上海、重庆、
广州、雄安、深圳、杭州、苏州、武汉、成
都、福州、兰州、琼海、南京、海口、鹰
潭、宁波 17 个城市进行 5G 规模测试
和应用示范。在此基础上，将迅速扩
大到 40 城市，并且不断优化网络覆
盖，积极培育行业创新应用，不断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在资费方面，中国电信将视网络
建设、产业链成熟度等情况，适时推
出具备 5G 特征，满足用户高流量、
多层次需求的资费套餐，为用户提
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 5G
信息服务。

综 合

三大运营商披露

首批5G城市名单

相关数据统计，在 ETSI（欧

洲电信标准化协会）网站上进行

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的企业中，

华为、中兴、大唐三家中国企业

的专利声明量占总声明量的30%

以上，5G 商用牌照发放当天，三

家企业均发文表示全力支持运

营商建好中国5G。

交汇点客户端

科技周刊
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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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

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我国正式迈入5G商用元

年。本期科技周刊推出“商用元年 中国出发”5G特刊。

编者按

华为：
迎接5G商用，做好充分准备

华为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
称，华为公司自 2009 年起着手 5G 研
究，已累计投入 20 亿美元用于 5G 技术
与产品研发，当前已具备从芯片、产品
到系统组网全面领先的5G能力。

截至目前，华为 5G 标准提案及通
过数高居全球首位，向ETSI 声明5G基
本专利持续排名业界第一，其主导的极
化码、上下行解耦、大规模天线和新型

网络架构等关键技术已成为 5G 国际标
准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华为已实现全系列业界领先
自研芯片的规模商用，包括全球首款5G
基站芯片组天罡、5G终端基带芯片巴龙
以及终端处理器芯片麒麟980。

在全球 5G 的商用步伐上，华为公
司也已位居前列。早在 2018 年 2 月世
界移动通信大会期间，华为就已完成全
球首个 5G 通话，并推出了全球首个 5G
终端。当前，华为已在全球 30 个国家
获得了 46 个 5G 商用合同，5G 基站发
货量超过10万个，居全球首位。

在工信部 IMT-2020（5G）预商用
系统组网验证中，华为率先完成 5G 独
立组网（SA）与非独立组网（NSA）的全
部测试项目，覆盖了 5G 商用的所有主
流频段。同时，华为提出的单一无线接
入网、4G/5G 共站同覆盖、智能电源等
技术，将有力降低5G建设与运营成本。

从去年 4 月份开始，华为已经在中
国40多个城市与中国三大运营商开展
了5G规模商用试验，包括城区、室内、高
速公路、地铁等多场景实测，均已达到商
用标准。

中兴通讯：
助力垂直行业数字化转型

中兴通讯在其官方网站发文表示：
中兴通讯将 5G 作为公司发展核心战
略，多年持续投入，不断创新，在无线、
核心网、承载、芯片、终端和行业应用等
方面已做好全面商用准备。中兴通讯
将积极参与中国 5G 网络的商用部署和
建设，与行业合作伙伴紧密合作，积极
推动 5G 业务应用和实践，助力垂直行
业数字化转型。

据了解，中兴通讯 5G 专利申请超
过 3500 件，向 ETSI（欧洲电信标准化
协会）披露首批 3GPP 5G SEP（标准
必要专利）超过 1200 族，在 5G 技术
标 准 制 定 的 重 要 国 际 标 准 组 织
3GPP 中担任多个技术标准报告人。
目前已和全球超过 40 家运营商开展
5G 合作，稳居 5G 第一阵营。2019 年
2 月，中兴通讯发布了中兴天机 Axon
10 Pro 5G 版，目前该款手机已加入
国内运营商首批 5G 手机友好用户体
验计划。

大唐移动：
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大唐移动也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
发声：大唐移动面向 5G 商用，已做好了
全面准备。

在产品层面，大唐移动拥有序列齐
全、功能完备、形态丰富的5G产品，可全
面支持 SA 和 NSA 两种组网方式，能够
满足运营商建网需求。在5G试点方面，
为匹配工信部和发改委的 5G 规模试验
和业务示范项目，大唐移动已在湖北、重
庆、兰州率先建成总量数百台的 5G 基
站，开展技术试验和业务测试。

与此同时，大唐移动全力布局与5G
结合点较强的行业领域：包括赛事/大型
活动、教学培训、景点导览、视频监控、网
联智能汽车、无线医疗等十个领域，探索
并形成各具特色的业务解决方案。

大唐移动表示，此次 5G 商用牌照
的正式发放，给了中国厂商更大的舞
台，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未来 5G 建
设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本报记者 蔡姝雯

5G牌照发放当天,华为、中兴、大唐齐发声:

全力支持运营商建好 5G

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