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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一年一度的巴塞罗那世界移动大会又到了，这场引发全球关

注的盛会，每年都在一年之始，传递出通信领域最新的发展动态，也成为影

响未来世界信息产业发展的重要风向标。

说到今年的热点话题，相信5G、视频、IoT、VR/AR、人工智能、全面云

化、数字化转型这些耳熟能详的关键词，依然热门。在日新月异、眼花缭乱

的新技术更迭中，我们非常理性地注意到，在当下全球经济低迷、政治经济

局势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大环境下，对于电信行业来说，如何抓住全球数字

化转型的发展机遇，实现自身持续盈利和增长才是永恒的话题。

首先，电信运营将进入视频为王的时代。视频正在取代话音和短信，

成为人们信息消费的主流方式，娱乐视频、通信视频和行业视频产业加速发

展。预计2020年时，85%的数据流量将来自视频。视频成为满足用户需求和

运营商商业成功的战略高地，将为ICT行业带来千亿美元的市场空间。

其次，行业数字化风起云涌。到2025年，100%的企业将联接云服务，

85%的企业应用将部署在云端。垂直行业的数字化将给运营商带来万亿级美

元的市场空间。面对这个海量增长的市场，电信运营商如何以云服务的方式

使能垂直行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开拓新蓝海市场？

在数字化时代，用户行为和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实现用户实时、按

需、全在线、服务自助和社交化的极致体验，需要一个新的敏捷数字化运营

模式。不同的运营商如何根据自身的战略目标、市场地位和能力准备，构建

适合自己的敏捷运营模式？

随着5G、视频、IoT等新技术的发展，未来网络和业务的复杂性呈现指

数级增长。为了提升业务弹性、健壮性、敏捷性，创新商业模式，降低运维

成本，网络全面云化成为必然。

最后，现有网络是运营商巨大且宝贵的资产，全球400多家运营商，构

筑了价值数十万亿的网络资产。在增收和提效的双重挑战下，如何对网络资

产精耕细作，实现其价值的最大化？

2017年世界移动大会，华为将以 “共建全联接世界，迈向新增长之路”

为主题，与业界共同探讨价值驱动的新增长之路。期待您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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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A：移动技术的美好未来05

GSMA致力于与成员组织及合作伙伴共同推动

5G的发展。GSMA总干事Mats Granryd分享了

对5G和物联网发展的看法，并指出移动技术

对达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5G

标准出来后，GSMA将与成员组织共同识别并

开发5G商用应用。

GTI：构建强大的TD-LTE生态系统09

通过五年的努力，TD-LTE全球发展倡议组织

（GTI）已经成功构建了端到端的全球TD-LTE生

态系统，实现了全球TD-LTE商用和TDD/FDD融

合，并启动了联合运营。GTI已经实现了第一

阶段的使命，面向未来及继续向5G推进，进一

步坚定了实施“GTI 2.0”的决心。

XL Axiata的3R数字化战略01

在评价急速变化的印尼通信市场时，XL Axiata 

CEO Dian Siswarini指出：“从语音和短信服务

向数据服务过渡的速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

预计。”XL Axiata需要制定战略来满足用户需

求，合理调整研发和营销活动的比重，提升

用户忠诚度，改变用户习惯。

VIP访谈WHAT’S 
INSIDE  



开启移动新未来17

胡厚崑：今天，苹果商店有200多万应用，

谷歌应用商店也有500多万应用。面向人、

面向物的移动应用无处不在。移动应用爆

炸式的增长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重塑商

业、重塑社会甚至是世界。我们将如何走

向未来？未来移动通信发展趋势如何？

连接驱动发展，拥抱万物互联时代11

中国移动总裁及CEO李跃：中国移动已经建

立了全球规模最大、用户最多的4G网络。

4G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而未来5G将改变整

个社会。展望未来，移动互联网发展引领数

字化服务的到来，中国移动将实施大连接战

略，力争2020年连接数量较2015年翻番。

明码云助精准医疗走进现实36

楼兰股份：车联网该选择什么样的云？41

MCT打破合伙人“三人不欢”魔咒45

大视野

使能运营商视频业务商业成功13

徐直军：当前运营商的商业机会点在视频

业务，成功的运营商都是把视频业务作为

战略，促进宽带业务发展，提升宽带用户

数及ARPU值，而不仅仅是把视频作为增值

业务。华为致力于从六个方面着手，成为

帮助运营商视频业务商业成功的使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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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提升、革新

XL Axiata的3R数字化战略

文/Gary Maidment

XL Axiata CEO Dian Siswarini在评价急速变化的印尼通信市场时指出：“从语音和短信服务

向数据服务过渡的速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计。”XL Axiata 98%的业务属于预付费业

务，鉴于这一特点，XL Axiata需要制定战略来满足用户需求，合理调整研发和营销活动的

比重，提升用户忠诚度，改变用户习惯。

数字化是唯一出路

数
据业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成为众所周知的全

球趋势，运营商必须敏捷应对。对于受传统业

务之累的大企业来说，数字化转型是一项艰巨

的任务。Siswarini解释说：“数字化转型不仅涉及商业模

式和产品的转型，也涉及员工心态的转变。转型要以合适

的组织架构，以及政策和战略为支撑，不是一蹴而就的。

所以，我们现在仍然在转型之路上蹒跚前行。”

为了顺利转型，XL Axiata指定了一个部门专门负责

数字化业务。目前，XL Axiata在B2B金融和广告业务方

面，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但是，Siswarini认为：“提高

核心业务的数字化程度和敏捷度才是最严峻的挑战。”

印尼独特的市场格局，给运营商数字化转型增添了

几分复杂性。例如，印尼2.5亿人口中，只有6000万人

拥有银行账户，预付费和小额充值服务非常普及。这给

运营商转型造成了巨大障碍，同时，也导致客户流失率

居高不下，客户忠诚度长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Siswarini说：“人们习惯每个月都换SIM卡，有些人

甚至一个月要换两、三次。他们就是愿意不停地换来换

去。”此外，她认为用户对数据业务日益激增的需求，

也助长了其“喜新厌旧”的心理。有了数据业务，用户

的语音通话就减少了，可以更加随心所欲地更换号码。

同时，印尼智能手机渗透率为40%，预计到2019

年将增至47.6%。随着智能手机渗透率的上升，用户的

数据业务需求将会越来越大。

以“3R战略”满足客户需求，重塑市场

自2013年，XL Axiata收购了沙特电信公司STC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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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不仅

涉及商业模式和产品的转

型，也涉及员工心态的转

变。转型要以合适的组织

架构，以及政策和战略为

支撑，提高核心业务的数

字化程度和敏捷度是最严

峻的挑战。

— XL Axiata CEO Dian Siswar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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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子公司Ax i s以后，其运营状况和用户数都得以优化和

提升。不过，印尼市场竞争仍然相当激烈，给用户提供

的选择太多，这进一步加剧了用户变幻无常的消费习

惯。Siswarini说：“XL Axiata收购Axis后，印尼市场还

有六家运营商提供数据服务。也就是说，运营商为消费

者提供的网络容量非常充裕。”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运营商最直接的反应是降

价。但是，降价所造成的恶劣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

Siswarini指出：“印尼数据服务定价水平在全球排名末

尾。”例如，XL Axiata 100MB数据流量仅售1600卢比

（0.12美元），是某友商价格的一半不到。

降价只是暂时的权宜之策，运营商仅靠打价格战并

非长久之计。Siswarini认为，“不能仅仅为用户提供网

络接入”，否则，就只能沦为“哑管道”。“虽然以

前我们一直以价格取胜，但是，如果缺乏好的成本结构

模型，就无法获得可持续发展。”为了提高竞争力，

XL Ax ia ta开始实施全新的“3R战略”，即revamp（改

造）、rise（提升）、reinvent（革新），为用户提供丰

富的内容。“3R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凭借以数据服

“3R战略”即Revamp、Rise、Reinvent，为用户提供丰富的内容，

主要目标是凭借以数据服务为核心的新商业模式，为XL Axiata持续盈利。

务为核心的新商业模式，为XL Axiata持续盈利。

S i swa r in i介绍说，XL Ax i a ta希望通过“改造”战

略，将“基于量的商业模式转变成基于价值的商业模

式，来降低客户流失率，并创造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商业

环境”。“提升”指的是在“细分市场阶梯”上向上攀

登。为此，XL Axiata需要制定连贯一致的商业模式，摒

弃标榜低价的价值主张，这是因为“如果将自己定位成

低价供应商，就不要指望获得高端用户”。此举旨在普

及网络接入，然后凭借XL Axiata的品牌地位，为客户提

供高价值服务。“革新”对应“3R战略”中的数字化

转型，意在通过中长期努力，将XL Axiata从电信运营商

转型成为强大的数字业务玩家。

短期内，XL Axiata希望通过“改造”和“提升”战

略，为客户提供定价灵活、优质划算的内容包。这也是

XL Axiata目前正在开展的工作。

Siswarini指出：“只有创新内容，才能展示我们可

以为客户提供的价值。”除了音乐应用，XL Axiata还为

用户提供VoD和直播服务，内容包括在印尼用户中广受

欢迎的韩剧和体育赛事直播。XL Axiata的定价策略不再

20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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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L Axiata的定价策略不再以赢得价格战为目标，而是更加

灵活，不仅仅聚焦服务或流量配额，从更广泛的领域提高客户忠诚度，

培养更多后付费客户。事实证明，该定价策略卓有成效。

以赢得价格战为目标。“现在，我们的定价策略更加灵

活，不仅仅聚焦服务或流量配额”，而是从更广泛的领

域提高客户忠诚度，培养更多后付费客户。事实证明，

该定价策略卓有成效。

截至2016年9月，XL Axiata在此前一年间，后付费

用户增长了18%，突破50万大关，达到XL Axiata 4500

万总用户的1%；A R P U值同期增长了8%。对于印尼这

样独特的市场来说，取得如此成就是非常可观的。X L 

Ax ia ta后付费业务的增长显示，印尼市场客户粘性有所

加强，这实属罕见。而A R P U值的提高也表明，客户愿

意为优质内容买单。

强大的网络功能作为支撑

“3R战略”的成功实施需要强大的网络功能作为支

撑。特别是，截至2016年9月，XL Axiata在前一年中的

总流量飙升了145%，从136,188TB增长到334,910TB。

为了应对这一趋势，XL Axiata在2016年投资了2.5亿美

元，专门用来发展LTE网络。

正如S i swa r in i所说：“只有LTE技术才能提供好的

数据体验。”事实证明，这笔投资是及时而且明智的。

“我们已经成为印尼最大的LTE网络供应商。随着LTE的

普及，ARPU值也在不断提高。”

与此同时，XL Axiata与华为合作的UMTS 900项目

也快速收回了ROI。S i swar in i说：“我们与华为合作，

一个月内部署了5000个U900站点，在华为海外市场

创造了新纪录。”U900网络使用3G低频频段，性能

良好，不仅作为4.5G网络的语音回落承载，更显著提

升了MBB覆盖与数据业务体验。S i swar in i指出，UMTS 

900项目的实施对客户产生了显著影响。“仅仅一个月

时间，数据流量的涨幅就超过了30%。U900比2.1G H z

的网络速度更快，客户体验更好。”

运营商单打独斗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Siswarini

指出，与深谙行业趋势、“在提供数据服务方面更具

知识和经验”的玩家长期合作，并共同转型，是非常有

必要的。Siswarini认为，华为就是这样一位值得合作的

伙伴，“华为了解数字化转型，并且从电信设备供应商

成功转型成为I T领导者”。她指出：“合作伙伴除了具

备合适的平台、网络和技术能力，还必须确保我们的网

络性能能满足客户需求。这就需要在日常运营中持续改

造、调整。因此，我们希望华为能帮助我们实现敏捷运

营。”

XL Axiata内部转型坚决，对外强强合作，持续推动

转型、网络升级和“3R战略”的实施，有朝一日将成

为领先的数字业务玩家，不再被动地响应客户需求，而

是主动塑造客户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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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转自Mobile World Live

GSMA：移动技术的美好未来
GSMA总干事Mats Granryd分享了对5G和物联网发展的看法，他指出，移动技术对达成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推动5G生态链成熟

您认为 GSMA 在推动新技术和 5G 发展时发挥的主

要作用是什么？

G
SMA致力于与成员组织及合作伙伴共同推动5G

的发展。作为移动行业代表组织，我们将在推

动5G生态系统的战略、商业和监管发展过程

中，发挥关键作用，包括明确漫游的定义、实现5G互联、

识别并分配合适的频段。等5G标准出来后，GSMA将与成

员组织共同识别并开发5G商用应用。

您认为 5G 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

毫无疑问，业界对5G充满了期待，因为5G对消费

者和行业而言都具有无限潜力。5G不仅比现有的移动

技术速度更快，而且具备很高的社会和经济价值。在

未来的极致互联社会中，移动技术将在人们的日常生

活中发挥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如今

运营商在进行网络技术创新时，已经涉及到5G技术，

例如NFV、SDN、HetNet、低功耗低吞吐网络等技术，

在被厂商推向市场并被运营商部署时，是打着5G旗号

的。

我们必须持续创新，在4G等现有技术的基础上，推

动新技术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业务创新，进而在短期内创

造新商机，从而避免在市场对5G真正提出需求之前，不切

实际地部署5G。

加速物联网发展

GSMA 打算如何提高运营商在物联网中的参与度？

GSMA有一个项目，称为“互联生活”。我们在该项

目中与行业紧密合作，加速挖掘物联网的潜力。我们认

为，可以通过行业合作、实现互操作性、制定统一标准等

举措，释放物联网的潜力，避免市场碎片化，加速物联网

的采纳，鼓励物联网市场实现可持续发展。GSMA已经与

运营商以及生态系统其他合作伙伴，在物联网发展至关重

要的三个领域密切合作。

互操作性与标准化：统一标准和互操作性对物联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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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生活”使GSMA与行

业紧密合作，通过行业合作、实现

互操作性、制定统一标准等举措，

释放物联网的潜力，避免市场碎片

化，加速物联网的采纳，鼓励物联

网市场实现可持续发展。

— GSMA总干事Mats Granr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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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不制定统一标准，市场就会出

现碎片化，不得不依赖专属解决方案。

安全：我们正积极推动安全指南和最佳实践的采纳，

确保设备能以最安全的方式通过移动网络互联。

大数据：物联网虽然创造了海量数据，但这些数据

存在于各个独立的垂直行业中。我们与移动行业合作建设

物联网大数据生态系统，以释放大数据的潜力。统一、协

作、通用的大数据处理方案将衍生出全新的物联网解决方

案，使物联网市场得以拓展。

除了基于 3GPP 的 NB-IoT 技术，其他可以实现

LPWA 的技术对物联网的发展是好还是坏？

GSMA的移动物联网项目，旨在围绕三种互补的、

基于许可频谱的LPWA（低功耗广域网）技术，协调整个

移动行业的发展，并加速3GPP的标准化工作和LPWA的采

纳。

网络运营商是经验丰富、值得信赖的M2M管理服务

提供商，完全可以引领LPWA的发展和商用，以此满足客

户需求。基于许可频谱的解决方案可拓展、可靠、安全、

灵活，不像基于非许可频谱的解决方案那样存在固有风

险。我们建议客户等到基于许可频谱的LPWA解决方案上

市后再部署，避免因部署非许可解决方案对业务造成负面

影响。

LPWA 试点仍在进行中，运营商如何确保 NB-IoT 能

GSMA的移动物联网项目，旨在围绕三种互补的、基于许可

频谱的LPWA（低功耗广域网）技术，协调整个移动行业的发展，

并加速3GPP的标准化工作和LPWA的采纳。

在 2017 年实现商用？

2016年，业界进行了多次NB-IoT试点和预商用。中国

联通、中国电信、Etisalat、德国电信、KT和沃达丰，宣布

将在2017年部署NB-IoT。AT&T也于2016年宣布与客户开展

多次LTE-M试点，并计划近期内实现商用。我们希望运营

商能够与GSMA移动物联网项目或GSMA NB-IoT论坛合作，

加快NB-IoT技术的采纳和商用。

促进可持续发展

为什么移动技术对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非常

重要？

全球范围内，约有48亿人口是移动用户，占世界人口

的三分之二，而且这一数字将于2020年增加到56亿。作为

移动行业从业者，我们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利用我们建设

的移动网络和提供的移动业务，帮助国际社会，实现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2016年2月，移动行业率先承诺，将帮助联合国达

成可持续发展目标。同年9月，我们在联合国大会召开期

间，发表了《2016年移动行业影响报告：可持续发展目

标》，分析了移动行业可以发挥哪些作用，并提出了继续

扩大和增强这些作用的行动方案。此外，这一史无前例的

报告也制定了标准，用以衡量移动行业在2030年前达成可

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应取得的进展，并成为其他行业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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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数字包容，有利于帮助之前无法联网的群众享受

网络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福利，并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即通过改善基础

设施和服务，进一步提高网络连接和使用，最终缓解贫困。

参考的蓝本。

对我们来说这是重要机遇。我相信，我们与其他行

业、政府机构、关键利益相关人密切合作，一定能对人们

的生活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

除了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有没有具体的应用服务

于可持续发展项目？

除了发布《移动行业影响报告》，我们还与联合国以及

“人人项目（Project Everyone）”合作，开发并发布了官方

的“SDG行动”（SDGs in Action）移动应用，为行业、政府

以及普通市民创建了一个合作社区，鼓励他们合作，以达成

可持续发展目标。用户可以通过该应用，了解这17个目标的

具体内容，包括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说明性的视频、案

例研究和数据，以及对如何达成这些目标提出的行动建议。

用户还可以通过该应用，介绍自己为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所

采取的行动，并邀请社交网络上的好友参与进来。

这一报告和应用只是我们宣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两个例子。GSMA正与成员组织以及来自公私行业的其

他机构合作，提高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知名度。要想在2030

年达成这些目标，必须依赖全社会的通力合作，仅凭一家

组织是无法办到的。

运营商和科技公司应采取哪些措施，消除数字鸿沟？

我们已经在消除数字鸿沟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

是预计到2020年底，世界上仍然还有超过40%的人口无

法上网，这种现象在农村地区尤为普遍。实现数字包容，

有利于帮助之前无法联网的群众享受网络带来的经济和社

会福利，并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即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服

务，进一步提高网络连接和使用，最终缓解贫困。目前，

GSMA与移动生态系统各方共同合作，致力于解决提高数

字包容所面临的四大挑战。

网络覆盖：推动基础设施共享、宣传最佳监管实践、

鼓励技术创新，为尚未联网的人群（特别是农村或偏远地

区人群）提供移动宽带网络。

可负担性：解决移动税费等关键问题，提高互联网的

可负担性，确保“金字塔底层”群众能够负担得起网络费

用。

数字技能与意识：为群众提供培训，使他们了解网络

带来的好处和机会，并具备使用互联网的能力。

本地内容：面向未联网的群众，开发本土化的内容和

服务。

在移动连接（Mobile Connect）项目中，GSMA 如

何解决数字验证涉及的隐私与安全问题？

移动连接项目的前提，是能够给消费者提供单一、可

靠的手机验证解决方案。移动连接项目必须充分尊重用户

隐私，通过消除密码漏洞，保障用户安全。这是该项目取

得成功的关键。这项服务为用户提供安全认证，使他们获

得安全的移动和数字服务，如电子商务、电子银行、电子

医疗、电子政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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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1年成立时，G T I的使命是什么？五年来取得

的最大成就又是什么？G T I实现了最初的使命

吗？国际社会如何评价GTI的成绩？

2011年成立时，GT I的使命是构建强大的TD-LTE生

态系统，加速TD-LTE商用，推动LTE FDD和TDD融合。

通过五年的努力，GTI（TD-LTE全球发展倡议组织）已经成功构建了端到端的全球TD-LTE生态

系统，实现了全球TD-LTE商用和TDD/FDD融合，并启动了联合运营。毫无疑问，GTI已经实现

了第一阶段的使命，而且其成就远远超出了预期。

GTI：构建强大的TD-LTE生态系统

经过五年的努力，GTI已经成功构建了端到端的全球TD-

LTE生态系统，实现了全球TD-LTE商用和TDD/FDD融合，

并启动了联合运营。毫无疑问，G T I已经实现了第一阶

段的使命，而且其成就远远超出了预期。

国际社会都目睹了GTI的成功，GTI也获得了来自各

行各业的正面反馈。2016年世界移动大会上，GSMA总

文/转自Mobile World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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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事Mats Granryd先生为GTI颁发了奖项，表彰了GTI和

GSMA五年间取得的合作成果。他对GTI在TD-LTE以及LTE 

FDD/TDD融合方面长期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I T U秘书长赵厚麟先生对G T I做出了如下评价：

“GT I对推动TD-LTE在全球的快速成功部署做出了巨大

贡献。我坚信，ITU和GTI将会开展更多合作，为TD-LTE

创造更加美好的前景。”Bharti Airtel董事长Sunil Bharti 

M i t t a l先生也表示：“毋庸置疑，印度致力于推动T D-

LTE的发展，Bhar t i致力于与GTI长期合作。”三星电子

联席CEO申宗均先生表示：“衷心感谢GT I对TD-LTE发

展所提供的强大支持。我们充分尊重G T I在这一新技术

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领导力。”

网络设备厂商也高度认可G T I的成绩。诺基亚C E O 

Rajeev Suri先生评价说：“我们认可GTI对推动TD-LTE技

术成熟所起到的帮助和促进作用。希望未来将有更多利

益相关人加入到TD-LTE技术的发展中来。”

2015年，GT I分析了如何在实现初步使命后继续前

进。很多行业的管理层表示，G T I不能就此停下脚步，

还必须继续向5G推进。这进一步坚定了G T I实施“G T I 

2.0”的决心。

2016 年 2 月，GTI 正式实施了“GTI 2.0”。那么，GTI

新的战略使命是什么？ GTI 将如何实现这一战略使命？

“GTI 2.0”的使命是继续推动TD-LTE发展，继续扩

大TDD/FDD融合终端及网络的规模，进一步促进增强型

TD-LTE技术的发展，从而在全球持续推动TD-LTE发展。

GTI还希望利用TDD技术促进5G发展，推动5G统一标准

的制定，以及端到端生态系统的建设，并探索5G在各

个行业中的应用潜力。如今，G T I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

重要的T D D平台，拥有124家运营商成员和111家合作

伙伴。

其次，“G T I  2.0”也获得了全球运营商的支持。

Bhar t i集团、中国移动、KT、软银和沃达丰高管组成了

GTI领导委员会，为GTI制定面向未来的战略，探索新市

场，开发创新业务和商业模式，以此引领5G的发展。

第三，与其他国际组织相比，G T I更加注重工业化

和试点应用。G T I在推动端到端生态系统的迅速发展方

面拥有丰富经验。

GTI 在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影响力方面扮演什么角色？

事实上，包括运营商和端到端设备厂商在内的中

国企业，对G T I的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没有他们的支

持，就没有今天的GTI，也不会有现在的TD-LTE。

同时，G T I也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

台。随着TD-LTE在全球取得巨大成功，中国企业和中国

的电信技术也逐渐获得了国际认可。中国企业可以通过

G T I这一庞大的国际平台，展示其先进的T D D技术和解

决方案，并与全球运营商和行业伙伴加强联系。在G T I

五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企业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迅

速攫取了国际移动市场，华为等公司都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就。

中国企业将借GTI之力在5G时代获得更大发展。

“GTI 2.0”的使命是继续推动TD-LTE发展，继续扩大

TDD/FDD融合终端及网络的规模，进一步促进增强型TD-LTE技术

的发展，从而在全球持续推动TD-LTE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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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国移动总裁及CEO  李跃

连接驱动发展，拥抱万物互联时代

中国移动已经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用户最多的4G网络。4G真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而未

来5G将改变整个社会。展望未来，移动互联网发展引领数字化服务的到来，中国移动将实

施大连接战略，力争2020年连接数量较2015年实现“翻一番”。

4G改变生活

4
G在中国得到了规模发展，特别是在商用不到

3年的时间，基站数量超过140万个，用户数量

超过5亿户。终端种类也非常丰富，都是5模多

频终端，有近3000种。同时，中国已经建成了覆盖超过

300个城市的全球第一的VoLTE网络。

4G移动宽带技术给今天的时代带来了什么改变呢？

我们的社会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新时代，主要有3个构成要

素。第一是无线宽带，如果没有4G网络，就不可能提供

很好的无线宽带互动体验。第二是智能终端，目前智能

终端的处理能力远远超过PC机。第三，云计算技术使低

成本大容量的系统，能够提供大数据的各种能力。

所以，4G推动了移动互联网新时代的到来。这个新

时代有很多特性，包括以人为本、体验为王、扁平化的

企业组织以及扁平化的业务结构等，这在以前是难以想

象的。

面向未来，我们往哪里走？4G真正改变了人的生

活，为宽带的互动、视频业务，以及人和机器的互动提供

了方便和条件。大家可以想象，4G到来以后，我们对手机

的依赖达到了无以表述的程度。在4G以前，很多互联网业

务没有那么普及。4G以前也有电子商务，但是购物、促

销、各种活动跟人的状态还是分离的。4G使得互联网的服

务应用和人的活动紧密结合了。如果说移动改变了生活，

应该集中体现在4G对生活的改变。

5G改变社会

那么，5G将改变什么？如果说5G也是改变生活，我

觉得还不够准确。我认为，5G将改变社会。5G将以万物

互联的模式，推进所有垂直行业的深度整合，真正实现工

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这是5G的责任，也是运营商的

使命。5G将打开一个面向垂直行业的、面向跨行业合作的

万物互联的新环境。

中国移动面向未来的战略是什么？我们的战略就是要

支撑万物互联的新时代，称为大连接战略，也叫中国移动

的2020。大连接战略首先要做的是连接规模的扩大，其次

是连接服务的不断优化，同时，各种应用也是未来连接环

境中的重点。

我们在2020年有一个比较远大的理想，就是在中国移

动8.6亿客户的基础上，使连接总量翻一番，超过17.5亿

个。什么样的基础能够促进这么大的连接总量？3年前，

我曾经预测，每个人除了自己有一部手机以外，还会和周

边很多事物发生联系，包括汽车、冰箱、各种各样的控制

平台和控制网关。

如果一个人联系的事物是十个，中国的10亿移动客户就

会有100亿个连接需要解决。那么，到2020年，中国移动在市

场份额中找到10亿个连接，不是难事。所以我们把2020年的

战略定义为大连接战略，连接总数翻一番作为目标去努力。

拥抱万物互联的新时代

当然，要想构筑一个万物互联的新时代，我们需要

开拓很多方面。在市场方面，我们坚持四轮驱动的发展战

略。我们既关注华为提倡的移动、家庭和垂直用户（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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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也关注运营商有特点的新业务，如数字化连接服

务的新市场。这四个轮子是驱动运营商这个快车不断前进

的主要动力。

在终端方面，运营商也大有可为。中国移动这几年在

4G取得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在终端方面的持续用力，连续

3年，终端的年销售量超过2亿台，促进了4G在中国的快

速普及。我们把物联网的模组、芯片作为下一步发展的重

点。推动物联网模组发展的原因，是希望各行各业进入物

联网领域的门槛降到尽可能低的程度。当模组的规模达到

数以亿计时，进入物联网可以说没有门槛了。例如，一台

电冰箱加30-50块钱就可以实现联网，所有的电冰箱厂家

都愿意为此付出成本，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对终端的努力，

把智能家庭、车联网、可穿戴设备的成本进一步降低，使

得运营商的连接数量成倍增长。

在网络方面，基于云的网络体系的发展是对传统网

络技术的革命，也是运营商未来低成本、高效率发展的关

键。我们坚持推动4G、5G技术发展，坚持物联网的尽快

推进，以及车联网的布局。

在推动网络技术融合方面，我们注重新型数据中心

和新型网络的建。我们最近在推动数据中心虚拟化技术应

用，也在探索软件定义的网络，使其在传统网络中尽可能

多地大规模应用。面向5G网络的产业发展，我们将尽快启

动5G外场试验，2016年在5G的技术实现方面做了很多努

力，2017年将推动5G外场试验，2018年将推动一定规模

的试商用。我们希望2020年5G在中国实现商用。

运营商在大数据方面有独特优势，有待充分挖掘。凭

借数据优势，运营商可以准确了解每个客户，详细描述其行

为。运营商还有服务优势，就中国移动而言，每个月甚至

每一天都在与8.6亿客户进行服务对接。运营商还有连接优

势，所有移动互联业务，如果没有运营商，就没办法到达

客户。因此，运营商在大数据领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要

把这些优势变成新服务、新产品，实现新价值。云计算、大

数据，特别是未来的人工智能技术，一定能为创新产品的推

出、客户的服务和企业价值提升，做出更大贡献。

为了构建万物互联的新环境，我们努力推进移动网络技

术发展，从2G、3G、4G向5G不断演进，我们努力构建智能

模组产品，让万物互联的成本越来越低，效果越来越好。

我们也在努力构建各种应用平台，如物联网应用平

台OneNet。这个平台向社会各界完全开放，希望大家在

这个平台上做创新，并汇聚更多创新者、开发者。如今，

OneNet平台汇聚了超过3000家企业、超过3万的开发者、

9千万用户。相信未来几年，随着连接数量进一步扩大，

物联网OneNet平台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2016年合

作伙伴大会上，OneNet平台所有API将向社会各界开放。

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垂直行业能够借助于已有的平台、已

有的客户来发展业务，提升价值。

5G是不能回避的课题，我们非常希望全球运营商携

手共同推进5G发展，产业界共同发力，跨行业的各个领

域能够把5G作为未来发展的新平台。中国移动和GSMA、

TDI、产业界的朋友们一起，共同构建5G联合创新中心。

在5G联合创新过程中，我们不断推动基础通信能力的开

放，推动融合产品的研发，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平台。在联

合创新中心的基础上，我们建设了一个开放实验室，已有

30个项目在研究，还在中国北京、青岛、上海、成都，分

别建立了5G不同业务应用方面的专业研究室，聚焦物联

网、车联网、基础能力开放、智能家居等研究。通过深度

研究，我们希望将5G技术和各个垂直行业，以及各个方面

的应用协同发展。

总之，中国移动在4G发展中得到了产业界各方的大力

支持和配合，4G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相信，在大

家的共同努力下，5G一定能够比4G取得更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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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年马德里宽带论坛上，我做过发言，提出

视频和云服务是驱动超宽带发展的动力。在那

里，我们讨论和指出，运营商要把视频尤其是

4K视频业务作为基础业务，就像话音业务一样去发展。这

一年以来，对于运营商到底如何发展好视频业务，运营商

怎么能够实现视频业务的商业成功，华为在运营商发展视

频业务过程中如何定位，应该做什么等问题，我们进行了

广泛的调研、讨论和辩论，形成了一些共识。我希望借此

机会就我们达成的共识跟大家分享，希望听到大家的意见

和建议。

纵观全球运营商发展视频的现状，首先讲中国，经

过十多年艰难的发展历程，走到今天，中国的视频与宽

带发展应该说已经达成了两个重要共识：第一个共识是

全面光纤化，所有家庭都采用光纤接入，这已经成为中

国三大运营商的一致意见，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

联通，全都是光纤到家；第二个共识是全面视频化，通

过发展视频业务来发挥光纤接入的优势，带动宽带ARPU

值提升和宽带用户数增长，促进宽带业务发展。

但是中国形成今天的共识，也是经过十多年的艰难

历程才达成的。在最初几年，大致是2005～2008年，中

国运营商更多是把视频作为一项增值业务在发展，也就

是大家所熟知的I PTV，这个时期运营商没有通过发展视

使能运营商视频业务商业成功

文/华为轮值CEO 徐直军

当前运营商的商业机会点在视频业务，成功的运营商都是把视频业务作为战略，促进宽

带业务发展，提升宽带用户数及ARPU值，而不仅仅是把视频作为增值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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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业务挣到钱，华为做了一个视频聚合与分发平台，也

不挣钱。所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探索后，几乎所有运营

商都减少了在视频上的投资，这样视频业务的发展就进

入了低潮期和瓶颈期。

直到三四年前，中国电信的一个省公司四川电信，

基于其对发展宽带业务的独特见解，在整个四川省大规

模发展光纤到家，并且把宽带与视频捆绑起来发展，面

向所有用户不再讲带宽，而是讲超高清、高清和标清视

频，把抽象的带宽数字用消费者能实实在在感知的体验

呈现出来，结果宽带用户数快速增长，现在视频用户已

接近一千万。四川电信的成功案例，促使中国运营商及

所有省公司重新定位了视频，重新制定了宽带发展策

略，形成了中国在视频与宽带发展上的两个重要共识。

在中国以外，大约有140个运营商发布了IPTV业务，

但发展情况千差万别。从2014到2016年，中国以外的

IPTV用户数增长仅14.7%，其中IPTV宽带用户渗透率超过

50%的运营商只有26家，包括法国电信、Telefonica、比

利时电信、PCCW，以及韩国KT、SKT、LGU+等。由此不

难看出，很多运营商的视频业务发展所处的状况，和中

国早期的发展状况很相像。

所以总体来讲，全球运营商发展视频业务有成功

的，有停滞不前的，也有认为没前途的。我们看到运营

商的关键成功要素是重新定位视频，把视频业务作为战

略来发展，而不仅仅是一个增值业务。其核心举措包括

三个方面：一是把视频业务作为促进宽带业务发展、提

升宽带用户数和ARPU值的有效手段，把视频作为基础业

务纳入主套餐；二是安排重量级的人对视频业务端到端

负责，围绕视频业务发展打通端到端组织和流程；三是

确保网络能够支撑良好的视频体验。

我们同时也调查了运营商在发展视频上面临的问题

和挑战。大家很清楚，话音业务不需要考虑太多生态的

问题，把网络建好了，直接就可以提供话音业务。但视

频有非常复杂的产业链和生态链。运营商要发展视频业

务，仅仅把网络建好是不够的，还需要解决平台部署、

内容聚合、终端生态的支持、视频运营能力和消费者体

验管理能力建设等系列问题，这样才有可能把视频业务

发展好。

从我们的调查分析来看，当前运营商发展视频业

务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如何定位视频

业务；二是如何获取到内容并且成本可接受；三是平台

初期投入成本高；四是无法确切了解视频体验的真实状

况，网络端到端不可控、不可管；五是终端成本高。这

些问题如果不解决，运营商尤其是中小运营商很难把视

频业务发展起来。

华为在运营商发展视频业务及实现视频

业务的商业成功上要有一个清晰的定位，就是“推动

视频成为运营商基础业务的使能者”和“帮助运营商

视频业务商业成功的使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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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为自身来讲，经过这一年多的调查、分析和

讨论，我们认为华为在运营商发展视频业务及实现视频

业务的商业成功上要有一个清晰的定位，这个定位就是

“推动视频成为运营商基础业务的使能者”和“帮助运

营商视频业务商业成功的使能者”。华为是一个全球化

的公司，我们希望集合全球资源和人才，围绕视频构筑

起端到端的能力，以此来支撑和使能运营商视频业务商

业成功。具体来讲，我们将从以下六个方面采取措施：

构建视频业务的商业咨询能力，促进

运营商视频商业成功。

我们要构建具备视频产业端到端理解能力的专家

团队，持续研究视频业务发展模式，向运营商提供视频

战略咨询与商业发展咨询服务，包括：如何做视频的战

略定位、如何面向消费者提供服务以及给消费者带来最

优的视频体验、如何优化组织和流程来支撑视频业务的

发展等，以此来帮助运营商基于各个国家不同的管制政

策、不同的内容伙伴环境以及每个运营商自身的特点，

找到发展视频业务的商业成功之路，从战略和商业层面

来支撑和使能运营商，把视频作为基础业务来发展，并

在视频上持续获得商业成功。

构建内容聚合能力，帮助运营商降

低内容获取难度和成本，提升视频

运营效率。

运营商发展视频业务必须要解决内容从哪里来的

问题。现在全球有一千多家内容提供商，而运营商从

国家维度来看，也有六百多家。六百多家运营商面向

一千多家内容提供商开展内容合作，无论对运营商还

是对内容提供商来讲都相当困难，尤其对于中小运营

商。这样事实上就在运营商与内容提供商之间形成了

一个生态断点，如果不能解决这个生态断点问题，那

么运营商发展视频业务就会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

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华为作为面向全球运营商客户提

供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的合作伙伴，应主动在内容

聚合上做一些投入，基于华为面向全球消费者提供智

能终端产品及端云协同服务的优势，尝试打通这个生

态断点，帮助运营商降低内容获取的成本和难度，提

升内容获取的效率。

构建云化的融合视频平台，帮助运营

商高效发展和运营视频业务，开放视

频能力。

现在所有运营商使用的视频平台，都还不是真正的

基于云的平台，因此在快速响应客户需求上、在走向融

合上面临很大的挑战，影响视频业务发展。

我们希望打造一个云化的、融合的、开放的视频

平台，既支持固定又支持移动网络，同时支持OTT、娱

乐、通信、VR/AR以及行业视频等多种视频业务，帮助运

现在所有运营商使用的视频平台，都还不是真正的基于云的平台，

因此在快速响应客户需求上、在走向融合上面临很大的挑战，影响视频业务

发展。我们希望打造一个云化的、融合的、开放的视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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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造最佳视频体验网络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构建视频业务

规划与设计咨询的专家团队，向客户提供端到端平台与网络协同规划设计、

集成与优化服务，帮助运营商优化和改造现有的网络。

到即插即用；二、打造基于任意媒介（双绞线、cable、

光纤、hybrid）的千兆接入能力；三、适应扁平化低收敛

的视频网络架构要求，通过集中化管理降低分布式BRAS

运维成本；四、面向视频业务体验和运营，持续加强网

络技术和架构创新投入。

构建视频业务的规划与设计、集成和

体验管理能力。

在打造最佳视频体验网络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构建

视频业务规划与设计咨询的专家团队，向客户提供端到

端平台与网络协同规划设计、集成与优化服务，帮助运

营商优化和改造现有的网络，使其能够给消费者带来最

优视频体验。

同时，我们要推动业界共同建立和完善视频体验的

评价体系，实现体验可衡量。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构

建一个面向视频业务的SOC（Service Operation Center），

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实现端到端体验的可视、可

管、可预测、可保证，通过工具和技术来支撑运营商实

时掌握用户的体验，而且还能动态优化用户的体验，使

得消费者真正获得最佳视频体验。

我们希望通过以上六个方面，帮助和使能全球运营

商发展好视频业务并在视频上取得商业成功，希望大家

就我们提出的定位和六个方面的举措提供意见和建议，

来促使我们进一步优化和改进。华为希望在支持全球运

营商发展视频业务上做出应有的贡献。

营商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提升运营效率、为消费者提供

ROADS体验，同时使能运营商把视频作为一种基本能力

开放给生态合作伙伴，促进视频业务的开放创新和持续

商业成功。但是，我们会有节奏地来推进，先把娱乐视

频做好，把云化和固移融合做好，再有节奏地延伸到行

业视频。

加大机顶盒芯片投资，开放中间件，

促进机顶盒和智能电视机生态发展。

华为一直在投资机顶盒芯片，以帮助运营商提升机

顶盒的可获得性。未来我们会进一步加大机顶盒芯片投

资，推动视频技术持续升级，并基于我们的芯片开放中

间件，消除终端与平台对接的复杂性，促进机顶盒和智

能电视机的生态发展，满足全球运营商发展视频业务的

需求。我们现在的机顶盒芯片，全部支持高清和4K，已

经能支撑运营商的投资既面向现在又面向未来。

打造以视频为基础业务的端到端网

络，实现最佳视频业务体验。

视频要真正保证端到端的体验，需要端到端的网络

支持。华为要从家庭网络到接入到骨干，面向视频，全

面优化整个网络架构，确保网络真正能够支持视频体验

的需要。我们将重点围绕四个方面来打造最佳视频体验

的网络：一、打造家庭无缝千兆覆盖的分布式WiF i，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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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华为轮值CEO 胡厚崑

开启移动新未来
八年前，苹果商店上线时仅有500个应用，六年间增至100万，随后两年翻了一倍。今天，

苹果商店有200多万应用，谷歌应用商店也有500多万应用。面向人、面向物的移动应用无

处不在。

我
们将如何走向未来？未来移动通信发展趋势如

何？移动应用时代扑面而来，我们已置身其

中。移动应用爆炸式的增长正在改变人们的生

活、重塑商业、重塑社会甚至是世界。

八年前，苹果商店上线时仅有500个应用，六年间增

至100万，随后两年翻了一倍。今天，苹果商店有200多万

应用，谷歌应用商店也有500多万应用。面向人、面向物

的移动应用无处不在。移动应用为工作、旅行、教育、娱

乐甚至睡眠提供了帮助。面向物的移动应用犹如雨后春笋

大量涌现，潜力巨大。智能终端、智能家居、行业应用正

引领我们走向更智能的全联接世界。 

五大使能技术驱动移动应用发展

不久前，Airbnb宣布利用新技术升级现有平台，打造

综合性旅游平台，提供沉浸式体验。今后，当你身处东京

街头，只需打开Airbnb APP，就能听到导游讲解，还能通

过人工智能挑选房东，请他帮忙预定附近最好的餐馆。未

来，所有服务将通过移动应用交付。我们难以预测应用的

数量，但可以识别移动网络、传感器、人机界面、云计

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驱动要素，借此了解移

动应用的发展方向以及对生活的影响。

万物永远在线将颠覆性地、彻底地改变服务模式、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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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网络流量超60%。视频市场巨大，2020年市场规模将达

7000亿美元。

娱乐视频是视频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大有可为。运

营商可以从内容聚合做起，聚焦提升网络性能，与内容提

供商一起探索新商业模式；移动视频在公共安全、交通监

控、物流等垂直行业存在很多机会，且都需要强大的无线

网络支撑；通信视频领域出现直播等新形式，带来海量流

量、机会以及新商业模式。数据显示，中国视频用户两年

内突破3亿。又如，奥运会奖牌得主傅园慧在一次直播中

边吃蛋糕边聊天，就吸引1000多万人观看，1小时内就收

到了价值1.5万美元的虚拟礼物。

第二，家庭应用是无线宽带的蓝海市场。全球20亿家

庭中，13亿没有宽带连接，3亿连接速度低于10兆每秒。

华为WTTx解决方案已被百余家运营商采用，覆盖3000万

家庭。WTTx投资回报周期为2年左右，远远低于固定宽带

的8年。WTTx预计将成为首个主要的5G商用案例。

第三，垂直行业。纵观全球，垂直行业都在进行数

字化转型，移动网络可能成为关键使能器。华为正在与客

户一起积极开展试点。这里有两点经验可分享：一是识别

机会，发挥移动通信潜能。这波浪潮中，我们的目标市场

是车联网、广域物联网和公共安全；二是密切合作至关重

要。服务提供商和行业伙伴应密切合作，探索应用场景、

作模式和消费行为；传感器无处不在。如今，一部智能手

机就安装了20个传感器；未来，一家智能工厂的传感器数

量将超过12万。传感器越来越小、价格越来越低、性能越

来越好，驱动物理世界向数字世界转型；人机界面潜力还

有待充分挖掘，人工智能将使人机交互更加自然、逼真、

智能；云变得触手可及，可以更高效地在云上开发、发布

各种应用，所有应用最终将在云端运行；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成为热点，机器学习、视觉识别、诊断辅助等由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驱动的应用不断涌现。

以上五大使能技术将继续飞速发展，相互作用产生化

学反应，不断融合催生新应用，支持产品和服务。通用电

气的“数字双生”就是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传感器来

构建机器的数字版本，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和管理运营，创

造更大价值。未来，这一概念将应用于每个行业。 

运营商可瞄准视频、家庭应用、垂直行

业三大市场机会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运营商面前有三大市场机

会，分别是视频、家庭应用、垂直行业。

第一，视频成为媒体、社交和营销等专业沟通中最常

见的内容传播形式。人们超过23%的时间在上网，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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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如何走向未来？未来移动通信发展趋势如何？

移动应用时代扑面而来，我们已置身其中。移动应用爆炸式的

增长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重塑商业、重塑社会甚至是世界。



解决方案和商业模式。

多措并举构筑应用驱动型的网络

抓住机会，网络需要相应地从技术驱动升级为应用驱

动，可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增强联接能力，提升网络性能，采用新技术，提

供新服务。例如，要支持高清视频，就需要提供10兆每秒

的网络，并且将时延控制在50毫秒以内。除了更好地支撑

视频服务，我们应引入广域NB-IoT技术，支持物联网；引

入LTE-V技术，支持车联网。

二是建设端到端的云架构，支持网络敏捷化。这样，

网络可以按需接入资源，并更好支撑快速变化的应用。在

云化过程中，除了核心网和IT系统之外，空口云化的重要

性不容忽视。这是实现核心网络资产价值最大化的最佳途

径。这需要大量的技术创新，华为率先行动，已有进步。

三是构筑强大的应用使能平台，提供API、数据存储

与分析能力和云管理服务。这有助于第三方开发场景化应

用，助力服务提供商更好地开放网络能力。在网络云化

中，应重点考虑PaaS。 

华为面向未来打造移动应用X Labs

面向未来，华为主要聚焦于技术创新和生态建设。

一方面，聚焦从核心网到接入网的移动网络端到端云化。

华为将继续实施全面云化战略，推动技术创新。我们开发

了场景化解决方案，应用于视频、游戏、智慧家庭、物联

网和车联网等场景，目标是帮助客户提升网络性能、降低

成本、更好把握新商机。另一方面，构建生态系统至关重

要。很多垂直行业公司加入我们，进行跨行业合作，汽

车行业的5GAA就是一个例子。很多技术提供商也与我们

共同开发解决方案，类似Tech City的试点项目已在不同国

家实施。这些都有助于构建更多样、更具开放性的生态系

统。

华为的目标是成为生态系统的支撑者和使能者。我想

正式介绍一个新举措——华为X Labs。这个平台旨在汇聚

运营商、技术提供商、垂直行业合作伙伴，共同探索未来

移动应用场景，推动商业和技术创新，建设开放的生态系

统。

我们识别了可以进一步探索的三大领域：人与人的

联接、垂直行业应用和家庭应用，并为此设立了三个实验

室，分别是mLab、vLab和hLab。

m L a b致力于通过新的移动应用提供浸入式用户体

验，包括视频、直播、VR和AR等，探讨如何构建更强大

的网络支持这种体验。我们将与合作伙伴一起，共同开

发场景化应用；vLab将致力于垂直行业应用开发。该领域

有很多机会，vLab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如何利用移动技

术使能垂直行业的数字化转型；hLab将致力于家庭应用开

发。通过hLab，我们可以更好地探索如何利用家庭宽带开

发智慧家庭应用，包括家庭健康、安全和家用机器人。

我们希望，各方利益相关人通力合作，共同探讨移动

应用未来。

华为X Labs旨在汇聚运营商、技术提供商、垂直行业

合作伙伴，共同探索未来移动应用场景，推动商业和技术

创新，建设开放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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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元8世纪，查理大帝在莱茵河畔建造了法兰克

福，1200年后的今天，欧洲乃至全世界，又重

新站在了数字洪水的渡口，我们相信一个万物

互联、万物感知、万物智能的社会正在到来。赵厚麟秘书

长提到2020愿景，2020年之前，我们还要为15亿人提供

上网服务，还需要至少4500亿美元的投资，这么一大笔投

资，如果我们不用智能的方式，帮助整个产业实现端到端

的闭环，我们就没办法取得UBB的成功。

2015年我们在300多个行业领导者和专家的共同努力

下，一起定义了Gigaband。我们认为Gigaband不仅要有峰

值高达一个G的带宽，还需要实现90%的覆盖（赵厚麟秘

书长提到全球的宽带渗透率还只有40%）；而且宽带不仅

文/华为产品与解决方案总裁  丁耘

迈向Gigaband的创新之路
Gigaband不仅要有峰值高达一个G的带宽，还需要实现90%的覆盖；而且宽带不仅要有速

率，还需要有基于宽带的最佳体验。

要有速率，还需要有基于宽带的最佳体验。如今，我们

希望跟600位行业领导者和专家一起讨论，如何一起促进

Gigaband的发展。

智能社会已经到来，VR是最热的一个话题，浸入式的

VR体验需要的带宽至少要达到一个G，而根据Akamai的报

告，即使是发达国家，平均带宽也只有20M左右，可以说

我们的网络还没有为AR和VR做好准备。万物互联、行业

数字化也对Gigaband提出了巨大的要求：欧洲粒子物理研

究所在做碰撞实验的时候，每一秒钟产生的待存储数据会

达到6个G，而且还要把这些数据同步传到40多个国家的

170个分布式计算中心。过去一年，Gigaband有很大的进

展，来自Viavi的数据显示，全球已完成了350个Gigabit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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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需要把各种技术结合在一起联合优化，来面对流

量暴涨的需求。例如，我们在德国，跟德国电信一起做了

Hybrid Access，把LTE和DSL结合，提供百兆以上带宽的速

率。在设备平台上，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可扩展

性。大家都知道，当前部署的主流是GPON，但10GPON时

代已经到来，40GPON时代即将到来。因此，面向未来，

我们应该具备向100GPON平台平滑演进的能力。同时，我

们还需在一些基础技术上实现持续的突破和创新，促进网

络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华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即将进入实验阶段，就是

下一代的300T全光交叉设备。当前已经商用的电交叉设备

25.6T的功耗接近两万瓦，如果扩展到300T（带宽能力扩

大十几倍），功耗将达20万瓦，这样的设备在任何机房都

是不可安装的。但是，我们把传统的电交叉设备变成光交

叉设备OXC后，将会减少99.9%的功耗，也就是说，300T

的设备只产生200瓦的功耗，相当于两盏电灯的功耗。我

们在2016年进行实验，预计2017年就会商用。

还有一个很重要问题的就是成本。我做了一个简单

的计算，15亿人相当于5亿家庭，总投资4500亿美元也就

意味着每一户接入宽带的成本应该在900美元以上，按照

每户30美元的ARPU来算，这个投资周期是过长的，我们

需要思考端到端降低宽带的部署成本。在接入层，最核

心的就是使用各种现存的技术，采用铜、光纤，甚至无

线技术，一起来实现入户。入户这段是最难的、也是成

本最高的。中国电信在远郊的农村，以前的铜线距离都

络的部署，还有164个Gigabit网络正在建设中，100多家运

营商已发布了千兆业务。

2009年，我们首次向业界提出了ABC曲线。当时我

们看到，带宽呈指数级的增长，成本Cost也呈指数级的增

长，而ARPU的增长是缓慢的，形成了一个剪刀差，当时

我们围绕着ABC提出一系列解决方案。我们认为，ABC曲

线要做的是解决Gigaband的基础性工作，但仅仅做这些是

不够的，还需要帮助客户实现商业的闭环；随着行业数

字化的深入和向家庭延伸，运营商仅仅提供管道也是不

够的，还要提供视频监控等很多业务，在这样一个环境

下，产业界要关注生态的建设，因此我们增加了D，就是

Developer开发者。同时，我们做这些的最终目的，都是

为了改善Experience（体验），这个不仅仅是针对人和家

庭，世界上的万物都要包括在内。

在ARPU的增长方面，我们认为超宽带的ARPU，是由

若干个RGU（收入产生单元）叠加构成的。消费者市场

方面，我们看到BT在基础的宽带上，还增加了基础的IPTV

视频服务，当提供4K视频业务的时候相当于再新增一个

RGU；面向家庭的监控、能源管理、医疗管理等等一系列

都会形成新的RGU。除家庭之外，行业市场也有很多机

会。中国移动在台州市提供了很多基于场景的行业视频业

务（例如公共安全监控、工地监控等），已经部署了6万

个摄像头，每个摄像头每年可以提供约50美元的年收入，

2015年整个行业视频收入已达300万美元。

在带宽增长上，我们已进入后摩尔时代。在接入侧，

在接入侧，我们认为需要把各种技术结合在一起联合

优化，来面对流量暴涨的需求。例如，我们跟德国电信一起做了

Hybrid Access，把LTE和DSL结合在一起，提供百兆以上带宽的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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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5到8公里，它通过微波进村把铜线的距离从5到8公里

降到500米以内，最后500米才用铜线进行入户。通过微

波来减少铜线的长度，使得每一户的入户成本降到原来

的十分之一，而且可以提供平均20M到50M的大带宽能

力。在城域网，最核心的是网络的简化，不管是德国电

信的Pan-net还是比利时电信的SIMBA，都在积极地尝试简

化网络层次。骨干层的核心是协同，传输和路由器的成

本相差5倍，如果我们能够实现IP和光更好地协同，就可

大幅度降低成本，SDN已经提供了技术的支撑和可能性。

生态也是非常重要的，华为召开了两届开发者大会，

开放了14个生态圈。以智能家庭场景为例，华为面向智能

家庭的解决方案叫Openlife，目前在全球已经有200多个合

作伙伴，并在Telefonica、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实现落地商

用。在Telefonica拉美开放连接能力、带宽能力、QoS安全

和大数据能力，实现Safe home。中国四川联通除了实现

Safe home之外，还提供老人关怀和婴儿关怀业务。

2015年，我们用U-vMOS定义了视频的体验，过去一

年，结合体验为中心的网络建设优化理念，展开了一系列

工作。例如，中山电信以U-vMOS 4.0最佳体验为目标，经

过一年努力，把视频体验做到了广东省内最佳，整个视频

业务的投诉率降低了23%，视频用户增长了51%；山东移

动通过视频可视化运维创新，实现了主动运维，使得整个

视频体验得分从原来的3.18分提升到3.42分，宽带用户数

快速发展到500万，并在华为全联接大会上发布了新的体

验指数，就是gMOS（游戏体验标准）。在这方面，我们

跟产业界正在努力，定义游戏的体验，实现最终的体验闭

环。

总结起来就是ABCDE：

 • 在ARPU方面，视频（Video）已成为运营商基础业

务，并从Video向Video+延伸，除了提供基础带宽的

RGU，还要在其他方面持续创新，创造更多的RGU，

释放Gigaband的能量。

 • 在Bandwidth方面，我们希望多技术联合优化，同时

引入类似全光交叉的技术，使得整个网络扩展能力更

强、资源重组能力更强，能够持续满足带宽发展的需

求。

 • 在Cost方面，我们希望用智能的方式，实现接入层任

意媒介，城域网持续减少网络层次，骨干网通过IP和

光的协同降低成本。

 • 在Developer方面，我们希望和运营商一起构建良好的

开发者生态，实现整个产业链的合作共赢。

 • 在Exper ience方面，我们希望持续推进以体验为中

心，进行网络的建设、优化、维护，最终实现商业闭

环。

最后，我再引用歌德的一句名言，“Knowing is not 

enough, we must apply; willing is not enough, we must do”。

华为愿和业界一起努力，推动Gigaband早日来临。

V i d e o已成为运营

商基础业务，并从

V i d e o向V i d e o+延

伸，除了提供基础带

宽的RGU，还要在其

他方面持续创新，创

造更多的RGU，释放

Gigaband的能量。

多技术联合优化，同

时引入类似全光交叉

的技术，使得整个网

络扩展能力更强、资

源重组能力更强，能

够持续满足带宽发展

的需求。

用智能的方式，实现

接入层任意媒介，城

域网持续减少网络层

次，骨干网通过 I P和

光的协同降低成本。

和运营商一起构建

良 好 的 开 发 者 生

态，实现整个产业

链的合作共赢。

持续推进以体验为中

心，进行网络的建

设、优化、维护，最

终实现商业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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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行业抓住移动技术新机遇

文/Kavit Majithia

过
去十年间，为了满足用户日益激增的网络需

求，移动技术迅速从3G发展到4G LT E，再到

目前的4.5G。网速越来越高，网络性能也越

来越好。

在此背景下，一大批创新应用应运而生。与此同时，

智能手机业务也如日中天。工业和服务业的运营格局被彻

底打破。例如，Uber一辆车都没有，却成为全球最大的互

联网叫车平台。同样，Airbnb一间房都没有，却成为全球

最大的住宿供应商。Netflix和Spotify等传媒公司也以订阅

服务为主，通过平台为用户提供丰富的流媒体内容。

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实现，归功于日益快捷的网络，以

及人们的创新思维。事实上，所有制正在衰落，共享制正

在崛起并有取而代之之势。

华为发布X Labs计划

无论是金融支付、无人机、VR、AR还是机器人，都可以与迅速发展的物联网生态系统相结

合。随着网络覆盖、速度和性能的提高，垂直行业将会进一步挖掘移动技术的潜力。待5G

面市后，垂直行业的影响力将无法超越。

在向5G迈进的过程中，除了新应用和新业务不断涌

现，物联网还创造出更多互联设备。无论传统组织还是新

玩家，都使出浑身解数，以不同的方式，利用移动技术演

进创造的机遇。

华为在东京举办的2016全球移动宽带论坛，重点探讨

了垂直行业以及跨行业协作。在论坛上，与会机构展出了

跳舞机器人、高空飞行无人机、创新VR游戏、AR应用、以

及车联网，分享了他们如何挖掘垂直行业潜力，以及如何

利用移动技术塑造未来世界。华为也在本届论坛上推出了

X Labs。华为与全球20多家行业机构合作，共同探索如何

利用移动技术，推动垂直行业的发展。华为将通过X Labs

计划，推出三种新实验室，探索移动应用，推动创新，促

进开放行业生态系统的发展。华为X Labs项目主管石勇指

出：“X Labs面向客户和合作伙伴，有别于华为其他实验

室。我们希望与合作伙伴共同开拓新商机。”

2017.0323

新商道



连接技术的发展

随着消费者群体的扩大以及企业应用的不断增加，

无人机市场已渐入佳境。全球领先的无人机制造商大疆

（DJI）市场部副总裁Michael Perry，分析了大疆如何提高

无人机技术的易用性和性能，以及如何降低产品价格，从

而“使这项技术惠及更多人”。Perry指出，普及无人机技

术后，更多人可以利用无人机发明“创新”产品，创造实

实在在的价值。

他说：“2015年，我们开始将无人机技术与更加先进

的远程通信技术，如流媒体技术，相结合。这样一来，用

户可以在操纵无人机时，通过Facebook，与世界各地的朋

友分享空中看到的景象……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是一种趣

味盎然的新颖体验。但对于行业来说，则具有颠覆意义。

移动广播随时随地都会有覆盖盲点，但新的连接技术能够

随时传送信号到世界的另一端，实现在线直连。”

得益于无处不在的移动覆盖，垂直行业几乎可以无所

不能。除了大疆这家运营十多年的无人机制造商，金融业

巨头万事达卡也在思考如何利用网络连接，为用户提供更

加简单的新服务。万事达卡执行副总裁Nandan Mer指出，

如今，蜂窝网络对支付行业，乃至整个金融行业来说都

“至关重要”。“网速是关键。客户希望通过无线电波传

输数据时，确保数据的安全，避免在交易过程中被共享或

破坏。从很多方面来看，移动行业、支付行业、买家和卖

家，都是息息相关的。”

崛起中的机器人行业

虽然无人机市场风头正劲，但是，业界关于机器人

的炒作已经到了狂热的地步，机器人技术开始成为主流技

万事达卡执行副总裁Nandan Mer指出，“网速是关键。客户

还希望确保数据的安全，避免在交易过程中被共享或破坏。从很多方面

来看，移动行业、支付行业、买家和卖家，都是息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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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未来，各行各业都可以使用机器人代替人力，从事各

种单调枯燥的工作，消费者也可以使用机器人处理日常事

务。

毋庸置疑，随着5G的商用，机器人市场将会获得进

一步发展。日本电信巨头软银近年来大力推动机器人技术

发展。起初，软银主要为企业提供机器人解决方案，如今

重点面向消费者，深入分析消费者对机器人的需求。软银

认为，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机器人不仅仅是玩具。事实

上，机器人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

SoftBank Robotics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Rodolphe 

Gelin指出：“一开始采纳机器人的消费者或多或少会将机

器人视为玩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机器人将具备更多

功能，消费者也会慢慢学习如何使用机器人。我们将努力

提供契合消费者需求的新服务。”

Gelin认为，未来的机器人将具备三种核心功能，以此

吸引普通消费者。机器人可以检查家中设备是否安全；担

任“管家”的角色，照顾家人，特别是老人的日常生活；

提供认知支持和生理支持，甚至可以教家人学习外语。

Gelin预测：“我们希望到2025年，家家户户都能拥有一个

机器人。”

但是，游戏公司Noitom的CTO Tristan Dai则持保守态

度。他认为VR、AR和机器人技术仍然处于初期阶段，必

须先开发商业应用，然后才能将这些技术推向消费者市

场。“VR、AR和机器人是非常新的技术。一切都在迅速

变化。在技术发展初期，变数很多。要想普及这些技术，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物联网创造新机遇

毫无疑问，网络技术的发展将极大地推动机器人成为

主流消费者技术。物联网的出现则将实现数十亿设备的互

联，有助于机器人和其他设备实时连接，使其充分发挥潜

力。

物联网是另一家知名垂直行业玩家东芝正在大力发展

的业务。东芝推出了一款专门发展物联网的解决方案，为

不同垂直行业提供产品和服务，并为客户积累数据信息。

东芝集团副总裁兼东芝工业ICT解决方案执行副总裁下辻

成佳指出，物联网的发展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因市场而异。

对于消费者市场而言，新设备的采纳可能只需要一年，而

对于工业市场来说，可能需要更长时间。下辻成佳也给运

营商放出了明确信号，垂直行业合作发展物联网有赖于

LPWA（低功耗广域网）的发展。LPWA旨在为设备提供低

成本的高效连接。

万事达卡执行副总裁Nandan Mer指出：“我们正在密

切关注物联网的发展趋势。虽然这项技术目前处于发展初

期，但是，如果消费者愿意信任设备，让它们自行决策，

我们干嘛还担心这些设备的可信度呢？”

无论是金融支付、无人机、V R、A R还是机器人，

都可以与迅速发展的物联网生态系统相结合。随着网络

覆盖、速度和性能的提高，垂直行业将会进一步挖掘移

动技术的潜力。待5G面市后，垂直行业的影响力将无法

超越。

（转自MBBF Show Daily）

SoftBank Robotics首席技术官Rodolphe Gelin指出：“随着时间

的推移，机器人将具备更多功能，消费者也会慢慢学习如何使用机

器人。我们将努力提供契合消费者需求的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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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2020年将实现5G商用。”

GSMA总干事Mats Granryd也持相同看法，他指出，

5G解决方案预计于2019年底或2020年初实现商用。

Granryd说：“GSMA正与成员组织以及合作伙伴，共同

推动5G生态系统的战略、商业、监管的发展。”

为5G发展做好准备

虽然5G是热门话题，可以为运营商创造新的收入

运
营商和设备厂商加紧开展5G试点，旨在以最有

效的方式实现5G商用。虽然5G何时真正商用尚

存疑问，但那些希望领先5G市场发展的玩家迫

切期望明确具体进度，同时业界对5G广泛商用的时间已逐

渐达成了共识。

华为5G产品线总裁杨超斌预测2018年能实现5G网

络预商用，这与首个5G标准的诞生时间一致。这就意味

着，2018年后，运营商和设备厂商就可以进行互操作性

测试了。杨超斌补充说：“按照这一进度，预计到2019

5G成功的关键要素

文/Steve Costello

消费者和企业用户对移动宽带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物联网开创的新机遇，使得5G成

为2016全球移动宽带论坛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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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全球频谱与标准

3GPP RAN1主席Satoshi Nagata指出，3GPP的5G标

准化流程要经历两个关键阶段。5G标准第一个版本将于

2018年9月完成（Release-15），“主要为了满足比较急

迫的商业需求”。5G标准第二个版本将于2020年3月完

成（Release-16），将满足所有可识别的用例与需求。

Nagata还指出，5G-NR的设计应该是向前兼容的，

以便在后期版本中“以最佳的方式”加入新功能。华为

无线CTO童文指出，生态系统所有参与者齐心合作对于

5G推进标准化进程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最佳结

果。“5G标准化不是一家公司的事，也不是几家公司的

事，整个生态系统都需要参与进来，在5G标准上达成一

致。”

当然，5G技术的发展对新频谱也提出了需求，而

频谱分配是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英国电信监管机构

Ofcom首席技术顾问Fede r i co Bocca rd i指出，现阶段

“还不知道能够提供哪些5G业务，所以也不清楚需要

提供哪些频段。”他强调，要想充分发挥5G的潜力，

必须明确频谱分配方式。“从低频到高频的各种频段

都需要提供，以满足各类需求。”低频段有利于扩大

网络覆盖。“我们希望5G能够缓解而不是加剧数字鸿

沟。”

来源，但是，在5G商用之前，仍需继续大力投资4G，

以便满足不断增长的现实需求，开拓新市场，并为5G

部署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一点在5 G商用初期至关重

要，因为运营商在刚开始部署5G时，可能会受到地理

条件的限制，就像以前部署2G/3G移动网络一样。B T

集团IT与移动业务总经理Fotis Karonis也强调了4G的重

要性，他指出：“缺乏坚实的基础，就无法成功打造

5G。”

华为产品与解决方案总裁丁耘对此表示赞同。他补

充道：“无需等到2020年，现在就可以为5G做准备，

这将是一场持久战。运营商可以从很多方面做准备，而

不仅仅是关注基站。”这是由于我们迎接的不仅是新技

术，还包括网络演进创造的新商业模式和新服务。例

如，运营商可以利用NB-IoT探索支持物联网应用的商业

模式，开始与垂直市场建立联系，进而推动5G的发展。

运营商还可以借助4.5G发展高清视频、A R、V R等

技术，进而推动增强型移动宽带业务的发展，而这正是

未来向消费者传达的5G价值主张的核心。Te le fon ica无

线业务CTO Juan Carlos Garcia指出：“在5G标准出台之

前，运营商就可以尝试、试点、开发、推出新业务，为

5G做好准备。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来说，运营商需要改变

与其他行业玩家的合作方式，并向可能从超高速连接中

获益的行业宣传5G。”

在5G标准出台之前，运营商就可以尝试推出新业务，

为5G做好准备。还需要改变与其他行业玩家的合作方

式，并向可能从超高速连接中获益的行业宣传5G。

——Telefonica无线业务CTO Juan Carlos Gar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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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5 G来说，商业模式也是重要的成功因素。

Ehr l i ch警告说：“必须在本阶段加快进度，加强协作，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很多竞争对手虎视眈眈想要复

制运营商的商业模式，并赶超运营商。”

5G家庭业务场景构想

不仅是依赖5G移动和无线功能的应用是我们关注

的核心领域，5G家庭业务也将成为一个利润颇丰的市

场。杨超斌指出：“5G家庭业务是最重要的应用场景之

一。”对于发达市场来说，这就意味着使用5G拓展光纤

到户，克服最后一公里的连接挑战，对于人口稀疏的地

区来说意义尤为重大。在部署5G移动宽带时进行资源共

享，不仅可以降低运营商成本，还可以降低消费者的服

务支出。

在新兴市场，5 G将为受成本和网络部署挑战所

限制的地区，提供稳定可靠的移动宽带覆盖。杨超

斌说：“在全球很多地方，光纤到户业务都过于昂

贵。”Vamparys认为，5G可以“为某些农村和城郊提供

光纤到户”。加拿大运营商TELUS CTO Ibrahim Gedeon

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5G家庭业务是一项非常重要

的业务，具备有效的商业案例。”

（转自MBBF Show Daily）

Orange无线网络高级副总裁Arnaud Vamparys也持相

同看法。他认为：“用户对网络覆盖的需求越来越高。

他们希望在家里，或在搭乘交通工具时，甚至在农村地

区都能获得优质的网络服务。所以目前我们提供了LTE，

未来就要靠5G了。”

Boccard i补充说，我们还必须提供至少一种全球通

用的频段，来支撑毫米波技术。“这对于促进5G采纳至

关重要。”

开拓新市场

5G的关键成功因素之一是可以为运营商创造新的收

入机会。虽然物联网和增强型移动宽带等业务在4.5G环

境中会更加风靡，但是，我们仍需加快5G的发展速度，

以便满足这些业务的发展需求。TD-LTE全球发展倡议组

织（GTI）主席Craig Ehrl ich指出：“如果无法开拓新市

场，向5G过渡就失去了意义。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帮助行

业和运营商获得更大收益。”

虽然汽车和医疗等行业热衷于采纳移动网络，其他

垂直行业却并没有表现得如此迫切。这为运营商增加收

入创造了良机。Karonis指出：“更多行业参与进来，才

能做大5G产业蛋糕。我们不能陷入单纯的投资死循环，

而应该与其他行业理性合作，增加收益。”

更多行业参与进来，才能做大5G产业蛋糕。

我们不能陷入单纯的投资死循环，而应该与其他

行业理性合作，增加收益。

—— BT集团IT与移动业务总经理Fotis Karo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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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动运营商的4G网络正朝着新的激动人心的方向

不断演进。运营商可以将当前的4G网络基础设

施升级到4.5G。4.5G广泛支持各种新的消费者业

务和企业业务，如超高清娱乐和超高密传感网络。在2020

年5G时代到来之后，4.5G设施将和5G长期共存，在未来10

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在无线生态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

5 G的无线接口基于新的正交频分多路复用技术

（OFDM），而4.5G采用一系列先进技术，在现有的LTE无

线接口上实现更高的性能。未来4年内，4.5G将催生新的

业务、新的用户行为和商业模式、新的产业价值链，为5G

铺路，同时引导市场认识到移动网络是改变一切的力量，

包括从消费者娱乐到重工业。

华为于2014年10月首次提出4.5G概念，随后3GPP以

LTE-Advanced的名义将其标准化。过去两年，4.5G技术经

历了快速发展时期，包括沃达丰、Telefonica、德国电信、

中国移动在内的全球主流运营商，都在部署商用4.5G网

络。华为估计全球已有60张商用4.5G网络建成并运营。与

此同时，首个5G试点网络可能在2018年后才会出现，而

最终的商用部署可能在2020年以后。

未来4.5G和5G网络将会相互交织，共同打造一个广

泛的无线生态系统。相关标准化进程也在不断深入，融合

了4.5G和5G技术的3GPP的R14标准在2017年完结。

4.5G能给运营商和用户带来什么？

部署4.5G技术能够进一步提升当前4G网络的效率，

帮助运营商基于现有网络实现投资收益最大化，同时为5G

的到来做好准备。

文/Steve Costello

4.5G：未来移动网络的先行者
5G将会改变整个移动行业，改变世界经济，改变人们的生活，但在中短期还难以实现，要

想发挥5G的最大潜力，需要4.5G网络做好铺垫。

首先，4.5G技术能够使网络容量提升6倍，实现高达

1G的移动带宽。对于大部分运营商来说，这意味着8倍的

高峰数据速率和10倍的小区边缘吞吐量。网络性能的大

幅提升能够帮助移动运营商提供不断激增的流量和服务需

求。华为认为，4.5G是打造优质的“用户体验4.0”的利

器。例如，运营商能够提供MP3音乐般音质的高清语音服

务和超高清（2K/4K）视频，为用户打造沉浸式体验。此

外，4.5G网络还支撑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

和高级网络游戏，还能实现无人机和机器人的远程控制。

其次，4.5G技术能够帮助运营商推出物联网（IoT）

解决方案，服务制造业、公共事业、农业、公共安全等各

行各业。借助新的低功耗广域技术，运营商能够广泛地为

各类垂直行业，提供高级别的连接服务。例如，窄带物联

网技术（NB-IoT）能够延长连接物体的电池寿命至10年，

还能实现建筑物内部、地下、农村地区的深层网络覆盖。

在以前难以接近的地点，运营商如今可以连接灌溉系统、

传感器等，帮助企业实现对各类资产的远程监控。与此同

时，运营商还能利用基于LTE的宽带集群系统（LiTRA），

为紧急情况提供高可靠连接，如灭火、出警、急救等。此

外，4.5G网络的容量和吞吐量大，能够为尚未部署高速固

网的办公室、工厂、农村等地点提供宽带服务。

4.5G产业生态链趋于成熟

许多4.5G技术的标准化都是基于3GPP R13标准。该标准

的制定始于2012年9月，并于2016年3月完成。芯片和终端

制造商如今都致力于将4.5G技术融入自家的产品，如多天线

（MIMO）技术、多载波技术、256QAM技术（正交调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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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发布于2015年底的高通骁龙820芯片和华为麒麟950芯

片，以及三通道载波聚合技术都很有可能成为中高端智能

手机的标配，让广大终端用户享受4.5G移动网络的便利。

NB-IoT技术也在快速走向成熟。2015年11月，若干运

营商和设备商组建了NB-IoT论坛，致力于引导NB-IoT技术

的发展方向。在收购了英国的NB-IoT公司Neul之后，华为

也于2015年推出了准标准的NB-IoT芯片，能够帮助运营商

试水NB-IoT，还将推出标准的NB-IoT商业芯片。

华为和数十位领先运营商合作，共同部署准商业化的

4.5G网络。挪威、德国、科威特、沙特、阿联酋、香港、

日本、加拿大、新加坡等地的运营商，4.5G网络速率超

过1Gbps。此外，英国和韩国的运营商开始部署全国范围

的LiTRA宽带集群无线网，用于支撑公共安全服务。随着

4.5G网络的标准化推进，2017年和2018年将会迎来大规

模的商用部署潮。

华为4.5G方案有何独到之处？

华为研发了端到端的解决方案来支撑4.5G的每个关

键商业价值点，包括千兆吞吐、体验4.0服务、高级IoT方

案等等。华为的产品包括4T4R MIMO多天线技术、4/5通

道载波聚合、256QAM高阶调制、更高清的语音和视频覆

盖、vMOS视频评估、NB-IoT、GigaRadio方案等。

华为最先提出4.5G概念，有先发优势，能够提供更加

成熟的系列产品和服务。华为也是第一个推动2/3通道载

波聚合，以及独特的基于IPRAN的跨站载波聚合方案的厂

商，同时进行了业界首次4通道和5通道载波聚合测试和演

示。华为还在加拿大、墨西哥、沙特、土耳其，测试了融

合4T4R刀片射频模块和有源天线。

在2016年世界移动大会（MWC）上，华为推出了其

GigaRadio方案。该方案支持个人用户的千兆高峰速率、单

模块的千兆吞吐量、单站点的数千兆能力、无缝室内千兆

体验。据华为估计，GigaRadio方案领先业界一年多，能够

推动技术创新，实现极致用户体验，帮助运营商实现更大

的商业成功。

在2016年的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上，华为宣布推出

CloudRAN方案。该方案利用基于云的软硬件，通过网络

功能虚拟化、网络资源云化，引进系统化的云能力，为

运营商提供更大的灵活性。此外，从拓扑到资源分布，

CloudRAN架构是完全灵活的，支持4G、5G、WiFi，协调

多种技术和多小区的需求，实现网络功能的实时和非实时

按需部署，以及网络切片（为特定应用提供专门的连接服

务）。从本质来说，CloudRAN能使运营商在4G和4.5G网

络上采用灵活高效的云架构，这样就能在现有网络上直接

融入5G空口。

华为拥有网络、设备、芯片业务，具备端到端的全

局视角，能够和各类合作伙伴携手解决4.5G商用的各种困

难。华为持续同行业伙伴紧密合作，共同推动4.5G和5G发

展，打造更多消费者和商业类应用。例如，华为积极同垂

直行业玩家、运营商、基础设施厂家、芯片厂商、模块供

应商合作，共同加速NB-IoT的部署。

总而言之，4.5G网络非常强健，并且能够在当下的环

境提供各种未来新技术，为移动运营商带来新机遇。但是

4.5G不是短期举措，即便5G时代在2020年真正到来，运

营商和消费者仍然会在很多年内依赖4.5G网络。

（转自MBBF Show Daily）

4.5G网络能够在当下的环境提供各种未来新技术，为移动

运营商带来新机遇。但是4.5G不是短期举措，即便5G时代在2020年

真正到来，运营商和消费者仍然会在很多年内依赖4.5G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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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地利人和的聚合点

从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电信行业呈S形发展演

进。90年代初，以固话为主，使用对象主要是

政府和大型企业；几年之后，固话开始走进家

庭，移动电话在大型企业得以普及；2000年左右，固话走

进千家万户，移动电话在大中型企业普及，同时开始进入

个人市场；四五年后，移动电话在企业成为标配，个人市

场蓬勃发展，互联网开始快速增长；2010年前后，移动通

信步入成熟期，3G技术快速发展，流量消费起步，IPTV成

为运营商主流业务；2015年左右，4G技术加速发展，流

量消费成为主流。

在拉动流量增长上，视频无疑是最强劲的引擎。一方

面，视频本身就在不断开疆扩土，从最开始的电影、电视

等娱乐视频，拓展到FaceTime、Skype等通信视频，渐渐渗

透到企业/行业视频，比如电子教学视频、远程医疗视频

等。

另一方面，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也带来了消费行

为的改变。以前，人们主要是通过电视、电影等大屏幕，

在家或电影院等固定场所，被动地观看视频。如今，大多

数人都有大大小小几块屏幕，不仅可以随时、随地、随心

地观看各类视频，同时也在不断地生产视频。

正如Digicel Play集团CTO John Quinn所说：“现在已经

没有单纯的消费者了，人们在消费内容的同时，也在不断

地生产内容。人们转身成了生产消费者（Prosumer）。”

这些事实都将推动视频行业蓬勃发展。据OVUM预测，视

频业务将呈现爆发式增长，到2020年，视频业务流量将会

占据整个电信管道流量的80%以上。

文/米雪苹

汇聚百业的生态，大视频正当时
不管是从电信行业的发展趋势、视频本身的演进，还是消费者行为习惯的转变来看，视频

业务都成了运营商不得不重视的一个话题。而从LG U+、四川电信的发展来看，把视频当

做基础业务，也许能为运营商找到下一个风口。在这个风口，除了网络本身，内容与体验

也至关重要。

在流量消费为主的今天，如何利用占据管道流量80%

以上的视频，成了电信行业的热门话题。

从增值业务到基础业务

据统计，从全球范围来看，TOP 100运营商中约70%

已经开展了视频业务，TOP 50运营商中超过50%的大T把

视频作为了基础业务。中国联通TV增值业务运营中心总经

理董大武曾表示：“视频业务能够增加基础业务能力，对

高带宽接入的应用业务是很好的补充。就视频本身而言，

用户越多，体验越好，视频就越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业务增

长点，中国联通已把视频业务作为基础业务来看待，也是

网络转型的催化剂，能够牵引网络转型的实现。”

弯道超车的机会

面对激烈的竞争，在流量的拐点上，视频也是部分

运营商实现弯道超车的机会点。韩国的LG U+就是典型案

例。韩国通信市场竞争十分激烈，LG U+市场占有率长

期排名第三。LG U+前CEO李相哲回顾这段历程时曾说：

“（当时）在品牌方面，我们比较落后。我们需要新的突

破点来打破这个局面。后来，我们发现视频就是出路，视

频将会成为下一个‘语音’。当时，还没有哪家企业能把

视频业务做好，但我们就决定‘做视频’。五年之后，我

们发现，这个决策非常正确。”

通过将视频与LTE业务捆绑，LG U+打破了韩国的通信

市场格局，使其份额从17%增长到21%，ARPU从25美元

上升到36美元。“我们不是有了LTE才来做视频，我们搞

LTE是因为我们要做视频业务。所以，我们在LTE商用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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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同步开展视频业务。我们做了HDTV，为视频业务建

了超大的云化系统，也做了U+box。视频通话业务也随着

LTE的商用，同步上市。”李明哲总结说：“视频业务会

从不同方面带来回报，更多的用户、更高的ARPU，以及

随之而来的更多的收入。如果你下定决心做视频，完完全

全地扎进去，投入所有，迟早，视频会带给你回报。”

路，不止一条

与此同时，四川电信通过012战略，走出了另外一条

路：0元看电视、1根光纤、2部手机，将IPTV纳入产品基

础包中，也即将宽带、IPTV、固话、手机捆绑在一起，设

置不同的资费包；同时，视频变革为一把手工程，以视频

为基础业务改组组织结构，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四川电信IPTV在2013年6月，达到100万用户。实施

012策略、将视频作为基础业务开展后，用户发展进入快

速增长期。到2015年6月，用户增长到600万，之后每月

新增用户达33万；到2016年上半年，用户已突破900万。

此外，大视频战略也带动了移动用户的份额增长，使其三

年提升了7.3个百分点。

内容、体验为王

这些案例很好地阐释了视频发展的前景。然而，视频

业务自身极为复杂，除了运营商自身的网络能力之外，还

有许多因素需要考虑，比如内容和体验。

内容：“现在每天都有新的内容以各种方式、形式

生产出来。自产内容、OTT内容、用户原创内容，层出

不穷，运营商要同步赶上，绝非易事。”Digicel Play集团

CTO John Quinn说道：“作为运营商，在内容运营上，我

们必须做出艰难的抉择。”

在2016年9月于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UBBF上，与会

嘉宾参与投票“哪种视频业务对整体业务增长贡献最

大”，投票结果对运营商当下如何选取视频内容，也许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排名第一的Premium video（SVoD、

TVod、Premium Linear TV）遥遥领先，排名第二的是UGC

视频，接下来是B2B行业视频服务（安全、第三方视频应

用等），排名第四的是通信视频（移动呼叫视频、家庭视

频、远程视频等）。

同时，在视频领域，内容生产、制作涉及众多不同玩

家，上下游关系复杂。运营商与OTT到底是竞争，还是合

作关系，还是竞合关系；内容主要是自己生产，还是主要

与其他玩家合作生产等等，其实都没有标准答案，需要根

据运营商自身情况、市场环境等，进行选择。

体验：用户体验是第一生产力，根据调查研究，视频

加载时长超过2秒，用户会选择关闭视频；加载或卡顿时

长每增加1秒，选择关闭视频的用户就会增加6%；其中，

35.2%的用户因卡顿而放弃观看视频；切换频道时长大于

1秒，则可能会引起用户抱怨；切换时长小于0.6秒，用户

会有浸入式观看体验。

为此，运营商需要一套系统的跨屏、跨网、跨业务的

视频体验衡量评价标准，使得视频业务能够在统一的评价

标准下，监测视频体验中的各项参数，定位改进之处，提

升用户体验。

总之，在视频业务发展上，内容与体验都是绕不开的

话题，运营商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出适合自身发展的

策略。

运营商与OTT到底是竞争，还是合作关系，还是竞合关系；内容

主要是自己生产，还是主要与其他玩家合作生产等等，其实都没有标准答

案，需要根据运营商自身情况、市场环境等，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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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内容创造者、数字平台和终端用户这些节点无缝连接，移动运营商是CNN不可或

缺的合作伙伴。正如CNN首席产品官Alex Wellen所言，“运营商的网络应该像我们的内

容一样优秀，我们的内容也要像网络一样优秀”。

文/CNN首席产品官  Alex Wellen

如何将内容传递到用户指尖

CNN

CNN首席产品官Alex We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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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机取代电视成为新时代媒体终端，用户

获取资讯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CNN认为，传统媒体要谋求数字化转型

成功，关键不仅是提供更权威、更有价值的内容，

同时也要在更多数字平台上提供更卓越的观看体

验。为此，CNN将“移动先行，数字第一”视为新

媒体发展战略，发布了CNNgo创新数字平台，帮助

用户随时、随地、随心点播新闻视频。                                                                               

CNN于1980年创立，是世界上首家全天候播

报新闻的电视台。一周7天、每天24小时的CNN滚

动新闻，曾经囊括所有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比

如里根总统遇刺、海湾战争、苏联解体、911事件

等。

“移动先行，数字第一”成为首要

战略

CNN通过改变讲述故事的方式，改变了人们对

新闻的消费方式。CNN和运营商的命运密不可分。

CNN需要移动运营商的帮助，为用户提供极致的新

闻报道体验。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如今新闻消费的规模，看

看最近的美国总统大选就可以知道。2016年11月

9日选举当天，CNN Digital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流量

高峰，各项数据创下历史记录，这种情况在过去

十年中很少见到。一天就有7千7百万个独立来访

者、5亿页面访问量、1亿次视频观看量（包括现

场直播）。在某个时间点，同时有230万并发流

量，很大部分由遍布世界各地的蜂窝网承载。

当我们惊叹于这些数字时，不妨回想上世纪

60年代的广播公司。1960年，我们进行了第一

次美国总统大选的电视直播，辩论双方是马萨诸

塞州议员肯尼迪和共和党的尼克松，当时有6千

6百万人通过电视观看了直播。60年后，广播的

形式截然不同，新闻报道使用了蜂窝网服务、移

动设备、互联网电视、有线电视网等渠道和工

具。

对此，CNN想重新定义“广播”这个概念。过

去的新闻报道是每天一次，大家都看着一样的新闻

节目。不管是电视，还是广播，传播的是一对多、

一致的新闻声音，至少过去美国的新闻是这样。

30年后，CNN接棒新闻传播的使命，让新闻24小时

不间断播出。这在当时来看，是有些疯狂的。但是

有那么一小部分观众一直收听和观看CNN的节目，

这些观众不断增长，到如今已使CNN拥有全球最大

的新闻受众用户群体。同时，CNN的新闻内容也从

本地新闻，扩展至全球新闻。

面对全球用户和全球新闻内容，我们必须实现

数字化。数字化的特点就是无处不在。数字化要求

CNN聚焦目标用户，深入理解用户需求，关注用户

体验。CNN的目标是成为大型数字化企业，以及全

球移动和视频新闻及资讯传播的领导者。要实现这

一愿景，唯一的途径是与移动运营商深入合作，所

以CNN和运营商的命运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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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稳定的移动网络，为快速可靠

的新闻报道保驾护航

在成为领导者的路上，蜂窝技术的普及和运

营商的支持，使电视、电脑、移动终端等设备成为

了新闻消费终端。CNN也拥有了全球最大的桌面新

闻网页，以及更多移动版用户。CNN的独特之处在

于多平台的整合传播。由于用户关注的不只是移动

端、桌面端，或者电视端，而需要统一的新闻品

牌。CNN有能力响应这一需求，并成为用户生活的

一部分。这其中，CNN基础最薄弱的是移动平台，

必须要加强，并保持时刻在线。

在美国市场，CNN毫无疑问是行业领袖。最新

的一份报告将CNN列为全球第一的新闻品牌，超越

了BBC、CNBC以及其他所有竞争对手。这对CNN来

说，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也需要运营商提供更多支

持。CNN的战略就是聚焦全球化的移动平台，以及

视频内容，快速发挥平台的用户和内容聚集地的

作用。因此，CNN所有产品都聚焦平台和产品两方

面。

具体而言，CNN希望传播精品内容，并为不同

平台（传播渠道），或不同产品，设计适合的内

容，不仅方便用户通过数字化的方式观看这些内

容，还能够得到个性化的新闻观看体验。在视频内

容的传播上，围绕各种直播视频、视频点播、视频

片段等等的用户体验，CNN要消除卡顿，提高视频

质量，降低时延。所以，内容不能脱离产品和技术

而存在，而应该是产品、技术、内容的完美融合。

C N N依赖移动运营商来分发各种新闻产

品，C N N产品最重要的特点是真实体验。真实

体验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拥有平台，但我们打造

的发布平台，开发的客户端和网页，都必须是

真实的，必须能提供给用户独一无二的体验。

也就是说，C N N的平台需要同时发挥两大作

用：终端和渠道。

要想在新闻界不被淘汰，CNN必须将触角延伸

到用户新闻获取的每个角落，因为用户需要值得

信赖的、时刻在线的新闻资源。CNN新闻不仅要拓

展到Snapchat、Apple News、Google AMP、Kick、

Line、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各大社交媒

体，还要提供真实可靠的资讯。这使得CNN不能随

便挑选内容，重新包装一下，就推送到社交媒体平

台上。我们要在这些平台上实现CNN式的服务，要

围绕各种社交媒体平台构建CNN的业务。CNN的新

闻报道模式就是“好故事+好体验”，二者结合比

单独一方面要更吸引人。

新闻产品必须能让人入迷、符合用户的直观

感受、可靠、无处不在，就像生命线一样，具备及

时性和响应性，并且毫无违和感。所以对于新闻来

说，故事永远第一，平台是第二位的。内容值得用

户付费消费，这点尤为重要。新闻在很大程度上是

基于广告的产品。过去两年，CNN基于各类社交媒

体和新媒体平台推出了100多个产品、几千个产品

特性、几十个新平台，以及视频内容等等。同时，

CNN在这个过程中将故事的传播，融入了故事本

身，从而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

CNN通过改变讲故事的方式，改变了人们

对新闻的消费方式。CNN和运营商的命运密不

可分。CNN需要移动运营商的帮助，为用户

提供极致的新闻报道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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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药明康德联合华为发布了中国首个精准医疗大数据云平台——明码云。明

码云旨在打造覆盖全国、标准统一、安全可靠的精准医疗云服务，推动国内基因组信息

及精准医疗大数据的集中和应用，促进交流与合作，助力中国精准医疗计划的实施。

助精准医疗走进现实

明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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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入21世纪后，随着科研水平和IT技术的

进步，基因工程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让人们利用基因组信息开展精准医疗，

并最终改善人类健康状况成为可能。

从单个基因解密到大规模人群基因组、临床表

征等数据的快速积累，基因组研究在近期实现了质

的飞跃。业内专家认识到，要想真正实现基因组信

息服务于人类，一方面必须有针对遗传性疾病、肿

瘤等的诊疗解决方法，另一方面必须解决海量基因

组和临床数据的存储、分析和共享等挑战。这正是

精准医疗产业的巨大发展机遇。

在全球，精准医疗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

中国“十三五发展规划”也把精准医疗作为战略新

兴产业。伴随着精准医疗研究项目在全球的全面推

进，如何围绕精准医疗更好地服务人类，成为医疗

行业领导者思考的问题。

如果能基于云计算技术，打造一个充分整合

医药研发经验和精准医疗处理技术的大数据云平

台，能更好地帮助医疗机构，为患者提供方便快

捷的精准医疗服务。药明康德集团企业明码生物

科技审时度势，富有前瞻性地发现了其中的市场

机遇。

中国首个精准医疗大数据云平台诞生

作为精准医学全球领先者，明码生物科技由药

明康德基因组学中心与由deCODE公司拆分而来的

业界领先的生物信息公司NextCODE Health组建而

成。2013年10月，NextCODE公司从安进公司获得

由deCODE公司开发的基因临床诊断应用技术的独

家授权。2015年1月，药明康德宣布以6500万美元

现金收购NextCODE公司。

目前，凭借Nex tCODE系统的GOR数据库及

在此基础上开发的序列分析（Sequence Miner，

SM）、临床序列分析（Clinical Sequence Analyzer，

CSA）和肿瘤突变分析（Tumor Mutation Analyzer，

TMA）等模块，明码生物科技构建了全球领先的基

因组学及精准医学大数据分析平台，可在单个碱基

分辨率的基础上实时存储、查看并分析生物信息大

数据，为全球客户提供全面基因测序及生物信息服

务，为诊断和治疗提供必要的测序数据分析、阐释

等服务，更有效地帮助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更好地

诊断和治疗疾病。

2016年5月，药明康德联合华为，发布了中国

首个精准医疗大数据云平台——明码云。明码云旨

在打造覆盖全国、标准统一、安全可靠的精准医

疗云服务，推动国内基因组信息及精准医疗大数据

的集中和应用，促进政府相关部门、医疗行业、学

术界以及业界在精准医疗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助

力中国精准医疗计划的实施。目前明码生物科技

的NextCODE系统已经完全搭载在华为企业云平台

上，并面向全球基础生命科学研究机构、生物医药

研发公司、医疗健康机构以及临床医生和个人消费

者等提供全面的精准医学云端整体解决方案。

华为企业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精准医疗云平台需要一个可以通过普通互联

目前明码生物科技的NextCODE系统已经完全搭载

在华为企业云平台上，并面向全球提供全面的精

准医学云端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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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获取专业计算资源的快捷通道；还需要一个按

需配置、计量收费、用完释放的高效系统；还需要

可定制化、弹性可扩展的存储系统，以及友好、操

作简单的管理界面。华为企业级云基础设施服务完

全可以满足药明康德明码云的上述需求，并具有以

下六大优势。

第一是保证了IT架构安全、稳定、可信赖。华

为企业云的所有机房采用T3+标准建设，能提供专

业的安全保障体系，通过分布式存储和异地灾备为

客户的数据和业务保驾护航。

第二是专业的I T构架维护。华为专业的维护

服务为客户免去后顾之忧，使其更聚焦自身的核

心业务。

第三是使用效率高。传统信息化建设需要招

标、采购、选型等繁琐的流程，耗费大量时间，上

线一套系统往往需要3-5个月，但是企业云服务的

资源可随时使用，客户通过网站上的简单操作，即

可在10分钟内开通所需资源。

第四是轻松扩展。企业的一些应用面临业务浪

涌和快速扩展的需求，而企业云服务拥有海量资源

池，可以支持企业业务的弹性扩展。

第五是资源共享。基于云计算的统一建设可实

现资源的最大程度的共享，还有利于数据的集中，

从而实现大数据分析。

第六是华为企业云服务已经在全国布局20多

个数据中心，具有覆盖全国的网络资源。

我们相信，药明康德世界一流的医药研发能

力，结合明码生物科技在分析、挖掘、共享基因

组学、精准医疗大数据方面端到端的丰富技术经

验，以及华为领先的云计算技术和运营能力，将

为中国精准医疗大数据建立可信赖的本地化的云

计算、云存储、云分享和交换的云服务平台。

云计算加快推动精准医疗产业发展

精准医疗是综合个人基因、环境与生活习惯差

异的新型医学概念与医疗模式，是下一代医学的发

展方向。而云计算是未来的技术发展趋势，将为企

业创新、信息成本降低、工作方式及商业模式等，

带来根本性改变。明码云是药明康德依托华为企业

云服务，进军精准医疗产业的重要平台，其在云端

有效完成数据存储、分析和管理，将最后结果交付

给专业的人去进一步使用。例如，国内儿科领域领

军者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使用明码云平台的数

据分析系统做遗传病的诊断，在此基础上还成立了

罕见病诊疗中心。

药明康德与华为企业云服务的深度合作，还体

现在人口和疾病队列的精准医疗项目上，通过整合

临床研究的检测数据与基因组数据，将数据进行存

储、次级处理以及个性化的高级分析，从而发现药

物靶点以及生物标志物。

双方的合作可以帮助行业和科研工作者，更

加充分地利用基因组学和大数据，推动中国精准医

疗研究以及个性化健康管理，最终实现以基因为出

发点来规划个人健康生活习惯，达到精准健康的目

的。可以说，以云计算平台为依托的基因组医疗大

数据的时代已经来临。

关于明码生物科技

药明康德集团企业明码生物科技（WuXi 

N e x t C O D E）由药明康德基因组学中心和精

准医学大数据分析的领导者冰岛N e x t C O D E 

Health公司整合成立，是全球精准医学领域的

引领者，致力于运用精准医学大数据改善人

类健康。明码生物科技拥有一体化开放的平

台，包括中国首家通过美国CLIA和CAP双重认

证的实验室，以及全球唯一经过三十万人全

基因组数据验证并优化的NextCODE精准医学

大数据分析及解读系统，支持云端及线下使

用。明码生物科技总部位于中国上海，在美

国和冰岛等地设有分支机构，为世界各地的

研究人员、临床医生、健康机构以及个人消

费者等提供全面的精准医学整体解决方案。

助力全球合作伙伴加速药物研发、诊断试剂

开发、降低人类出生缺陷、提高罕见病诊断

和其他精准医学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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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tel
作为全球顶尖的电信运营商，Bharti Airtel在亚洲和非洲两大主要运营市场实施数字化转

型。为了使改革更加聚焦，符合长期战略，Airtel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转型之路。Airtel

全球CIO Harmeen Mehta介绍了该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探索。

以数字化转型，谋自身发展

文/米雪苹

Airtel全球CIO Harmeen Meh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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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兼修满足变化的客户需求

纵
观历史，电信行业由于受技术驱动，演

进速度比其他垂直行业要快。电信技术

从2G、3G到4G，再到现在的4.5G和5G

试点，每隔几年就要转型一次。

然而，在这场号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

消费者成为数字化转型的主要驱动力。Mehta指

出：“消费者的生活日益数字化，所以他们希望服

务提供商也能跟上步伐，满足其需求。”因此，电

信行业开始强调重视客户体验，意图通过持续提供

端到端的优质体验来获得差异化优势。

根据客户旅程的几个阶段：关注、考虑、购

买、预留、拥护，A i r t e l将公司对外架构重新梳

理，实现多管齐下，共同发力。Mehta解释说：

“我们的数字化战略是根据上述几个客户旅程阶

段，梳理公司对外架构，以确保架构划分由客户体

验旅程和消费者行为牵引，而不是由历史组织架构

或业务细分所引导。”

例如，A i r t e l在内部设计并部署了决策树系

统，当客户遇到问题时，可以通过呼叫中心，以最

快的速度，联系到合适的人解决问题。同时，还辅

以一个客服应用，自动处理SIM卡投递、新入网等

客户申请。

然而，在实施面向客户的战略的同时，Airtel

并没有大刀阔斧地进行内部改革，因为“没必要这

么做。我们将负责客户体验旅程各个阶段的骨干成

员抽调出来，汇集他们的智慧，来进行数字化转

型。”得益于此举，Airtel在整个运营链上安排了

最合适的人选，最大程度地实施了变革，同时，又

将变革对组织的影响降到了最低。

运营商需要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体验，满足用户

不断变化的需求。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就是简化

客户体验。但是，知之非难，行之不易。运营商在

进行网络和IT架构转型的同时，还要保证业务能够

顺畅运作。Mehta承认说：“NFV比其他转型工作

都要复杂一些，因为网络转型就像是边开车边修引

擎。不过，这也是工程师热衷钻研的问题。他们喜

欢沉浸其中，乐此不疲。”

虽然每个垂直行业在营销时都强调客户，但

是，Airtel以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仅仅强调客户体

验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合理调整架构，向外部优秀

实践学习，而且要弄清楚转型后的服务对象是谁。

以非洲市场的运营经验为参考

在其运营的两大市场上，Airtel认识到非洲和

亚洲客户情况比较特殊。Mehta认为，这两个市场

为运营商“颠覆电信行业”开辟了新途径。在她看

来，这两大洲不仅倡导“移动优先”，而且日渐成

为“移动唯一”的经济体。非洲尤为如此。

虽然非洲的文盲率可能居全球之首，但非洲客

户并未在数字化浪潮中落伍。以尼日利亚为例，该

国24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65%，因而数字化程度

很高。从该国巨大的社交媒体使用量就可见一斑。

据皮尤研究中心统计，尼日利亚社交媒体的使用量

占互联网使用总量的78%。

同时，非洲也是移动支付采纳速度最快的大

洲。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世界银行、盖洛

普民意调查机构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全球使用移

动支付最普遍的20个国家中，非洲国家占15个。

Mehta认为，可以“从非洲市场学到很多东

西”。Mehta透露说，2015年印度政府为Airtel授予

支付业务许可证时，“移动支付利润率非常低”，

“但是，这是一项大业务，只要能维持货币流通，

就算成功”。因此，她认为，要想成功，运营商必

须首先提高该业务的渗透率和采纳程度，“这也是

印度可以向非洲学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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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兰股份打造的车联网云平台将为产业链下游客户提供一系列服务，期望联合更多合

作伙伴，构建产业联盟，带动下一代车联网以及云计算产业生态的建设和创新发展，

未来还将提供车联网全球服务。

车联网该选择什么样的云？

楼兰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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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联网该选择什么样的云？

大
连楼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楼兰股份）是国内领先的车联网和智能

汽车解决方案供应商，八年前开始搭建

车联网云平台，经过多次迭代和优化，如今楼兰股

份的车联网云平台已经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车联网

云平台，物理服务器超过两千台。

楼兰云平台应用覆盖了新车销售、二手车、维

修保养、保险金融、移动出行（车分享）、车辆控

制、智能驾驶等多种业务。不过，即便楼兰股份自

建了车联网云平台，面对车联网的爆发式增长，仍

不能满足业务的快速扩张。

由于车联网企业的发展基本是台阶式的增长模

式，熬过一个长时间的等待和积累期，突然在一个

点出现方波上升沿式的爆发。自建模式显然无法满

足业务的陡然增加，选择第三方云服务商的弹性资

源来匹配发展，是处在这个阶段车联网企业的必由

之路。

于是，楼兰股份将目光瞄向了第三方公有云，

不过要找到一个适合车联网业务的云并不容易。

车联网云的“极致”要求

车联网的特性决定了云的选择不是随随便便就

可以用起来的，楼兰股份董事长田雨农形容车联网

为物联网应用的极致，“从云的分类来看，有互联

网云、物联网云和泛在网（互联网+物联网）云，

而楼兰车联网云是泛在网类型的云，属于下一代智

能车联网云平台。同时，它也是目前云应用中最复

杂的应用，不仅涉及到人与人直接的连接，还包括

人与物、物与物，因此它涉及到人、车、传感器之

间的组合交互。”

田雨农连用“极致”形容车联网，它到底体现

在哪？

永续连接：满足永远在线。车联网应用是由

车载设备、云平台、APP组成的一个远程控制反馈

系统。因为涉及车辆和人身安全，它们之间的通道

要持续保持连通状态，一方面车要时刻等待着控制

命令，另一方面它也要持续将数据上传到云控制平

台。

移动性：满足高速移动的通讯。从通讯的角

度出发，速度特别快的时候，通讯就会延迟或中

断。高速通讯是通讯的极限应用，但对于车联网来

说，无论是车主开到50公里/小时，还是150公里/

小时，在高速移动中都要满足连通需求。

实时性：满足毫秒级采集和传输。车联网要

对车辆行驶的每一次碰撞进行捕捉，从物理学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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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每次碰撞20毫秒意味着采集必须在10毫秒以

内完成，并进行传输。

海量性：单车每秒可产生高达1GB的数据，这

是由车辆所有部件每时每刻的运转状态产生的。假

设靠云托管的一台车，需要每秒收集1GB以上的数

据，才能完全了解这辆车的实时状态。对于车联网

云平台来说，虽然一辆车相当于一个客户，但一辆

车却相当于至少一万个腾讯或阿里用户。在此方

面，尽管目前的通信技术还无法满足全量上传，但

云平台至少要具备单设备百兆的接入能力。

安全性：互联网安全影响的是财产和隐私，车

联网安全关乎生命，必须确保车联网云的安全性。

牵手华为企业云

在众多的第三方云服务商里，楼兰股份最终选

择了华为企业云。近日，楼兰股份与华为企业云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共同打造下一代车联网解

决方案、构建面向未来的车联网云平台、推进自动

驾驶技术和智能汽车等领域的发展，达成全方位战

略合作。

现在，楼兰车联网云平台已经接入华为企业

云，实现了“双活”。

既然车联网是一个“极致”应用，华为云又如何

满足这一严苛要求，并得到了楼兰股份的认可呢？

华为企业云是一家专注打造企业级云基础设

施服务的供应商，坚持“被集成”战略，坚持开

放合作的理念，并承诺永远不进行数据变现，与

合作伙伴一起共赢云时代的未来。从产品和解决

方案的角度看，华为通过技术创新，打造了高弹

性、低时延、高可靠的企业级I aaS，拥有业界领

先的FusionSphere云操作系统、OceanStor企业级

存储、FusionServer服务器、软件定义网络、安全

等技术和解决方案，具备构建企业级云服务所需

的端到端能力，可以支持用户向混合云过渡。从

服务的角度看，华为企业云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通过独有的三级网络节点布局、覆盖全国七大区

域，整合海量、高可用的云资源，为行业客户提

供可信赖的云服务。

田雨农表示，“双方的共同基因让我们与华

为走到了一起，车联网属于典型的信息通讯技术

（ICT）应用，而这恰恰与华为的基因一脉相承。

相较于其他云服务商，华为最了解车联网的应用场

景和相关技术，而且还能提供从芯片到终端和平台

的全套解决方案，如SDN、统一的物联网网关、物

联网终端开放平台等。”

楼兰股份的车联网云平台和其他的云不一样，

田雨农指出，正如之前所说，车联网云是在高速移

动中完成基站的频繁切换，假设100公里/小时的速

度，意味着3秒之后就是下一个基站。这样快速的

楼兰云平台应用覆盖了新车销售、二手车、维修

保养、保险金融、移动出行、车辆控制、智能驾驶

等多种业务。不过，面对车联网的爆发式增长，

该平台仍不能满足业务的快速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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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在其他云里没有这种场景，不支撑或没有为

此做好准备。但这些涉及到通讯技术底层的问题，

是华为的擅长之处，可以跟楼兰股份进行更深入的

交流并给予帮助。

另外，在田雨农看来，华为企业云“7*24小时

&五星级”的服务理念，“永不进行数据变现”的

服务承诺，以及全球化的服务能力，都是车联网云

服务的“法宝”，它能为楼兰股份在车联网领域的

腾飞插上翅膀。

田雨农进一步说道，“华为的研究和采纳的

能力也特别强，一旦发现你这个场景比较特殊就

能快速跟踪。”他坦言，在起初楼兰股份车联网

平台和华为企业云对接时也遭遇过麻烦，就像楼

兰车联网秒级上传数据的特性刚开始就被华为云

认为遭到了DDoS攻击，不过这是其“极致”但正

常的业务类型，华为很快响应了这种场景，同时

华为云也会对其整个平台架构进行不断重构和迭

代，增强适应性。

虽然楼兰股份和华为企业云签署战略协议并不

久，但双方在一起合作已经一年多，这其中令田雨农

印象深刻的是华为的技术响应，他将这种响应称之

为“战斗级响应”。而不是遇到问题，都交由供应商

800呼叫中心简单答复，很多专业性的问题无法给予

针对性的方案。显然，华为企业云的专业、安全、服

务等，可以解决楼兰股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共同打造下一代智能车联网云平台

楼兰股份打造的车联网云平台将为产业链下游

客户提供一系列服务，例如为车联网企业提供专业

的车联网云服务（PaaS & SaaS）；为整车制造企业

提供专业的车联网云服务（前装智能车联网解决方

案）；为汽车金融保险企业提供专业的车联网云服

务（RCTS、UBI、RDM、RLAS）；为汽车经销和服

务企业提供专业的车联网云服务（后装智能车联网

解决方案）；为城市智能交通提供基于下一代智能

车联网的城市智能交通解决方案。

为此，楼兰股份正在勾勒下一代的智能车联网

云平台，通过和华为的合作，双方期望联合更多的

上下游合作伙伴，构建产业联盟，带动下一代车联

网以及云计算产业生态的建设和创新发展。

田雨农表达了几点期待，他相信未来不久会变

成现实：推动下一代智能车联网标准体系的制定；

研发下一代智能车联网的自动驾驶技术；拓展下一

代智能车联网全球客户服务能力；构建下一代智能

车联网产业生态联盟。

同时，在汽车这个领域，中国作为全球最大

的汽车生产国，汽车出口量日渐高企，借助华为

全球技术服务能力和云数据中心资源，楼兰股份

能够更容易地提供车联网全球服务，实现全球化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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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合伙人“三人不欢”魔咒

MCT（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海底电缆系统全长约1300公里，建成后将显著提高马

来西亚、柬埔寨和泰国这三大东盟国家的互联网覆盖率和网速。来自马来西亚电信公

司（Telekom Malaysia）、柬埔寨电信公司（Telcotech）以及泰国电信公司（Symphony 

Communication）的高管，解读了这个宏大项目的更多信息。

MCT
文/Gary Maid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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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记”

马
来西亚电信公司Telekom Malaysia总经理

Mohamad Izani Bin Karim，在分析MCT项

目宗旨时指出：“网络连接是推动东盟

地区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东盟廉价劳动力充裕，

具有竞争优势和无限潜力，但是“需要发展网络，

才能吸引更多投资者”。他说：“网络不再是奢侈

品——任何行业要想在东盟构建自己的商业中心，

就必须依赖网络。”

MCT电缆系统将连接马来西亚的珍拉丁湾和

泰国的罗永府，并通过海底线路分支器连接柬埔

寨的西哈努克城。不过，该项目覆盖的区域远不

止这三个城市。“通过陆缆，网络进一步连接至

老挝和缅甸，并与泰国和越南之间的现有电缆连

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MCT项目竣工后，东

盟将成为理想的投资场所。”Izani补充道。目前，

东盟GDP增长强劲，例如缅甸2016年GDP涨幅高达

8.4%。在此背景下，先进的数字基础设施必将进

一步拉动东盟的可持续发展。

泰国电信公司Symphony Communication执行副

总裁Supornchai Chotputtikul指出，泰国移动用户渗

透率超过100%，MCT项目将有助于满足国内6800万

人口的数字生活需求。“泰国有8000万移动用户，

MCT项目将有助于满足不断增长的网络需求，支撑

泰国经济发展。这正是泰国政府竭力达成的目标之

一。”

与这两个毗邻的国家相比，柬埔寨的网络发

展水平较低，国内1500万人口中，能够使用互联

网的人口不足40%。不过，移动接入是国内民众

首选的上网方式。柬埔寨电信公司Telcotech CTO 

Prakash Velayudhan指出，MCT海缆将是第一条直

接在柬埔寨本土登陆的国际海缆。项目完工后，大

容量的高速网络将惠及更多民众，并改变国内行业

格局。他说：“MCT项目将降低最终用户成本，帮

助我们大力发展网络市场。同时，还将加强柬埔寨

与其他国家的联系，促进国内经济发展。”

这一切并非只是美好的梦想，而是有数据支撑

的。世界经济论坛研究发现，对于中低收入国家而

言，宽带普及率每提高10%，就可使经济增长1.4

个百分点。

走向世界

P r a k a s h深知网络对于柬埔寨的战略意义：

“柬埔寨高度依赖国内陆缆，需要通过泰国或越

南才能与其他国家相连。从这个角度来看，柬埔

寨远远落后于本地区其他国家。MCT项目将帮助柬

埔寨解决连接难题。”Prakash进一步分析了使用

Symphony Communication和Telekom Malaysia网络

将给柬埔寨创造的效益。“MCT项目有助于我们进

一步融入东盟，走向世界。”

尽管网络发展滞后，柬埔寨过去15年间的经

济发展仍然备受瞩目。自本世纪伊始，柬埔寨的平

均GDP涨幅达7.9%。从2015年到本文撰稿时，柬

埔寨GDP涨幅维持在7%的水平，是全球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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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倍多。服装、鞋帽、建筑等传统行业将继续

拉动国内经济增长。不过，柬埔寨并不仅仅满足

于已取得的成就，而是希望实现经济多元化，提

高民众收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最终推动数字

经济的发展。MCT海底电缆项目将为这一目标的

达成创造有利契机。

相比之下，马来西亚GDP增长率（4.2%）虽

然低于柬埔寨，但马来西亚为本地区赋予了巨大

的地理优势。例如，Chotputtikul就将马来西亚比

作“通往世界的通道之一”，因为马来西亚连接

东西方，是东盟与亚洲、欧洲以及北美交流的通

道。Chotputtikul说：“马来西亚的地理优势可促

进东盟的贸易和技术发展，提高东盟对其他国家

和地区的吸引力。”

基于战略考量选择合作伙伴

Telekom Malaysia在海缆建设方面经验丰富，

在MCT项目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Chotputtikul

指出：“Telekom Malaysia在整个东盟地区有着巨

大潜力，因为马来西亚政府与新加坡政府关系紧

密，而且马来西亚已经打通了通往世界其他地区

的通道，包括通往新加坡的通道。”

虽然Symphony Communication和Telcotech在

海缆建设方面经验稍有欠缺，但是Telcotech曾与

Telekom Malays ia，在直接连接东南亚和北美的

高带宽海底光纤电缆系统Asia-America Gateway

（AAG）项目中，有过合作。Prakash相信，此次

合作将直接造福柬埔寨以及整个中南半岛。“与

Symphony Communication和Telekom Malaysia合作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发展内陆市场。”

Chotputtikul对此表示赞同，他指出，从泰国

的角度来说，Telcotech（通过Ezecom）和Telekom 

Malaysia，打开了本地区通往亚洲经济巨头新加坡

和香港的关键通道。“如果去新加坡，就可以使

用Telekom Malaysia的网络，因为我们之间建立了

合作关系，可以互相给优惠价。同理，如果去香

港，Ezecom Data则是我们首选的合作伙伴。”

虽然规模如此巨大的合作项目涉及各方利

益，错综复杂，但是I zan i清楚，要想成功合作，

必须具备两个关键要素：“必须了解合作伙伴的

需求，并促使合作伙伴朝着共同的目标迈进。”

三家公司的高管一致认为，海底电缆行业将进一

步发展，置换老旧系统，并推出新解决方案，满

足东盟地区不断增长的带宽需求。

I zan i说：“日本家庭可以享受千兆带宽，马

来西亚在向100Mbps、500Mbps网络发展，而柬埔

寨的网络容量约为40G，未来将实现五倍增长。很

明显，要想获得这么大的带宽，就必须具备更大

容量。”

与此同时，选择合适的设备供应商也至关重

要。此次是Telekom Malaysia第二次与华为海洋合

作，I zan i对华为海洋赞誉有加：“华为海洋对柬

埔寨和泰国合作伙伴的支持，已经超出了应尽的

职责范围。”

MCT项目对于东盟地区的重要性不容小觑。随

着数字化进程的迅速推进，无处不在的高速宽带已

经成为发展数字经济的前提。不实现数字化转型，

经济发展就会停滞不前。而要想建设强大的数字基

础设施，就必须开展合作。正如Prakash所说的：

“MCT海缆项目并不只是某一家公司的投资，而是

整个地区乃至全球层面强强合作的产物。”

MCT项目对于东盟地区的重要性不容小觑，无处

不在的高速宽带已经成为发展数字经济的前提。而要

想建设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就必须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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