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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各行业领域正在面临数字化的转型，现在以满足人的通信业务设计的网络

已不能满足未来通信的需求。福布斯在最新发布的洞察白皮书 [1] 中通过调查发现，

80% 以上的企业高管认为新一代移动宽带网络（5G）会给他们的业务带来帮助。行

业管理者逐渐认识到，移动宽带网络为各行业领域的转型升级提供了路径和平台，

必须利用好 5G 网络设施提供的连接平台释放全数字化的潜能。

主要观点

业务是 5G 成功的驱动力。增强型移动宽带对 5G 技术需求强劲，是 5G 的早期

杀手应用，将驱动 5G 技术和网络加速发展。

数字化信息的价值不仅在于信息本身，更在于基于连接产生的信息服务 。5G 的

极致连接能力将消除“信息孤岛”，促进数字化共享经济的繁荣，改变人们现有

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并最终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和体验。

5G 网络平台即服务，基于 5G 的移动宽带网络将通过无线连接、移动性、物联网、

云计算和大数据的整合驱动全数字化进程。依托于 5G 基础设施平台的移动宽带

网络将从外部驱动经济社会各行各业的转型。

5G 优秀的空口组合性能及全面云化、灵活的网络架构，相比于其它通信技术的

综合能力表现更加突出，是兑付“一张网络使能多个行业”目标的最佳使能平台。

5G 统一标准将实现行业跨界连接，催熟行业应用，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

垂直行业市场呈现出细化、碎片化的特征，垂直行业应用的优先级有着鲜明的区

域特点，能否获得成功的评判要素包含当地市场的产业链成熟度、市场的认可度

以及国家战略监管策略的契合度。

5G 对垂直行业的真正意义是通过前所未有的连接能力支撑不同行业用户生产、

销售、运营、商业模式的数字化变革，并最终给行业机构和消费者用户带来更多

的收益和体验。

5G 将为电信运营商拓展新的商业边界，从传统增强型移动宽带业务到垂直行业

应用各类业务，从基于人的消费者用户到更多的行业用户。

作为 5G 连接基础设施平台的提供者和运营者，电信运营商是垂直行业的最佳使

能者，是行业用户可信任的商业伙伴。

摘要

 前言
信息数字化的发展正在为经济社会各行各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革。

行业变革激发了移动宽带和物联网业务的快速发展，预计到 2025

年，全球的联接数量将达到 1000 亿，增长的驱动力来源于人、物、

企业的全联接的产业生态，对通信网络的需求也将达到新的高度。

• 数字化信息的价值在于基于连接产生的信息服务 。个人、企业

的“信息孤岛”将被最大限度的连接在一起，并将形成良性循环

驱动更多的互联互通。网络流量快速增加的同时网络连接数也将

从量变积累到大量并发。大带宽、多连接、高可靠低时延的网络

连接能力需求达到了新的高度。 

• 信息获取进入以视觉输入为主导的时期，业务类型从满足办公需

求向进一步满足人们的生活品质的方向扩展。基于移动视频和虚

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的新一代终端的移动应用将成为

5G 的早期杀手应用，随时随地的业务需求将驱动运营商的管道

建设。

• 经济社会各行各业面临转型与变革，基于 5G 基础设施的移动宽

带网络不仅大大提升了人的通信体验，也将会对基于人与物、物

与物的连接构成的各行各业的生产、经营体系的变革提供驱动力。

5G 网络技术的发展与业务的发展互相带动，增强型移动宽带业务

是 5G 的早期杀手应用，将驱动 5G 快速发展。随着技术升级与进步，

5G 网络也将成为催熟行业应用的网络平台。为了深入理解多类行

业应用对 5G 的具体需求，本文选取了与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和民生

密切相关的行业领域，包括增强型移动宽带业务、智能驾驶、智能

电网、移动医疗、智能制造五个行业领域，研究这些领域中 5G 网

络技术的应用机会，以及 5G 网络如何支撑这些行业所面临的变革。

在未来的研究中，将进一步包括智慧交通、精准农业、智能港口等

行业领域，希望有助于全面理解 5G 网络与行业市场的关系，为运

营商更好地实现产业合作从而开辟新的商业机会提供参考。

[1] Forbes Insights , The Mobil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ticipating the Impact and Opportunities 
of 5G Networks on Business, June 2016,  http://www.forbes.com/forbesinsights/huawei/index.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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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技术需求

移动漫游沉浸式体验的应用场景有三个特点：随时随地体验，随

时随地分享，随时随地互动。移动沉浸式体验的高带宽低时延的

技术需求来源于实时精确的图像处理和跟踪， 例如高清图像处理，

场景识别与重构，3D 音频动态跟踪、还原，手势位置动态追踪等。

同时，移动终端的功耗与电池续航能力对网络侧的节能设计也提

出了较高要求。对于 5G 移动网络而言，技术需求主要表现在吞

吐率，时延，系统容量以及支撑多种应用云端部署的网络架构的

改进。

• Gbps 的吞吐率。在热点区域获得理想的移动沉浸式体验，需

要 5G 移动网络提供 Gbps 的吞吐率， 而在车辆高速移动环境

下，AR 智能导航的视频信息流以及车内的 MBB 应用，也需要

随时随地高达 100Mbps 的带宽。随时随地漫游沉浸式体验，

通常需要 100Mbps 乃止 Gbps 级别的带宽。

如图 -1 所示，理想的移动沉浸式体验对带宽的需求，主要是

显示质量的提高（分辨率从目前上市的 1200x1080 到视网膜

分辨率 5073x5707），显示位置更加靠近眼球； 视角的扩大（从

110 度的视角到 200 度的视角）；以及 3D 视觉体验（针对每

个眼球独立的图像处理，数据量增加一倍）。

• 20ms 端到端可保证的时延。一般认为，移动沉浸式体验，从

动作的感知到最终的图像光学呈现，端到端时延需要控制在

20ms 以内，才能避免感知到明显的拖尾和由此导致的眩晕（眩

晕主要是由于未能实现完全沉浸式体验，和键盘游戏手柄等传

统非自然的输入方式相关）。 这其中， 还包括一系列复杂的

处理，例如 3D 图像的处理（双眼独立处理），镜头畸变和色

差的矫正，3D 音频和回声强度的动态跟踪，AR 场景识别和重

构，因此网络侧可保证的时延必须控制在 5-9ms，如图 -2 所示。

  

 

• 10Tbps/ 平方公里的网络容量。在超密集组网的复杂环境下，

还需要有特殊的切换和干扰控制算法以保证移动环境下的用户

体验一致性。此外，功率控制和覆盖也很重要，尤其在高速移

动的环境下，要避免过多的功率消耗导致 VR/AR 终端的电力

和热耗显著上升。

• 支持端到端切片的 5G 云化网络架构。如前所述， VR /AR 移

动沉浸式体验等增强移动宽带终端将日趋通用化。同时，大量

的应用处理将部署在云端服务器，以降低对终端软硬件的需求，

提升兼容性。此外，为眼睛进一步提升视觉体验，通常会实时

显示当前聚焦的一小部分图像，并根据运动实时传输与调整，

部分处理也部署在云端服务器。5G 网络架构的主要特性，例

如控制面和用户面的分离，可编程的用户面转发能力，靠近用

户面部署并随应用的移动动态迁移等特性是支撑应用向云端迁

移的技术手段。

VR/AR 对 5G 网络的技术需求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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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移动宽带业务：5G 早期杀手
应用

01
随

着移动宽带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智能终端的普及，移动视频业务在运营商的业务比重中已经

趋近 50% 并仍将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基于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增强现实 （Augment 

Reality）终端的移动漫游沉浸式的业务正逐渐将成为增强型移动宽带业务发展的方向。可以

预见，从 4K/8K 高清视频到随时随地的移动漫游沉浸式体验类业务，对通信管道的连接需求强劲，将成

为 5G 的早期杀手应用，并驱动 5G 的快速发展。

1.1 驱动力

• 移动视频业务流量快速增长。视频将成为运营商

的基础业务，截至 2016 年，移动视频业务在运

营商的业务统计中占比已经超过 48% [2]。随时

随地的移动高清视频体验，对于网络的吞吐率和

容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随时随地漫游沉浸式体验逐渐普及。信息应用进

入以视觉输入为主导的年代，业务类型从满足办

公需求向着满足人们的生活品质的方向发展。全

景视频随时随地的拍摄与分享，以及移动漫游沉

浸式体验，对网络的吞吐率、端到端时延、容量

都提出了严格要求。

• 应用向云端迁移。移动办公、互动娱乐以及游戏

类大量应用将部署在云端的服务器，需要网络

空口性能提升的同时，也需要网络架构的云化演

进，从架构形态上保障数据传输和通信的高速可

靠性。

1.2 应用场景 

VR/AR 类应用均以高清视频为基础，VR 通过创造

出的虚拟世界或者通过各种现场传感设备模拟真实

的世界，让用户置身其中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AR

是在现实世界基础上叠加更多的数据信息以“现实

+ 数据”的方式扩充对当前现实世界的更全面的感

知。通过移动漫游沉浸式体验，人们可以在室内或

在行驶的途中，随时随地的便利、自由和高效地观

看电影、体育直播、游戏、购物、以及远程移动办公。

这种体验也频繁地发生在教育，培训，建筑，城市

规划，以及油田勘探等领域的协作交流中。

• 虚拟现实应用的典型场景如虚拟游戏、现场体育

赛事转播、远程展示、远程设备控制等。

• 增强现实应用的典型场景如智能导航、导游、教

育培训等。

[2] Huawei, Huawei Mobile Video Report, June 2016, http://www.huawei.com/en/industry-insights/huawei-voices
图 -3：VR/AR 对 5G 网络的技术需求

图 -1：VR 沉浸式体验对网络带宽的需求

图 -2：沉浸式体验对网络时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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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5G 驱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成为下一代移动社交平台

基于未来 5G 移动网络的业务体验将不受地域的限制而迅速交互和传播，VR/AR 移动漫游沉浸式体验所创造的身临其境的交互信息将取代

文字、图片成为下一代社交平台的主要信息载体。

虚拟现实终端和芯片的产业链已经形成，在应用领域，如电影，游戏、零售，房地产行业、以及医疗、教育、建筑与工程规划设计等专业

领域都有了一些成功的应用案例。未来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的各类应用将快速向无线网络侧迁移。目前，

Facebook 支持智能手机 360 度照片上传的新功能已经上线，并且将贯穿 VR 内容从录制，编辑处理，上传和下载的全流程，支持 360 度

3D 视频的随时随地分享和体验。

可以预见，无论新闻事件和赛事直播还是人们随时随地的拍摄分享，都会像今天智能手机一样普遍，5G 技术在上行链路带宽、时延、网

络容量、以及功率控制、节能方案的设计上引入创新方案，有力地支持了随时随地的移动体验，由此带来的巨大的潜在用户市场和规模开

发的成本优势，将最终提升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的通信体验。 智能电网：5G 使能国家战略级的
新能源革命

02
智

能电网利用信息、通信、控制等技术与传统电力系统相融合，提高电力网安全、稳定、高效的

运行能力，在中国、美国、欧盟等多个国家及地区已经上升为基础设施高度的国家战略。智能

电网的通信系统覆盖了电力系统发电、变电、输电、配电、用电的全部环节，其中具有通信需

求的节点包含各种发电设施、输电配电线路、变电站、电厂、用户电表、调度中心等。

2.1 驱动力 

电力系统的发电设施形态、规模以及能源管理与控

制正在经历数字化变革的挑战。同时，过去的计划

经济模式由发电侧到用电侧末端节点是单向的传送

方式，随着共享经济模式的兴起，用电侧用户也可

以成为供电者，共享闲时能源形成双向利用模式。

这些变革对构建大容量、高速、实时、安全稳定的

智能电网提出了需求。

• 技术需求多样化。智能电网五大环节对通信网络

的安全可靠性、带宽、时延、覆盖的要求各不相

同，现有的任何一种通信系统的技术能力很难同

时满足所有需求。

• 跨区域联合控制。各个区域能源分布和用电分布

的情况极不均衡，需要诸如“南电北送”的跨网

段调配和协同管理。以智能电网中的变电站自动

控制为例，数据信息从之前的单站级到网络级的

传输，对长距离、高效、安全的骨干输电网的传

输和保障产生了极高要求。

• 可持续发展、效率及共享经济。基于标准化定义

的网络是智能电网应对长达 20 年生命周期可持

续发展的有效平台。此外，远程智能抄表和调度

不仅能提高人力效率，而且能够全面反映电量使

用和运行数据。终端用户通过共享经济模式出售

闲时能源，节约用电的同时并有效补偿局域供电

紧张的问题。美国政府对 38 家电力公司做过的

一项调查显示，通过智能电表的普及以及支持双

向传输方式的能力，将提供全局用电信息，用户

在高峰期可通过自行限制、避开高峰等措施减少

11% 的用电量。

因为 5G 通信网络的无线空中连接能力，基础设施

建设不需要依赖于电网电力线设施的建设，且抗灾

能力较强，尤其在山地、水域等复杂地貌特征中相

比于光纤、短距离组网通信的施工及网络恢复更加

高效快捷。同时，5G 网络技术具有超大带宽、非

视距传输、广域无缝覆盖和漫游等优点，优秀的整

体组合性能可以满足未来智能电网的多样化需求，

有效保障高可靠、高带宽及智能网络的健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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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应用场景

从智能电网覆盖的五大环节来看，无线通信技术的主要应用场景如图 -4 所示，包含：

• 分布式新型能源的并网管理。5G 网络覆盖广、容量大、实时性、可靠性、可扩展性的优势有效实现水力、风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设

施的并网管理，应对新型能源的随机性、间歇性和调峰能力的不均衡性以及双向流动模式所带来的并网管理挑战。

• 输变电网络的智能管理。输电网、变电设备及其它电力设备的在线实时监测、调度、视频监控现场作业、户外设施状态等全自动化控制

和管理，及时响应可能发生的非正常扰动并快速处理。

• 配电网的智能管理。配电网设施的在线实时监测和自动化管理，以提高各个设备的传输和利用效率，并且能够在不同的用电区域之间进

行电力能源的及时配置和调度。

• 远程智能抄表。对用电信息、电能质量等数据采集和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的增值服务，如远程家电控制、家庭安防、闲时共享用

电等。英国政府预计，若全国 2600 万家庭安装智能电表，可以为用电客户和能源公司在随后的 20 多年中节省支出 25 亿 -36 亿英镑，

减少 3%-15% 的能源消耗，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明显。

图 -4：智能电网的应用场景

2.3 技术需求

• 广覆盖、大带宽和大连接。通信网络跨越整个国家的长距离连续通信，数据中心对实时数据集中处理，要求高带宽、大数据量的支持。

此外，智能电表、关口表等数量庞大的客户计量数据的接入和通信也对覆盖、带宽和连接数及覆盖提出了较高要求。例如大型城市的智

能电表装机量过千万，每天从每块电表向集中器及数据中心上传大量的计量数据。

• 毫秒级 ~ 秒级的时延 。智能电网对电力流传输和调度以及电力设备的安全及时监测的实时性要求很高，现有 4G 网络技术在连接并发

数高负荷运行的同时很难同时保证 20 毫秒的通信时延，需要通过更高连接能力的 5G 网络技术实时掌控电网运行状态，隔离故障自我

恢复，避免大面积电力事故的发生。以电力网主要环节分类，各环节对通信网络的典型时延需求如表 -1 所示。

场景 时延需求 描述

输电网 5 毫秒
主干网的输电线路、电网关键设备如变压器、雷击传感器等设备需要 24 小时 /7 天级别的安全可靠运
行，对电网通信的实时监控要求非常高，如继电保护业务对时延的要求达到 5 毫秒以内 [3]。

配电网 10~50 毫秒
配电站、变电站与控制中心的端到端数据传输对通信的时延 [3] 要求很高，便于及时发现和定位电力故
障，实现快速自愈。

用电网 < 1 秒
用户电表与控制中心、抄表中心的端到端数据传输对通信的时延 [3] 要求较高，便于全面及时反映电量
使用情况和电网运行情况。

新型能源并网 1 秒
新型能源的随机性、间歇性和调峰潮涌的特点，对传感器的信息采集、通信和传输的实时性要求较高。
来自近海和山区的可再生能源、来自于沙漠地区的太阳能，因风速和云层的影响，发电间歇性会在分
钟甚至秒的单位时间内引起电压的突增和陡降。

表 -1：智能电网对通信的时延需求

• Gbps 级别的速率。远程高清视频控制、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的操

作提供可视化通信功能，识别并及时预警电力环节中的故障和指导

快速恢复。主干输电网的传输带宽达到 Gbps 或更高，满足接入传

输网数量庞大的变电站和控制中心的带宽要求。通常，每个智能变

电站的带宽需求为 0.2~1.0Mbps，每百万数字电表的带宽需求为

1.85~2.0Mbit/s，每万个智能传感器的带宽需求为 0.5~4.75Gbit/s。

• 灵活、兼容、可扩展性。智能电网因规模扩大以及分布式能源接入

等因素，在保证传统集中式大电源正常接入的同时能兼容太阳能、

风能等分布式新型能源的接入。

• 电信级安全。电力系统的窃听、攻击涉及到大规模社会生产和人们

的生命财产安全，为确保对电力系统控制能够做出及时且准确的响

应，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调电信级的数据保密性和安全性。

智能电网的技术需求与 5G 能力相关性如图 -5 所示。

[3] 5GPPP, 5G and Energy, September 2015, https://5g-ppp.eu/wp-content/uploads/2014/02/5G-PPP-White_Paper-on-Energy-Vertical-Sector.pdf

图 -5：智能电网对 5G 网络的技术需求

2.4 5G 网络支撑智能电网实现国家战略、提高能源效率 

智能电网 (smart grid) 在全球已经逐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被视为国家能源和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范围内的智能电网计划主

要有美国的全国统一智能电网、欧盟超级智能电网和中国的智能电网。

• 美国早在 2001 年即提出智能电网的概念，目标是提高电网可靠性安全性，提高用电侧的用电效率降低用电成本。

• 欧洲的智能电网的发展主要由欧盟为主导，目标是支撑可再生能源及分布式能源的灵活接入，减少能源消耗及温室气体排放，并完成欧

洲电网互通整合。到 2018 年前，欧盟对智能电网的总投资额将达到 20 亿欧元。

• 中国在 2009 年由国家电网公司公布“坚强智能电网”战略。中国各个地区能源分布和经济发展情况不平衡，能源中心在西部，包括蕴

藏量极大的风能、太阳能等再生能源主要分布也在西北地区，但用电负荷中心在华东华南和华北区域，因此安全、高效、可控的输电和

用电调度管理的通信需求尤其突出。

从全球的能源战略计划可以看出，虽然各个区域的智能电网计划在启动时间上有差异，但总体目标都是在实现能源互联网的基础上提高电

力系统的能源效率。未来基于 5G 技术实现的高带宽、低时延、大连接的无线网络信息平台，将逐步发挥出先进通信技术灵活、长距离组网、

非视距传输和容灾能力上的优势，实现安全、可靠、高效、环保的现代化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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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应用场景

车联网（V2X, Vehicle-to-Everything）以车为载体覆盖到人们的日常出行，应用领域广泛，如图 -7 所示。

现有的短距离无线组网技术可以实现理想传播环境中的小范围区域通信，但在传播环境不理想、路况复杂的非视距通信场景中，很难及时

获得广覆盖的全景交通信息快速作出预警和防撞处理。尤其在高速移动场景中，行驶车辆对障碍物干扰、频率偏移和小区间切换的影响非

常敏感，现有的短距离组网技术的应用范围有限，蜂窝组网的传播路径将成为不可缺失的连接通道，得以满足智能驾驶安全可靠的通信需

求。车联网应用场景和所支持的通信方式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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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系统利用车车通信、车人通信、车路通信和车网通信以及自动驾驶和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实

现车辆、行人、路面基础设施之间的感知互联，对于保障交通安全、提高城市交通运行效率、

降低污染排放都具有重要意义。以自动驾驶为例，安全、自由的行车体验，将带动车联网市场

空间快速增长。NAVIGANT RESEARCH 汽车信息咨询公司的研究报告显示，到 2035 年全球无人驾驶汽

车销量将达到 9500 万辆，如图 -6 所示。埃森哲咨询公司发布的报告 [4] 预测，到 2025 年，所有新车都

将具备联网功能，全球车联网市场总额将高达 8300 多亿美元。

3.1 驱动力

• 安全。车联网将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率，减少交通拥堵并实现汽

车能耗节能和降低污染排放。有数据统计，如果美国公路上

90% 的汽车实现自动化，每年发生的交通事故将从 600 万起

降至 130 万起，死亡人数从 3.3 万人降至 1.13 万人。按照美

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预测，搭载 V2V（车车通信）技

术的中轻型车辆能够避免 80% 的交通事故，重型车能够避免

71% 的事故。目前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趋势，是交通事故的高

发人群，车辆的自动驾驶能力会成为未来的标准配置，将有助

于最大限度确保行动不便、老人等特殊群体在复杂路况下的交

通安全。欧洲 2016“欧洲走廊”计划中，提出在沿途的基础

设施上加载 V2X（车辆与外界设施通信）模块，以实现车辆与

基础设施间的信息交互；韩国计划 2017 年部署 V2X 模块；新

加坡计划 2018 年部署。伴随着多个国家的积极部署，V2X 技

术正逐步走向成熟。eCall （紧急呼叫）, v2x 已经成为车辆标

配功能，并在未来 3 年里达到 30% 的渗透率。

• 高效。车联网与智能驾驶可使交通拥堵减少 60%，使现有道路

网的通行能力提高 2~3 倍。降低能耗方面，停车次数可减少

30%，行车时间降低 13% 至 45%，实现降低油耗 15%。改善

交通状况释放人力从而提高社会生产效率。麦肯锡咨询公司调

研 [5] 发现，当无人驾驶汽车成为主流后，全球通勤者每天共可

节省通勤时间 10 亿个小时。此外，自动驾驶可以把人的双手

和眼睛从方向盘和前方路线上解放出来，在通勤的同时可以从

事办公、娱乐、远程视频会议等其它活动。现有的网络能力尚

不能满足未来车联网应用尤其智能驾驶应用的部署需求，业界

寄希望于 5G 通信网络通过智能驾驶来实现安全高效的出行体

验。由于 5G 网络组网灵活、实时性高、超快速率等优点被广

泛关注，基于 5G 的车联网与智能驾驶技术被通信和汽车工业

领域作为解决道路交通安全问题和发展商业应用的重要研究方

向。

 

车联网和智能驾驶：5G 让智能驾
驶驶进人们的生活

图 -7：智能驾驶的应用场景

图 -6：无人驾驶汽车销量预测

[4] Accenture, Connected Vehicle, April 2016. https://www.accenture.com/_acnmedia/Accenture/Conversion-Assets/
DotCom/Documents/Global/PDF/Dualpub_21/Accenture-digital-Connected-Vehicle.pdf

[5]McKinsey and Company, Ten ways autonomous driving could redefine the automotive world, June 2015. http://www.mckinsey.com/
industries/automotive-and-assembly/our-insights/ten-ways-autonomous-driving-could-redefine-the-automotive-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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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 应用实例 通信方式

车车通信
（V2V，Vehicle-to-Vehicle）

车辆与车队的变道通知、制动通知、自动驾驶、交通信息共享、安全
防撞等。

短距离组网，蜂窝通信

车人通信
（V2P，Vehicle-to-Pedestrian）

车与驾驶者、乘客之间的车载娱乐、导航、保险、支付类应用以及车
与路面行人之间的安全防撞等。

短距离组网，蜂窝通信

车路通信
（V2I，Vehicle-to-road 

infrastructure）
车与路、信号灯、障碍物、周边建筑等路面设施之间的信息互动。 短距离组网，蜂窝通信

车网通信
（V2N，Vehicle-to- Internet 

Network）

车与互联网间的通信，以车作为移动通信终端进行网页浏览、娱乐导
航、搜索、上传下载等信息互动

蜂窝通信

表 -2：车联网与智能驾驶的应用场景

3.3 技术需求

随着车联网和智能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对车辆行驶数据采集、处理和交互控制的要求越来越高，在美国汽车工程师学会和德国汽车工业

学会联合定义的车辆自动化等级（0~5）中 [6]，0 代表完全的手动驾驶等级，5 代表高度智能的自动驾驶等级。随着自动化等级的提高，

对通信信息传输的典型技术需求如表 -3 所示。

车辆自动化等级 自动化程度 传输时延 ( 毫秒 ) 传输速率 / 车 (Mbps)

1 驾驶辅助 (Driver Assistance) 100-1000 0.2

2 部分自动化 (Partial Automation) 20-100 0.5

3 条件自动化 (Conditional Automation) 10-20 16

4&5 高级自动化 / 全自动化 (High & Full Automation) 1-10 100

表 -3：智能驾驶对通信的技术需求

智能制造：5G 从外部驱动制造业
的转型

04
随着移动互联网向智能制造产业的高速渗透和融合，制造业正在面临变革和转型：

• 制造业正逐渐走向服务化。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界限将变得模糊。企业正在从基于销售“盒子”的有形产

品转向销售产品附加的增值服务。被连接的产品收集和上报用户消费行为数据，企业基于此大数据分析获

取消费者使用习惯、消费节奏和新需求，实现大数据精准营销和再次销售，基于连接产生了增值服务。

• 生产定制方式的转变。大规模的批量生产，将转向以消费者需求为主导的个性化定制生产，从粗放化经营

转向小型化、定制化生产。企业随时随地通过网络数据，获取用户的最新喜好和需求进行定制化生产。用

户也通过联网，通过可视化的生产过程实现随时随地的进度和质量监控。

• 销售渠道和环节的转变。基于中间渠道商的营销转向由企业直接面向消费者用户的大数据营销，节约了中

间分销渠道环节的成本。既延伸了产品 “盒子”本身的价值边界，又打破了企业对中间渠道商的依附，因

为“产品本身即是渠道”。

• 企业网络从自建到租赁模式的转变。企业通过“按需租赁”向运营商租用公用网络降低自建专网的投资和

运维成本。借助于定制灵活可扩展的运营商网络资源，企业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可以聚焦主营业务，大大加

快主营业务的创新和上线速度。

[6]5GPPP, 5G Automotive Vision, October 2015. https://5g-ppp.eu/wp-content/uploads/2014/02/5G-PPP-White-Paper-on-Automotive-Vertical-Sectors.pdf

图 -8：智能驾驶对 5G 网络的技术需求

除了时延和速率外，智能驾驶对通信距离、联网车辆的数量、保险

支付类业务的信息安全等领域也都提出了极高要求，如图 -8 所示。 

3.4 5G 将实现“人、车、环境”的和谐统一

智能驾驶将提高交通效率，缓解交通堵塞，并大幅减少人为因素引

发的交通事故。此外，由于无人驾驶汽车在加速和刹车方面不断优

化，它们将帮助提高燃油效率，降低碳排放。麦肯锡咨询集团预计，

无人驾驶汽车的采用将帮助每年减少 3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自动驾

驶技术将在 2016-2020 年在主要国家示范运行。 5G 网络从标准化

定义的初始阶段，已经把车联网行业的通信需求考虑在内，以面向

未来的业务需求为中心进行网络架构的设计。借助于 5G 网络的商

用部署，自动驾驶有望在 2025 年进入市场推广阶段，实现利用技

术创新来驱动人、车和环境的和谐统一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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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驱动力

现有制造业机制的产能过剩、供需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工业互联网及工业大数据的传输和共享将有效调整供需结构、提高生产效率。

根据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观点 [7]，工业互联网在贡献 1% 的效率提升的同时，将会为各行各业节省上百亿级美元的资本开支。

未来的制造业中，以容量、带宽、存储与数据处理能力更强大的通信基础设施作为保障，越来越多的设备将逐渐取代人工干预，实现灵活

的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此外，制造业服务化的变革趋势，将产品边界延伸到产品附加的增值服务，需要建立起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可连接、

可控制的数据信息采集与传输，对随时随地的通信连接能力也产生了刚性需求。

4.2 应用场景

智能制造典型应用场景包括实时的端到端生产流程控制、远程控制、企业内外通信、产品货物联网等，如图 -9 所示。

• 智能生产。工业机器人、智能物流等装备在采购、设计、生产、物流等供应链环节中实现互联互通。各类物理设备连接到互联网上，并

拥有计算能力、通信能力，可以被精确的识别、协调和管理，实现可视化生产。

• 远程控制。基于移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应用实现人机智能远程交互和智能控制，用工业机器人代替恶劣环境中人的直接参与，保证安

全生产、减少人工误差，同时保证整个制造过程的可控制和可视性。

• 培训与产品推广。通过移动 3D VR 和 AR 增强现实进行远程教学、客户和员工培训和产品营销推广。

产品生命周期覆盖了原材料采购、设计、生产、仓储物流、交付、售后、增值服务各个环节。因为 5G 网络的无线连接、高速、低时延的能力，

早期将被企业用户引入到智能工厂实现人机交互和协同控制的小范围应用场景。随着生产设备和产品联网需求逐渐增多，为简化网络管理

和保证业务体验的一致性，企业用户将直接向运营商租赁 5G 网络以支持整个供应链环节的信息化管理，实现一张网络统一管理产品生命

周期的高效与低成本管理。

图 -9：智能制造的应用场景

4.3 技术需求

制造业对于将来 5G 网络的能力需求非常严格：超高可靠性、毫秒级的时延用于保障实时的生产流程控制、高密度终端分布达到每平方米

内机器传感器数量 10~100 个。 

• 无线连接。通过无线通信实现免布线的空中连接，灵活适配厂房车间室内室外的复杂物理环境中人和产品、货柜、机器人生产设备的

位置移动，并通过服务质量保证室内户外体验一致

• 永久在线、广覆盖、大连接。为连续运转的机器、规模数量庞大的产品和工人提供随时随地、无处不在的无线连接，保证生产链各个

环节任何位置间的物的连接和人的连接。

• 1ms~100ms 级别的时延。智能制造行业种类多，对网络时延

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从精细实时控制类的 3D 印刷、纺织业的

1ms 需求，到汽车生产、工业机器设备加工制造的 10ms 需求，

到大型石油化工食品加工业的 100ms 的需求，都对无线网络

提出了极高的时延需求。

• Gbps 级别的速率。远程视频控制、基于 VR/AR 的操作和人

工智能应用对 5G 的带宽提出了 Gbps 的速率要求。

• 自集成、自配置、自规划能力。全联接化的流水线和生产链的

扩容、物联网各通信节点宕机复位、故障链路备份等场景，对

网络的自组织（SON） 能力和即插即用（Plug and Play）协

同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

• 易用、安全和可靠性。企业通过租赁运营商网络，实现从采购

源头到最终消费者的端到端闭环管理，降低网络自建的投资和

运维成本。

智能制造对 5G 网络的技术需求如图 -10 所示。

4.4 5G 对制造业的真正意义是促进生产、销售和商业模式的变革

智能制造业利用 5G 移动网络的连接能力，可以更合理的调配和利用供应链资源，大幅提升生产效率。但这还只是制造业信息化转型的起

始发展阶段。5G 在提升企业生产效率的同时将引发生产、销售和商业模式的变革。

• 个性化定制生产将成为高端服务，形成差异化竞争力。通过联网获得对消费者可见的端到端的生命周期管理，产品设计和生产可以按需

定制，从而提升企业的差异化竞争力。

• 产品本身即渠道，将为企业节省中间渠道商的开支成本。具有联网能力的产品其变革意义在于通过连接延伸了产品 “盒子”本身的价

值边界。产品本身即是渠道，使得企业可以直接面向最终消费者，减少中间渠道环节。

• 向产品延伸的增值服务收费的商业模式成为可能。产品具备通信联网能力，被连接入网的产品作为数据采集端收集用户数据和状态并上

传给企业，从而产生了向服务收费的新的商业模式。通过延伸的增值服务，产品价值并未因销售动作的完成而终止，增值服务将在未来

的价值链中贡献更多的收入比重，甚至远超过产品本身。

综上所述，5G 对制造业的真正意义是通过前所未有的连接能力支撑了企业生产、销售、商业模式的根本变革，并最终给制造业和消费者

用户带来更多的收益。

[7] General Electric, Industrial Internet: Pushing the Boundaries of Minds and Machines, November, 2012. http://www.ge.com/docs/chapters/Industrial_
Internet.pdf

图 -10：智能制造对 5G 网络的技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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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应用场景

移动医疗的应用场景如图 -11 所示，包含：

• 远程医疗。基于在线视频、虚拟现实技术手段实现远程诊断、远程影像会诊，远程监护等。对于应急、抗震救灾等紧急场景中，通过现

场安装的无线远程影像工作站与后方医院无缝连接，借助现场医学影像数据信息设计抢救方案并指导现场医疗救助。

• 远程手术。在病人行动受限的紧急室外场景或急救途中，借助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手段实现远程机器人手术。 

• 可穿戴医疗、预防与监控。医疗可穿戴设备随时随地测量收集与上报血压、血糖、心电等健康体征数据，实现对身体隐患的早期发现和

治疗以及慢性病早期监控。

• 临床医疗监护与医院资产管理。利用移动终端设备实现移动查房、病人跟踪监护、以及医疗设备与资产的跟踪定位管理。

 移动医疗：5G 让人人享有及时便
利的医疗服务

05
移

动医疗指借助移动网络技术的使用，实现预防、咨询、诊疗、康复、保健等全流程的医疗健康

服务体系。随着人们的生活质量与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及时、准确、便利的移动医疗健康服

务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据美国市场研究公司 Grand View Research 的研究报告显示，预计到

2020 年，全球移动医疗健康市场的规模将达到 491 亿美元 [8]。

5.1 驱动力：5G 为医疗产业提供变革和业务创新的平台

移动医疗将通过 5G 网络提供以病患为中心的移动医疗健康服务。 

• 效率与共享：移动医疗利用先进的无线通信技术和信息处理实现高效便捷的医疗诊断，并有效优化医疗资

源配置，连接医院信息孤岛，现有分散的医务资源、医疗终端、医疗数据将获得资源共享，极大提高医疗

系统效率、简化就医流程并提升医疗体验。

• 医疗服务无处不在：随着通信技术的不断创新，未来将受益于 5G 网络技术先进的连接能力、整合移动性

与大数据分析的平台能力，医生将使用更多的技术手段实现对病人的实时监测和远程诊治。病人也将通过

5G 网络实现随时随地的可穿戴医疗、远程监控和诊断，方便快捷的传输个体健康体征数据、辅助各项医

疗诊治项目的开展。健康监测与诊断无处不在，提高医疗效率的同时，也降低了医疗服务的成本。GSMA

和麦肯锡的联合研究发现，在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金砖四国中，通过远程医疗每年可节约 210 亿美

金，如糖尿病的远程监控可以为病人节约至少 15% 的治疗成本 [9]。 

5.3 技术需求

• 100% 无处不在的覆盖。医疗监测诊疗和护理关乎生命健康，

要求无处不在、体验一致的网络覆盖，尤其室外在途环境的紧

急诊疗场景。 

• Gbps 级别的速率。远程视频医疗、基于虚拟现实的机器人手

术对 5G 的带宽提出了高达 Gbps 的要求。

• 5ms~30ms 级别的时延。据研究报道 [10]，人体在接受机器人

手术过程中，超过 200 毫秒将影响手术性能， 超过 250 毫秒

手术将很难进行。除去机器设备引入的 180ms 的固有时延外，

通信连接的时延范围需要控制在 0~20 毫秒以内。 

• 易用性。医疗系统通过租赁运营商网络的方式，降低医疗系统

网络自建的投资和运维成本。并通过运营商的公共网络达到随

时随地、室内室外的医护体验一致性。

移动医疗对 5G 网络的技术需求如图 -12 所示。

[8] Grand View Research, mHealth Market Analysis By Service (Monitoring Services, Diagnosis Services, Healthcare 
System Strengthening), By Participants (Mobile Operators, Device Vendors, Content Players, Healthcare Providers) And 
Segment Forecasts To 2020. August 2015 , http://www.grandviewresearch.com/industry-analysis/mhealth-market

[9] GSMA, mHealth: A new vision for healthcare. March,2012. http://www.gsma.com/connectedliving/wp-content/
uploads/2012/03/gsmamckinseymhealthreport.pdf

图 -11：移动医疗的应用场景

图 -12：移动医疗对 5G 网络的技术需求

[10] 5GPPP, 5G and e-Health, https://5g-ppp.eu/wp-content/uploads/2016/02/5G-PPP-White-Paper-on-eHealth-Vertical-Secto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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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G 移动医疗先从场景化的小规模应用开始

移动医疗的普及制约于政府监管、医疗专业技术门槛和现有无线通信连接能力的约束。

移动医疗器械的引入需要临床测试和国家认证，医疗硬件产品如可穿戴设备的推广在早期存在公众接受度的问题。同时，涉及到生物化学

专业医护的技术和操作也给移动医疗的普及设置了技术门槛。因此 5G 在移动医疗场景中的应用将从小规模应用开始推广，如以远程视频

问诊、数字化医疗影像、可穿戴医疗设备等易被接受的场景化应用为早期的切入点。

目前医疗系统已经认识到医疗信息化的变革在提高服务效率、提升服务体验方面的重要作用，未来的医疗市场也将变得更加开放。随着

5G 时代无线通信技术的进一步创新升级，数据处理能力不再是制约移动医疗普及的主要因素。基于 5G 网络的移动医疗系统的场景化应

用将快速推广，包括预测诊断、医护康复在内的各种医疗场景都将呈现规模化增长。早期布局的运营商将从万亿医疗市场中获得丰厚的投

入回报。

基于 5G 技术的移动医疗不仅带来一场由技术引发的医疗革命，同时也将改变人们传统就医方式和对待健康的思维习惯，从排队挂号到足

不出户，从患病治疗走向病前预防。所有这一切都将依赖于通信技术手段升级的医疗服务得以实现。受益于 5G 网络技术实现的移动医疗

将显著提升医疗服务系统的整体效率，人人享有及时便捷的医疗服务的愿景将得以实现。

5G 为电信运营商拓展新的商业
边界

基
于 5G 的移动宽带网络将通过无线连接、移动性、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的整合从外部

驱动各行各业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合作，电信运营

商将成为行业应用的最佳使能者和行业用户可信任的商业合作伙伴。

技术在不断升级，未来市场需求也存在不确定性，为了应对需求的多样化和不确定性，5G 技术从开

始阶段即引入新一代空中接口和全面云化的网络架构设计理念，包括新波形、新编码方式、新多址技

术、大规模天线阵列以及基于 SDN/NFV 实现的网络架构等关键技术和实现方式。网络在统一的底

层物理设施基础上按需组合封装出不同的网络切片， 各类行业应用通过定制和租赁运营商的分片网

络，并由运营商提供专业的维护和管理，方便行业用户实现自营业务的快速交付。

各种创新技术的组合使用，使 5G 在综合能力呈现上相比于其它通信方式优势突出，5G 作为通信基

础设施平台，将成为兑付“一张网络使能多个行业”目标的最佳使能平台 5G 快速、可靠、大连接的

通信能力，使运营商网络的半径延伸覆盖到各行各业中。电信运营商也将成为行业应用的最佳使能者。

增强型移动宽带（eMBB）业务的高速发展将驱动 5G 网络时代的加速到来， 而 5G 先期业务体验的

标杆作用又将会带动和催熟垂直行业应用的兴起。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产业边界随着通信技术以及移

动互联网的发展，商业边界正处在逐渐外延并互相渗透的关键时期，为电信运营商切入行业拓展商业

边界提供了最佳机遇窗。借助于 5G 基础设施的使能平台，垂直行业应用创新在提高整个社会生产效

率的同时，也将成为运营商新的业务增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