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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领先的数字基础设施。联接医院，保障健康。
携手校园，培育人才，打造数字之城，
共助亚太经济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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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100+家机场
选择华为
共创行业新价值

华为携手行业伙伴，构筑民航数字底座

共建平安、绿色、人文的智慧机场

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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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繁荣、可持续发展的
数字之城

企业是城市经济的细胞，城市是企

业发展的载体之一。随着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ICT（信息

与通信）技术的应用，不仅提升了企业

的运营效率，推动了数字经济增长，也

助推着城市的高效运行和发展，让城市

更加宜居、宜业、宜商。城市与企业在

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彼此成就，共存共生，

演化成为“数字之城”。

数字之城，提升体验

在亚太地区的曼谷，智慧医疗

服务体系正在构建，诗里拉吉医院

（Sir iraj Hospital）、瓦莱腊大学

（Walailak University）医院打造数字

底座，向智慧医疗发展。例如，诗里

拉吉医院在5G技术的支持下，无人医

药车穿梭于医院各楼之间，减少了疫

情期间的人员接触；在云、AI辅助应

用和图像分析技术的支持下，25秒内

即可完成对一个病例的分析。

医疗领域只是数字之城的一个领

域。曼谷围绕着“以人为本”的理念，

将数字技术延伸进更多领域，在帮助

企业发展的同时，推进了城市数字化

的建设。

在教育服务方面，国王科技大

学（King Mongkut'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onburi）、诗纳卡宁威

洛大学（Srinakharinwirot University）、

格乐大学（Krirk University）等高校通

过升级ICT基础设施，提升了教学体验。

华为助力诗纳卡宁威洛大学提升Wi-Fi
技术，对校园网络和监测系统进行了

全面改革，帮助校园网降低延迟，提

高网速，为智慧园区各项应用的流畅

使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华为网络

的支持下，该校未来还能使用虚拟现

实（VR）、人工智能（AI）等对网速

要求较高的技术。

在金融服务方面，泰国政府储蓄

银行（Government Savings Bank）采

用软件定义的网络技术，不但业务上

线更快，运行也更加平稳；泰国开泰

银行（Kasikorn Bank）优化数据存储，

助力超过1860万的手机银行用户享受

更加便捷的数字金融服务。

不仅在曼谷，中东地区的迪拜也

开启了向数字之城的蜕变。迪拜的科

技转型之旅始于1999年，长期致力于

数字化建设，希望把迪拜打造成为世

界上第一个数字经济之都。经过多年

的努力，迪拜市民正在享受数字化带

来的改变。

迪拜水电局（DEWA）下属的ICT
部门InfraX与华为合作，通过数据中

心、园区网络及广域网络等融合ICT技
术，增强网络特性，从超宽带、高用

户并发到低延迟，为DEWA的员工构

建智能生活环境，提高了员工满意度，

而这样的基础设施为多样化的新数字

服务铺平了道路。华为还与高等教育

机构密切合作。

Ankabut是阿联酋高级国家研

究和教育网络（NREN）的运营机构。

通过部署华为HCS全栈混合云平台、

CloudFabric、OceanStor Dorado V6，
Ankabut受益良多：整合分散的资源，

纳入统一管理，能够更好地制定运营

策略，降低运营成本；在阿联酋和中

东地区建立了先进教育云，实现商业

模式的创新，通过提供更灵活的服务

和更有优势的价格，提升自身竞争力，

巩固了其在阿联酋和中东地区科研和

教育领域的领先地位。

数字之城，深根固柢

对于城市来说，过去是电力和石

油驱动的工业经济，现在是数据驱动

的数字经济，数据是数字化转型的核

心。数字城市如同参天大树，深根固

柢才能枝繁叶茂。建设数字城市，需

要打造数字底座，对城市的数据进行

全面的感知、传输、存储和分析，联

接和计算是数字底座的核心。

联接，已经从联接人到联接物，

再到联接业务，数字城市需要全联接、

全在线和实时交互。比如，通过一张

F5G城市全光网络，承载各部委业务，

不仅能够对以前的专网进行整合，还

能实现1毫秒业务上云，打造全城1毫
秒时延圈，提高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

同时降低网络的运营成本，实现“一

次建网、十年无忧”。

计算，已经从传统计算转变为

云计算，再到多样性计算。当算力成

为城市的新生产要素，海量的数据要

能存得好、算得快，人工智能技术要

能用得起、用得好、用得放心。比如，

华为协助深圳、武汉、西安、南京等

多个城市打造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构

建算力网络，让用户像用电一样使用

算力服务，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新需求。

数字之城，弹性包容

上下班、传统节日、公共假期，城

市交通因此潮起潮落；疫情的反复、突

发的事件，加剧了城市运行的不确定

性。看城市的面貌，无外乎物的有序

和心的温暖，相关的政府组织和企业，

在面对各种变化时需要有弹性的包容。

数字城市通过对第一节点状态

的感知而实时变化，让人、物和事更

协调。比如，能够自主学习和实时更

新的红绿灯、公交、城轨、潮汐车道、

停车场等的控制逻辑，城市基础设施

在变化中时刻有序，市民从容应对。

数据是数字城市的血液，市民的声

音，就蕴含在城市大数据中。从数据中

挖掘价值，开始成为城市管理者的共识。

在数字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市民成为

可以随时随地导入需求和反馈体验的客

户，城市变得更加富有温度和弹性，运

营效率和市民体验相得益彰。

城市发展与数字科技紧密融合，

与企业相互成就，点亮了繁荣、可持

续发展的数字之城。未来，数字之城

将无处不在。 

——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企业与城市彼此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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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城市资源利用率，缓解城市规模增长与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成为城市未来

需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同时，我们也看到5G、云、AI、区块链、智能传感等各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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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大大加速了东盟国家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发展进程。在此背景下，数

字技能需求空前高涨，这也凸显了构建人才生态、培育数字人才的重要性。 >>

封面故事
P13 数字亚太：赋能千行百业，给亚太一个数字化拥抱

在亚太地区，华为致力通过提供场景化解决方案和服务，持续推动区域数字化转

型。 >>

P16 数字中东：数智并举，点亮中东数字化转型进程

在中东地区，华为与许多城市携手共建，实现了智慧城市的突破性进展，点亮中东

数字化转型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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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4 华为智能云网，构筑智慧城市联接底座

在全球，超过170个国家制定了数字化战略及规划，智慧城市作为连接数字经济、数

字社会和数字政府的纽带，是国家数字化发展的关键载体。华为智能云网，将云中的

智慧、算力和数据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城市的千行百业，赋能城市治理、繁荣城市应用、

支撑经济发展，构筑智慧城市联接底座。 >>

P48 华为绿色智简全光网，打造智慧城市第五张网

P52 领跑智慧城市，以高效、安全、绿色数据底座铸就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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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8 数字曼谷：创新基础设施，打造东南亚数字枢纽典范

P61 全光智慧医院初现端倪，医生阅片变革将至

P65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筑城市数字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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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场景：纳米传感，精
准感知城市脉搏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

杂志把基于传感器技术的“感知城

市”列为2018年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

之一。我们认为未来城市会从局部感

知系统走向全域感知的网络，基于各

种通信方式，将分散的各种传感节点

联接起来，通过对海量数据的综合分

析，形成对城市变化更为精准的判断。

石墨烯纳米气敏传感器是一种对

市化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全球趋势之

一，到2030年全世界将有60%的人

口生活在城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

加快，全球的城市管理都面临着城市规模增

长与城市资源有限之间的巨大矛盾。据联合

国人居署的数据显示，全球城市平均消耗约

75%的一次能源，且排放了全球温室气体总

量的50%至60%。

如何提升城市资源利用率，缓解城市规

模增长与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成为城市未

来需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同时，我们也看

到5G、云、AI、区块链、智能传感等各种新

技术的快速进步，给未来城市的发展带来了

更多新的可能，城市场景也将成为各种新技

术的最佳应用创新场所与孵化基地。

探索方向一： 
数字新基建，打造
城市发展新引擎

城市新基建，让城市有温度，更宜居

城市新基建， 
让城市有温度，更宜居

化；第二层是智能联接，通过覆盖城

市的高速有线，无线联接技术，将城

市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第三层是

智慧中枢，是城市未来的“大脑”

与决策系统，是海量数据的汇聚点，

实现城市数据的全域共享，支撑AI
价值最大化，实现城市治理的精细

化、科学化、自动化；最上层是智

慧应用，基于城市的数字新基建，

面对不同的城市治理场景，需要打

造一个完整的城市智慧应用生态体

系，打通面向客户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为城市智慧化发展提供各种可

能。这四个方面有机联接，相互支

撑，共同形成一个城市智能体，支

撑城市迈向全场景智慧时代。 

气味非常敏感的传感器。不久的将来，

一小片传感器就能准确识别出空气中

的有害气体、有毒气体、爆炸物等，

从而大大提升城市对于工厂、边检等

特殊场所的空气、爆炸物的危险感知

能力。

纳米缝隙传感器是一种能够识别

特定频段声音的传感器。当把纳米传

感器放置在小提琴的表面时，它能够

精确地记录乐曲中的每一个音符，并

且将其“翻译”给外接设备，输出电

子乐曲。

未来场景：全光城市，开
启万兆互联时代

当 前 以 “ 5 G 、 F 5 G 、 千 兆

W i F i”为代表的新一代联接技术

的发展，让城市真正开始走向高速

网络的全域覆盖。在全光城市基础

设施的支撑下，未来网络联接容量、

带宽、用户体验还将会有更加飞跃

式的，上下行速率达到对称10Gbps、
时延降低到微秒级、联接数提升100
倍以上。 

城市数字新基建主要应由四个方

面组成，底层是遍布于城市各个角落

的智能感知系统，能够实时、精准地

感受到城市的脉搏，感受到城市的变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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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场景：智慧中枢，城
市从人治走向 AI 治理

随着城市全量数据的打通、融合，

AI必将会在城市的各个场景中发挥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城市治理的理念也

会发生一些重要的变化：从被动服务

走向主动服务，从粗放式管理走向精

细化管控，从事后处理走向实时响应

与预测、预防。我们认为，无论是顺

应城市治理思想的转变还是面对技术

进步所带来的各种挑战，未来的城市

都需要一个强大的智慧中枢平台，承

上启下，并且能够自主进化。它一方

面汇聚来自于城市各个角落的海量数

据，另一方面通过平台把数据转变成

一种城市治理的先进能力，普惠千行

百业，极大提升城市治理效率与用户

服务体验。

在丰田未来城市的规划中，每个

房屋、建筑、车辆都配备有相应的传

感器，这些数据会汇聚到一个城市的

数据操作系统，通过这个系统将人、

建筑物、车辆全部连接在一起。在

获取各种信息之后，由AI分析人们所

处环境状况，通过人工智能可以保证

人车分流，也保证了道路上车辆与行

人之间的绝对安全。另外，除了诸如

室内机器人之类的新技术外，居民在

家中还可以通过AI技术来检查健康状

况， 指导改善个人的健康与生活。

未来场景：智慧产业生
态，让城市走向全场景
智慧

在城市新基建模式下，构建围绕

城市的智慧创新生态链，在城市新基

建与行业数字化创新之间架设起一座

桥梁，最终达到生态服务产业，产业

繁荣生态的创新发展态势，充分发挥

出城市新基建的巨大价值，普惠千行

百业，这也是城市未来走向全场景智

慧的关键。

在中国，华为与深圳市光明科学

城合作，计划共建一座“绿色、全光、

智慧”的示范城区，加速智能制造、

生命科学、全光网等城市重点产业的

业务创新。在这里将建设中国第一个

生命科学与智能制造创新中心，打造

科学城生命科学（EIHealth）与智能

制造（FusionPlant）服务平台，通

过吸引产业上下游生态，共同推动生

命科学与传统制造产业向智能化的转

型升级。

城市新基建，让城市有温度，更宜居

探索方向二： 
智慧政务服务，让城市
更有温度

流程与客户体验。无证借书、刷脸看

病、信用租车等一系列服务流程优化

将大大提升市民的日常服务体验。

未来，一站式电子政务将进入到

全面普及阶段，部分政务服务将具备

远程服务能力，能够支持无接触地远

程办理，而政务服务大厅则将完成历

史使命，退出时代。

以智慧养老为例，上海的街道推

行给独居的老人安装智能水表。在老

人的同意下，通过实时监测独居老人

的用水情况，12小时内用水量一旦低

于0.01立方米，街道的“一网统管”

平台，就会接收到报警信息，并及时

通知社区，社区志愿者就会第一时间

上门查看老人的情况，通过这些智能

以人为本的政务服务理念在中国

以及全球领先的一些城市不断得到贯

彻与落实，同时以云，AI，区块链等

为代表的高科技也在不断进步。

未来场景：基于数据的
主动精准服务

在中国大多数发达省份，政务办理

已不再需要去政府的服务大厅，通过手

机就能够进行远程的自助服务，可以

预见未来十年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智

能化程度将会进入到更高的发展阶段。

首先，数字身份认证将会得到全

面普及，人们随时携带的身份证、驾

驶证、社保、银行卡等证件都将实现

数字化，预计到2027年全球电子身份

认证市场空间将达到180亿美金。

同时，数字信用作为城市数字化

的基础能力，将重构公共服务的业务

设备的使用，使得社区对于独居老人

的关怀做到细微之处，给老人的生活

带来温暖。

未来场景：基于区块链的
数据共享

区块链技术与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充分融合，

用以解决城市数字化过程中面临的数

据可信流动、共享、使用等问题，拥

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区块链由多方维

护，采用多种密码技术保证传输和访

问安全以适应不同场景需求，采用哈

希指针连接以有效地防篡改，从而打

造数据共享的安全可信载体，在数字

政务等复杂的业务环境中，有助于便

捷地建立部门间信任关系，极大促进

跨部门数据的共享效率。

迪拜作为世界上数字化进程最

快的城市之一，正在积极实施最具创

新性的想法，以期在未来将迪拜变成

一座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大都市。在其

智慧城市计划中，一项正在开发的试

点计划受到大家的特别关注：该计划

利用区块链技术跟踪、运送和交付进

口及出口货物。其主要理念是将其整

合进城市的外贸领域，创建一个安全

透明的平台。由于文件处理效率提高，

预计区块链系统的实施将节省约15亿
美元和2510万工时，同时还将使政府

机构摆脱排队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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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如何解决城市发展与环境治

理之间的矛盾，如何利用数字化、智

慧化手段提升城市环境治理效率，让

城市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更宜居，将成

为城市未来探索的重要方向之一。

未来场景：自动垃圾处
理，让“无废”城市成
为现实

世界各国已纷纷开展“无废城

市”计划。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

下，未来城市废物收集、运输、分

拣、处理将会实现全流程信息化、

自动化与智能化，智能的垃圾回收箱，

无人驾驶的垃圾运输车，自动的垃圾

分拣机器人，自动化的垃圾回收利用

装置等创新应用将会层出不穷，从而

实现城市固体废物处理全流程的自动

化、无人化，真正实现“无废”城市

的目标。

韩国松岛未来城市项目利用负压

抽吸技术，生活垃圾可以在家里通过

地下管道输送到垃圾处理中心的自动

垃圾处理系统；马来西亚有相关企业

研发了垃圾处理系统，通过地下管道，

将垃圾投放站的城市固体垃圾高速运

至2.5公里以外的全封闭式垃圾箱内，

再由拉臂式卡车在固定时间将垃圾箱

形成源头防控、过程监管、综合治理

的闭环。

未来场景：AI 传感，实时
的空气质量感知与治理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

全世界有将近90%的城市空气质量没

有达到该组织制定的安全标准，并且

其污染的状况还在不断加剧。对城市

而言，通过部署低成本、高可靠的空

气质量监测传感网络，监测整个城市

的空气质量和气象参数，采取优化措

施，改善环境质量成为大多数城市的

必然选择。

未来，随着传感技术与人工智

能技术的结合，可以采用机器学习

方法对传感器进行训练，基于训练

好的模型对于周边环境变化作出一

个基本的判断，终端侧智能的提升

将大幅提升城市对于环境的自主感

知与实时感知能力。

下一个十年，将是5G、光、AI、
云、区块链、智能传感等 I CT技术

快速发展的十年，城市将会进入

到万兆联接的时代。华为预测：到

2030年，全球万兆企业WiFi的渗透

率将达到40%，全球万兆家庭用户

渗透率将达到23%。

城市与ICT技术的结合与聚变必

将会在未来产生巨大的裂变效应，大

幅提升城市资源的利用率，治理的效

率，用户的体验，从而真正实现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让城市更有温度、

更宜居。

（ 本文节选自华为《智能世界

2030》）

运走清理，大幅度节省了垃圾收集的

时间。

未来场景：光谱检测，用
光的技术让“生命之源“更
清澈

未来城市会打通取水、供水、排

水的全产业链条，从系统化视角对

水资源进行全局的优化，重构城市涉

水设施，构建以AI为核心的城市智慧

水系统。比如：基于天气预测，城市

用水需求量预测，优化取水、供水与

排水的各个环节，利用精准的水资源

生产与调度，减少过程中所需的能耗，

实现城市水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随着技术的进步，各种先进技术

都会应用到城市的水资源管理中，在

城市水资源保护过程中，水质监测通

常是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对工业废

水的处理。新型的光谱检测技术能够

利用传感器监测收集水质数据，再借

助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分析，使得水质

监测向全天候、高速、实时、自动化、

智能化方向发展，提高水源污染事件

的预警效率。更进一步，光谱技术还

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挖掘水质参

数与处理工艺间的隐藏关系，从而更

科学地升级改造城市污水处理流程，

探索方向三： 
智慧化环境治理， 
让城市更宜居

◎ 东盟基金会执行董事 杨美英博士 / 文

培育数字人才，推动实现 
《东盟数字总体规划2025》目标

新冠肺炎疫情大大加速了东盟国家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发展进程。在此背景下，数字技能需求空前高涨，

这也突显了构建人才生态、培育数字人才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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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基金会是东盟的下属机构，在

“释放青年潜力”的愿景指引下，

它为推动实现《东盟数字总体规

划2025》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东盟数

字总体规划2025》提出了建设可持续数字

人才生态的目标和行动规划，包括提高公

民的数字经济参与能力等，其中一项关键

举措是促进编程、黑客松和创新挑战等高

端数字技能的发展。《东盟数字总体规划

2025》还描绘了推动数字包容的路线图，

保障东盟地区人民能便捷、平等地获得和

使用数字技术，建设更包容的数字社会。

东盟基金会自2017年以来制定和实施

了一系列数字倡议，如东盟数据科学探索

者、东盟数字创新计划、东盟网络安全学

院、东盟网络安全技能计划，以及东盟数

字扫盲计划等，致力于为东盟青年提供数

字能力赋能平台，帮助他们成长为工业革

命4.0时代所需的高端数字人才。

东盟未来种子计划：弥补数字技能差距

2021年，东盟基金会与华为在亚太创

新日——数字人才峰会上签署谅解备忘录，

携手推出了东盟未来种子计划，这是东盟

在数字赋能进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未来种子是华为在全球范围内投入的

企业社会责任旗舰计划，该项目于2008年
发起，旨在为全球青年提供世界一流的数

字技能培训。东盟未来种子计划是华为未

来种子的重要拓展。东盟基金会和华为期

望通过该计划构建弹性、包容的数字生态，

培育本地ICT人才，加强知识迁移，提升人

们对于ICT行业的了解，并鼓励东盟地区各

个国家参与到数字化建设当中来。

东盟未来种子计划致力于构建一个可

持续的学习生态，弥补东盟地区数字技能

差距，满足行业和市场对数字人才日益增

长的需求。该计划于2022年6月正式实施，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鼓励更多青年参

与其中。

以先进教育理念，助力培养数字化人才

东盟有2亿多青年人口，他们是东盟

的希望和未来。对于数字时代的青年来说，

若想牢牢抓住新时代的机遇，直面新形势

的挑战，掌握数字技能是必不可少的。

近年来，华为同东盟深度合作，通过

“未来种子计划”和华为东盟学院等项目，

帮助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和印尼等东

盟国家培养了超过15万人次数字人才，提

高了东盟青年的数字能力。

东盟未来种子计划的第一阶段包括能

力培训、数字竞赛和领导力培训。到2023
年，如果条件允许，学员将有机会飞往中

国，参观华为总部，与技术专家和创新领

袖面对面交流。

《东盟数字总体规划2025》计划将

东盟建设成为一个由安全先进的数字服务、

技术和生态驱动的领先数字社区和经济集

团。为实现这一目标，东盟未来种子计划

将坚定推动可持续数字人才生态的扎根、

成长和繁荣。

《东盟数字总体规划2025》还着重

强调了一些关键角色在建设包容、可持续

性的数字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对此，东盟

未来种子计划将持续推进数字包容，有望

在未来促成更多有影响力的公私合作伙伴

关系。 

东

东盟基金会和华为期望
通过该计划构建弹性、
包容的数字生态，培育
本 地 ICT 人 才， 加 强
知识迁移，提升人们对
于 ICT 行业的了解，并
鼓励东盟地区各个国家
参与到数字化建设当中
来。 >>

◎ 华为亚太企业业务部长 马建华 / 文

数字亚太： 
赋能千行百业，给亚太一个数字化拥抱

在亚太地区，华为致力通过提供场景化解决方案和服务，持续推动区域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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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个体经营的传统杂货铺遍布大街小巷。

十年前，这些杂货铺老板们无法想象，他们有

一天能够摆脱中间商，赚到更多的钱。据商业

媒体《The Ken》报道，新一轮数字化浪潮中诞生了一款

手机App，可以帮助这些传统杂货铺以更实惠的价格直接

采购。

这是数字化转型对菲律宾带来的改变之一。在亚太地

区，华为致力通过提供场景化解决方案和服务，持续推动

区域数字化转型。

在这场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华为究竟发挥了怎样的

作用？让我们跟随华为亚太企业业务总裁马建华，深入泰

国、新加坡和菲律宾，详细了解一番。

转型奠基石

数字化正在重塑亚太经济，要想促进经济增长、提高

生活水平，需继续加大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数字人才的

培养。

在泰国，华为帮助诗纳卡宁威洛大学（Srinakharinwirot 
University，简称SWU）提升Wi-Fi技术，为智慧园区各项

应用的流畅使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建华介绍，华为对

SWU校园网络和监测系统进行了全面改革，帮助校园网降

低延迟，提高网速。在华为网络的助力下，SWU将借助人

工智能（AI）等应用进行升级改造。

未来，SWU不仅能推动校园走向智能化，提升学习

体验，还能通过“指挥中心”集中管理AI应用，加强校园

安全。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惠及教育领域，也对亚太地

区的金融行业带来巨大改变。例如，泰国政府储蓄银行

（Government Savings Bank，简称GSB）就对其老旧的

IT系统进行了全面改造。

曾经，GSB的IT系统使用的许多产品已经停售，升级

更新系统困难重重，维护成本也居高不下。老旧的系统无

法支撑GSB的业务持续拓展，升级系统迫在眉睫。

为了尽快解决问题，GSB引进华为软件定义广域网

（SD-WAN）技术，搭建了包含丰富软硬件IT资源的网络

基础设施。华为SD-WAN部署简单，几乎无需现场人员维

护。在该方案助力下，GSB还开设了更多分行，使金融业

务更加高效、普惠。

如今，通过华为SD-WAN技术，GSB已实现了总部与

分支机构的无缝互联，使得员工能在全国各地分行之间高

效地传输数据，银行业务办理速度也更加高效。

增长新机遇

华为为亚太地区客户提供创新的IT解决方案，推动新

5G、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发展，助力客户拓展业务新方

向，寻找数字经济建设等发展新途径。

在菲律宾，华为也正为经济增长开辟新的机遇。

Converge ICT解决方案公司（Converge ICT Solutions，
简称Converge）是当地一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马建华介

绍，华为向Converge提供了DC OptiX 2.0方案，采用波分

复用技术，为菲律宾国内运营的数据中心提供了可靠、高

速的互联网连接技术。

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为外部组织提供编程和数据记录

等服务，菲律宾对数据中心的需求大幅增加。据市场研究

机构Arizton Advisory & Intelligence预测，截至2027年，

菲律宾数据中心市场总值将达到6亿3500万美元，年均增

长率13.4%。

在

Converge公司首席技术官  Ronald 
Brusola表示：“有了华为DC OptiX 2.0解
决方案，我们坚信Converge将在互联网领

域更加蓬勃发展，为菲律宾市场提供更优

质的服务。”

为应对互联网数据中心流量的爆发式

增长，Converge利用华为技术助力互联网

高速连接。此外，华为技术还能够减少超

过70%的机房占地，这对马尼拉这样人多

地少的城市而言，无疑相当实用。

升级后的数据中心为Converge近年大

规模增长的业务及客户需求都提供了有力

支撑。2020年，Converge的光纤网络已覆

盖600多万户家庭，客户群规模几乎翻了一

番。去年十月，Converge通过股票上市获

得了额外资金，支持业务进一步拓展。

可持续发展

新加坡的城市以可持续发展为主，技

术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据新加坡《海

峡时报》报道，新加坡政府部门去年制定

了新的低碳减排目标，计划将能源和水的

使用量降低至前三年平均水平的九成。

为实现该目标，新加坡太阳能发电系

统供应商星梭能源集团（Sunseap Group）
大力推广太阳能使用，采用华为智能光伏

解决方案建造了大型海上漂浮光伏电站。

马建华介绍，华为智能逆变器通过将太

阳能转换为可用电力，使海上漂浮光伏电站

的运行更高效、更安全、更可靠。华为逆变

器完全采用数字化技术，且能抵抗恶劣环境，

可适应-55至8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

据估计，该发电站每年可发电超过600
万千瓦时，足以为1250套中等规模的公寓

供电，并减少4000多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相当于25万棵树木能抵消的排放量。该发

电站由高效技术驱动，环境耐受性强，支

持可持续发展，为新加坡实现碳排放目标

做出巨大贡献。

华为在亚太地区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的

实践还有很多。马建华表示，这些数字化举

措有助于创造经济发展机会，提高人民生活

质量。政府部门还可通过探讨如何进一步数

字创新，发挥ICT技术在绿色低碳发展中的

作用，来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

（本文原载于Govinsider，内容有修改。）

华为致力于成为亚太行业数字化转型

优选 ICT 伙伴，以创新技术加速政府、

教育、金融、交通、能源、互联网等

千行百业数字化进程，助力亚太数字

经济发展。 
——华为亚太企业业务部长 马建华

数字亚太：赋能千行百业，给亚太一个数字化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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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中东企业业务部长 史振钰 / 文

数字中东：
数智并举，点亮中东数字化转型进程

在中东地区，华为与许多城市携手共建，实现了智慧城市的突破性进展，点亮中东数字化转型进程。

去十年间，中东地区开展了诸多具有前瞻性的智

慧城市项目和方案，在智慧城市方面不断取得突

破。例如，沙特阿拉伯新未来城采用THE LINE
设计方案，规划打造垂直分层智慧城市社区，展现未来城

市发展理念；卡塔尔卢塞尔（Lusail）出台数字战略，促

进数字经济增长；沙特阿拉伯麦地那（Madinah）市提

出智慧城市战略，希望运用技术实现城市及其运营现代

化……

在中东地区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华为助力政府加强智

能社区建设，使其成为数字中东的核心，华为中东企业业

务部长史振钰将在本篇文章中与大家分享。

创新基础设施，构建智慧社区

迪拜是中东数字化进程中的标杆城市，它携手华为等

数字解决方案专家，打造了崭新的数字经济城市。

迪拜云溪港是迪拜智慧城市发展的新进展之一。这个

由伊玛尔地产（Emaar）开发的国际化智慧社区，占地6
平方公里，被称为“明日世界”，是伊玛尔迈向国际领先

房地产公司的又一里程碑项目。迪拜云溪港走在了当代生

活和工作的前沿，拥有丰富的文化产品、世界顶级住宅和

办公室。高楼密布的场景下，楼宇管理系统服务、视频和

Wi-Fi回传会消耗巨大的带宽。因此，伊玛尔需要构建一个

大带宽、高安全、高可靠、灵活的全光万兆网络，以降低

运营支出，并支持未来演进。

迪拜云溪港采用了华为10G PON解决方案，支持整个

云溪港的数字媒体、广播音乐、Wi-Fi回传和BMS业务。对

称10G GPON适用于高带宽业务，提供40公里长距离覆盖，

可满足大型社区的需求。

沙特阿拉伯2030年愿景之一就是推行数字化转型。

GBS（Global Business Solutions）是沙特阿拉伯一家创新

数字化转型（DX）解决方案提供商。该公司愿景是成为

帮助客户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最佳合作伙伴。在过去15年中，

GBS也一直默默参与并推动众多企业进行数字创新发展。

过
随着移动互联网、5G和云技术的快速

发展，金融、能源和公共部门和其他行业一

样，也面临诸多复杂的挑战。例如，金融

交易数量不断增加，石油勘探数据分析效率

低下，各种信息技术（IT）系统管理复杂等。

简言之，这些行业里的企业对数据分析、处

理和存储的需求都比以往更多了。

基于以上问题，GBS认为，构建全闪存

数据中心是大势所趋，并携手华为全面评估

客户现网，并在必要时提供解决方案。借助

华为产品OceanStor Dorado的全闪存性能、

可靠性和运维优势，华为和GBS已经与沙特

多个金融和公共部门重大项目展开合作，建

设更加快速、绿色、可靠的全闪存数据中心，

满足多样化业务需求，加速数字化转型。

此外，由华为与沙特航天委员会合作

打造的全新技术体验中心未来空间（Future 
Space）也已经在沙特阿拉伯启动，这是中

国以外最大的展览中心，占地1500平方米。

预计未来五年，该展览中心将吸引20万访客。

培养 ICT 人才，推动数字中东建设

在中东地区的成功案例，体现了改善数

字基础设施对服务起到的积极作用。这一措

施不仅创造了更好的社区条件，也带来了更

好的社区体验，数字惠民成效显著。

智慧社区建设远不止这些。大幅度的改

造还需要相关技术、人才和合作伙伴的支持，

这也是华为已经在中东开拓的另一个领域。

首先是华为举办的中东合作伙伴峰会，邀请

合作伙伴挖掘行业内核心业务机遇，分享客

户通过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加速业务发展的

经验和重点战略，共同探寻行业的发展方向。

华为还与高等教育机构密切合作，创办

华为ICT学院，致力培养新一代的创新人才。

目前，华为ICT学院已经与阿联酋高级国家研

究和教育网络 Ankabut合作，推动阿联酋教

育系统改革，加强教育机构和网络的灵活性。

华为ICT学院也与阿尔巴尔卡应用大学

（Al-Balqa' Applied University）展开项目

合作，旨在提高约旦的数字化技能。此前，

约旦政府决定推行改革，希望到2025年形

成更具数字化能力的经济。该大学盐城校区

现在也是华为ICT学院分校的所在地，华为

向该大学提供实验室设备支持教学工作和教

师培训，并制定能够传授最新行业知识和应

用的课程，助力人才培育。

在中东，华为已创建了167所华为ICT学
院，4万多人获得华为认证。此外，华为还

为中东培养了12万多名ICT人才。

中东地区在数字化转型之路上已经走了

很远，中东城市也已成为先进技术的发源地，

这些技术将助力中东政府在未来几年实现创

新发展。

（本文原载于Smart Cities World，内容

有修改。）

过去十年间，中东地区开展了诸多具有

前瞻性的智慧城市项目和方案，在智慧

城市方面不断取得突破。在中东地区数

字化转型进程中，华为助力政府加强智

能社区建设，使其成为数字中东的核心。

——华为中东企业业务部长 史振钰

数字中东：数智并举，点亮中东数字化转型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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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政府储蓄银行：
重塑数字银行时代的分行体验

在泰国，互联技术可以让泰国政府储蓄银行全国各地分行之间无缝、快速地传输数据，分行员工可以更高效地与客户

互动，为泰国城市经济发展添活力。

为一家全数字化的社交银行。为实现这一使命，GSB专
注于在其1000多家分支实现智能、高效、安全的运营。

然而，现网 I T系统中使用的许多方案和产品已经停售，

更新升级安装困难重重，导致维护成本居高不下。此外，

系统老旧也无法支撑银行的业务云化以及未来网络扩展。

面对这一现状，GSB与时俱进积极寻求最合适的网

络基础设施，确保任何地方分行，不论规模大小，都能

够实现平稳运营，为客户提供一致的服务。为此，GSB
需要搭建全新基础设施，从而提高各类银行服务的效率，

降低运维成本，优化网上银行以及传统分行的用户体验。

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更新，不仅支撑了银行数字化业

务，而且塑造着GSB的数字化思维。当GSB的数字化思维

与创新解决方案完美结合，数字化才能在一个个城市真

正落地生根。

华为 SD-WAN解决方案，重塑数字银行时代的分行体验

针对GSB的诉求，华为提出了一套SD-WAN解决方

案，帮助GSB打造一张功能强大的云化网络，从容应对

全新需求和未来业务扩展。华为方案高度集成，实现总

部、分支和多云之间互联互通，是大型金融机构的理想

选择。系统实时同步，确保所有分支机构的业务连续性、

效率和稳定性，同时保证数据安全。

华为SD-WAN解决方案拥有一系列优势特性。第

一，智能超宽、按需互联，实现分支、总部和云之间可

靠、可扩展的互联互通。第二，支持ZTP (Zero Touch 
Provisioning，零配置部署)开局，实现极简可靠的业务上

线，无需现场人员维护。第三，智能运维、一致管理体验，

实现LAN（Local Area Network，局域网）和WAN（Wide 
Area Network，广域网）的统一云化管理，简化系统部署，

降低运维成本。第四，卓越的全业务体验，5G、人工智能、

物联网和云等新兴技术加持，推动分支数字化转型，同时

为灵活、安全的业务和网络扩展铺平道路。

集合全行业覆盖与针对性方案于一身，智能化、极

简化的优势特性将更好地助力行业转型，让城市经济闪

耀数字之光。

泰国政府储蓄银行：重塑数字银行时代的分行体验

或
许很多人对于泰国的印象，还是

宫廷寺庙，橡胶香米，普吉清迈，

以及一声温柔的“萨瓦迪卡”。

其实，泰国还有充满活力的另一面，那就是

它的数字经济。近几年，泰国政府储蓄银行

在华为公司的助力下，利用创新的数字技术

全面转型数字化，已成为泰国迈向智能时代

的一张新名片。

泰国政府储蓄银行 ( T h a i l a n d ' s 
Government Savings Bank，GSB)于1913
年成立，前身为储蓄办公室。它成立的初

衷，是为泰国人民提供一个资产存储的安

全场所，帮助泰国人民开源节流，养成节

俭和储蓄的习惯。百年来，GSB一直致力

为2500万客户提供创新金融产品和优质、

安全的金融保障，促进储蓄和金融的可持

续发展。

面对十年来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

GSB认识到：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应与

合作伙伴开展更密切的合作，不断为员工

和客户提供创新服务，以保障系统间有序

平滑运作。

GSB 数字化转型，系统老旧需升级 

GSB确立了自己未来的长期使命是成

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更新，不仅支撑了银行数字化业
务，而且塑造着 GSB 的数字化思维。当 GSB 的数字
化思维与创新解决方案完美结合，数字化才能在一
个个城市真正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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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分行赋能员工高效工作，为泰国城市
经济发展添活力

功能强大的华为SD-WAN解决方案满

足了GSB的所有诉求，符合GSB的数字化

战略。通过部署华为方案，GSB打造一套

智能化平台，帮助银行实现智慧分支的使

命。有了华为SD-WAN解决方案的加持，

GSB加速业务上线，降低运维成本，保障

业务平稳运行。GSB员工和客户全都切切

实实地享受到了新方案带来的好处。此外，

该方案面向未来，从容应对未来新需求，

全力支撑5G网络，确保GSB业务可持续

增长。

GSB信息技术集团首席高级执行副总

裁Mr. Boonson Jenchaimahakoon（陈文

松）评价道：“政府储蓄银行在全国有1060
家分行。我们需要传输到分支机构的数据

量每天都在增加。因此，为了消除距离障

碍，我们需要互联技术，让分支机构员工

像坐在总部一样工作。通过华为SD-WAN
解决方案，政府储蓄银行在全国各地分行

之间无缝、快速地传输数据，实现了分支

机构的互联互通。无论分支机构在哪里，

一切都将通过完整的通信网络连接。”

面向未来，GSB将坚持创新驱动，以高

质量的金融服务打造全新数字化银行，服务

人民群众生活，助力泰国的经济发展。

为了消除距离障碍，我们需要互联技术，让

分支机构员工像坐在总部一样工作。通过华

为 SD-WAN 解决方案，政府储蓄银行在全

国各地分行之间无缝、快速地传输数据，实

现了分支机构的互联互通。

——GSB 信息技术集团首席高级执行副总裁

Mr. Boonson Jenchaimahakoon（陈文松）

诗纳卡宁威洛大学：
升级数字基础设施打造“创新大学”

在“创新大学”目标下，泰国诗纳卡宁威洛大学全面推动基础设施升级和数字系统建设，为高校数字化创新与发展注

入新动力，促进数字泰国的人才培养。

纳卡宁威洛大学（Srinakharinwirot University，英

文简称SWU，中文简称“诗大”）成立于1949年，

是泰国第一所高等教师培训学府，该校拥有两个

校区，4个学院和17个系所，学生人数超过25,000名。在泰

文中，诗纳卡宁威洛是城市之光的意思。酷爱中国文化的中

泰使者泰国公主诗琳通，就曾经就读于诗大。

高等教师培训学校Prasarnmit位于曼谷市中心素坤逸

区，主要拥有社会科学相关院系，如教育、人文、美术等。

Ongkharak校区位于曼谷东北部，拥有工程学院和若

干健康科学相关院系，如医学、牙医学、护理学、药学等。

所有院系均开设本科课程，大部分院系拥有硕士和

博士学位授权点，有些院系还与海外机构合作办学，进

一步拓展诗大的知识基础和影响力。诗大的目标是为学

生提供全方位教育，培育能为泰国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

优秀人才。

为实现“创新大学”的目标，需要升级 ICT 基础设施

各种互联网教育应用正迅猛发展，为实现“创新大

学”的目标，诗大需要升级ICT基础设施，支持两个校区

的智能教育应用运行才能让高校适应现代化教学变革。

诗大现有的ICT系统缺乏足够的带宽、也没有集中的

身份认证和访问管理；监测系统较为落伍，无法实时发现

问题；无线网络不稳定，不能覆盖所有区域。

华为基于此提出了两阶改造路线图，旨在对诗大的核

心网络、核心骨干网和监测系统进行全面升级与改造。

第一阶段，是为两个校区，特别是社会传播创新学院，

提供Wi-Fi连接。第二阶段，将虚拟现实（VR）技术引入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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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并将更多智能设备纳入新的ICT基础

设施系统。借助各类人工智能应用打造安

全校园，所有设备由中央指挥中心集中管

理。

如此改造，不仅推动校园走向智能化、

个性化，更能构建高性能、易部署、简管

理的数字化高教园区网络，为广大师生提

供优质的数据服务。

随时随地优享宽带校园网，打造 “创新
大学”

华为云校园网时延低，可连接各种智

能应用，与此同时，华为高速核心交换机

将带宽提高了20倍。当前，诗大校园内所

有建筑都装上了20 Gbps的宽带，在高流

量消费区甚至可以提供高达40 Gbps的速率。

无线网络系统的带宽提高到了2.5 Gbps。
防火墙的带宽提高到了20 Gbps，这些都

极大加快了安全检查速度。

除此之外，诗大可部署华为敏捷控制

器，搭配华为软件定义网络（SDN）和

eS ight，按优先级和带宽需求对各类用

户群进行管理和分类，使用户不受位置

限制。

诗大师生可在两个校区内随时随地享

受无死角Wi-Fi覆盖，促进学术交流和创新。

诗大可以实现更高效的ICT系统管控和监测。

智慧校园的实施，将带动诗大智能化、

数字化助力学术、科研、管理的全面升级，

不仅加强了诗大在泰国教育领域的领导者

地位，其成功实践也为数字泰国其它高校

的ICT基础设施的建设、升级提供了智慧校

园新范本，促进数字泰国的人才培养。

诗纳卡宁威洛大学已全面推动数字系统建设，

升级 ICT 基础设施，向着“创新大学”的目

标更进一步。此次成功的实践，不仅提供了

智慧校园新范本，更促进了数字泰国的人才

培养。

——诗纳卡宁威洛大学校长

Somchai Santiwatanakul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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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STI学院：
为数字人才培养按下“加速键”

菲律宾STI学院与华为ICT学院的合作，帮助学生提升了数字技能、获得了专业认证。实践证明，产教融合的模式

有助于培养高质量的ICT人才。华为的课程设计契合ICT行业总体需求，更匹配合作企业的需求，为数字菲律宾的

未来人才培养按下加速键。

才，帮助学生们掌握就业市场和生活中所需的知识和技

能。以往，STI毕业生因为缺乏与就业市场需求相匹配的

最新技术知识，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

华为的出现，使得这一问题得到解决。ICT技术非常

复杂，人才培养普遍存在师资不足、教材缺乏、培养周

期长等难题。近年来，华为持续与高校合作，通过产教

融合培养ICT人才。华为有行业应用场景和技术实践，广

大高校有基础理论和教学资源，STI学院携手华为，打造

了“从招生到就业”的人才培养体系，向学生传授实用

性的知识，提供契合就业市场需求的技能培训、就业指

导与援助。

STI学院和华为一起开发了学习系统，不仅确保课程

内容与时俱进，而且匹配了就业市场的需求。在推行标

准化课件和课程的同时，还推出了相应的教务管理系统，

充分体现先进校园设施的价值。课程中所包含的ICT技能，

帮助学生顺利迈出通往职场的第一步。

STI学院还与华为共同推出了学生认证项目，制定了

严格的评估和认证流程，确保通过评估认证的学生具备

职场所需要的能力。在学业完成之前，学生们有机会进

入STI学院的合作伙伴公司，接受实习培训。

架起数字人才供需桥梁

实践证明，产教融合的模式非常有助于培养高质量

的ICT人才。通过与华为ICT学院合作，STI学院已有564
名学生通过了华为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路由

交换和存储五个技术领域的认证。华为的课程设计契合

ICT行业总体需求，更匹配合作企业的需求，为学生未来

获得就业做出保障。

通过认证的学生将作为华为认证ICT专家被录入到华

为在线数据库。此举不但能够增加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

竞争力，还能提升学校的就业率。

华为ICT学院让学生们受益匪浅。参与这个项目学习

和认证的众多STI毕业生都在菲律宾的知名公司找到了工

作。华为的 ICT教育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2019年毕业的Edward Aquino就是其中之一，他表示：

“这个项目让我极大地发挥了自己的潜力，我从老师们那里

学到了世界一流的知识，在就业市场更有竞争力了。”

菲律宾 STI 学院：为数字人才培养按下“加速键”

◎ STI学院ICT与工程课件开发负责人　Beronika Pea / 文

提
到菲律宾，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

是群岛、旅游度假区，还有大量

的移民劳工，几乎没人会想到智

能化和数字经济。不过，全球数字化进程的

加速为菲律宾带来了全新的机遇。近年来，

菲律宾将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并

依托创新的数字技术提升国际竞争力。随着

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普及和深入，菲律宾各行

各业对数字人才的需求迅速增长，数字经济

发展面临人才短缺的巨大挑战。

为了提高菲律宾公民的数字技能，弥

合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改善菲律宾年轻

一代的就业前景，作为大型教育培训机构

的STI学院主动承担起了培养ICT人才的社

会责任，与华为携手推进数字人才领域的

创新教育，传授学生最新的数字技能与技

术，帮助他们在IT行业获得良好的就业前

景，成为未来数字化转型的生力军。

产教融合培养数字人才

STI学院是一家以IT技术为基础的教育

机构，在菲律宾设有多所分校。作为创新

教育的领跑者，STI学院致力于培养ICT人

近年来，华为持续与高校合作，通过产教融合培养
ICT 人才。华为有行业应用场景和技术实践，广大高
校有基础理论和教学资源，STI 学院携手华为，打造
了“从招生到就业”的人才培养体系，向学生传授
实用性的知识，提供契合就业市场需求的技能培训、
就业指导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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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老师常常鼓励我们要求知若

渴，从课堂之外获取更多的知识。老师

总是提醒我们不要止步于课上所学，还

要在课外进行扩展阅读，听讲座，并培养

实操能力。学校不仅授之以鱼，还授之以

渔。”2018年毕业生Michaela Mendiola
如是说。

2020年毕业的Tedjay Seguiza如今

已成为一名云技术助理工程师，他表示：

“华为的 ICT学院平台为我们提供了大规

模开放在线课程和模拟考试，让我们学习

知识并参加认证考试。我一共参加了四项

认证（路由交换、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

计算）考试，能在平台上轻松获取讲师使

用的所有课程材料。强大的学习平台不断

激励我们进入 ICT行业这一领域，为更美

好的未来而奋斗。”

数字人才为数字经济贡献力量

华为ICT学院和菲律宾STI学院致力于

为菲律宾学生提供必备知识和技能培训，

提升他们在 ICT行业的职业前景。通过与

华为ICT学院的合作，STI学院已将课程扩

展到 ICT行业多个领域，打造了一个知识

共享和创新的全球互联社区，帮助STI学
子们拓宽视野，树立更高的人生目标。

STI学院将继续携手华为，共同打造

面向未来的数字人才生态。从长远来看，

双方的合作将不断消除人才供需鸿沟，为

数字菲律宾的未来人才培养按下加速键，

推动菲律宾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STI学院学生展示华为证书

Converge：
数据中心互联助力菲律宾数字经济发展

Converge公司正努力建设更多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为菲律宾数字经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华为DCI解决方案不

仅加速了Converge数据中心互联网络建设和部署，还可以支撑公司未来的高速增长，助力菲律宾千行百业的数

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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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华为OptiXtrans DC908具有每波长800 Gbit/s的超

大容量和88 Tbit/s的业界最大单纤容量。

第三，该解决方案还拥有一键自动调试功能，能将此

类设备所需的部署和调试时间从天级缩短到10分钟以内。

Brusola认为，“我们的IT和IP工程师能轻松完成一键自动

调试，帮助我们更好地响应所有的网络变更需求。”

最后，华为DC OptiX 2.0在运维方面也独具优势。基

于iMaster NCE提供光纤故障预测，此方案可以实现预防性

维护，避免停机。系统通过智能算法来判断工作光纤和保

护光纤是否位于同一路由或电缆，有利于在光纤租用场景

中配置DCI保护，避免投资浪费。此外，该方案还能帮助

Converge公司的数据中心员工排除无效告警，迅速展开根

因定位。

华为的数据中心解决方案，不仅帮助Converge满足了

近年来不断增长的客户需求，还助力公司完成了高速增长。

2020年，公司的光纤网络已覆盖了菲律宾600多万个家庭，

客户规模几乎翻了一番。同年10月，公司在菲律宾证券交

易所成功上市，刷新了历史交易记录。通过股市获得的融

资将用于公司未来的业务扩展，投入方向除了家庭和企业

光纤互联网市场以外，还将包括IDC市场。

Omdia最新的DCI市场份额报告指出，华为DC OptiX
解决方案全球领先。2021年，华为OptiXtrans DC908荣获

了Lightwave的创新奖和日本顶级ICT展Interop的最佳展示

奖，巩固了其在光传输领域的领导者地位。

长久以来，Converge在菲律宾以创新著称，公司致力

于打造覆盖最广的光纤宽带网络，为全国数百万用户带来

低价、可靠的高速互联网连接。作为数字经济底层支撑的

数据中心，已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在面向未来的DCI技
术的基础上，Converge将推出更可靠的IDC服务，推动菲

律宾数字经济高速发展。

本文在DCD发布的文章的基础上进行了编辑。原文章标题

是《案例研究：菲律宾迅速崛起的光纤互联网服务商通过

面向未来的数据中心互连技术支持数字经济发展》。

年来，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全面

开启，算力的赋能作用日渐凸

显。在激发算力“引擎”赋能效

应上，菲律宾Converge ICT Solutions公司

（简称Converge）通过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紧紧抓住了菲律宾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市

场机遇，部署面向未来的DCI（Data Center 
Interconnect，数据中心互联）技术，在众

多公司中脱颖而出。

Converge首次将光纤宽带技术引入马

尼拉时，还有三位实力雄厚的竞争对手。如

今，Converge已占据市场的半壁江山，并

向互联网数据中心（ IDC）领域迅速扩张。

现在的Converge已成为吕宋岛中心、国家

首都区和南吕宋唯一面向家庭与企业用户的

端到端光纤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将业务向全

菲律宾拓展。

数据中心建设对 DCI 技术提出更高要求

马尼拉大都会区拥有1290万人口，是

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2016年以

来，Converge在马尼拉大都会区建造或租

赁了9个互联网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建设规模的海量增长导致数

据中心互联需求倍增，带宽需求在两年内激

增了10倍，传统的系统已经不堪重负。

首先，公司传统的DCI服务的发展速度

需要跟随上客户不断增长的需求。

其次，由于站点物理空间有限，所有

新的升级项目都需要精心设计。新部署网

络项目需要尽量减少空间占用，保证快速

高效的部署和简化的运维，同时最大限度

地降低停机风险，从而支撑未来更高的带

宽需求。

此外，充分利用好有限的光纤资

源、获得可靠的大容量传输是数据中心互

联的挑战之一。正如Converge公司的CTO 
Ronald Brusola 所说，“我们的网络承载

着视频、数字支付、在线教育和远程办公

等应用，这些新服务以人工智能、大数据

和云计算等技术为基础，对DCI技术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针对这些现状，Converge希望通过

快速部署网络升级，来提供低时延的高速

服务和高可靠的网络，提供高质量上网体

验。经过深入评估，Converge选择了由华

为OptiXtrans DC908和iMaster NCE光网络

云化引擎组成的，具有高集成、超宽带的

特点的DC OptiX 2.0波分复用解决方案。

DCI 解决方案，助力菲律宾数字经济发展

Brusola认为，华为DC OptiX 2.0解决

方案能够满足公司未来十年内不断增长的

IDC流量，可为公司提供卓越的运维体验。

Brusola指出，相比其他DCI解决方案，优势

更加突出。

首先，该方案占地少，不仅能减少70%
以上的空间占用，还能适配多种服务，将光

层和电层集中部署在一个盒子中。对于马尼

拉这样繁忙、拥挤的城市来说，如此大幅的

空间节省能带来巨大的收益。

第二，华为DC Opt iX 2 .0具备面向

未来的实力，可以为Converge数据中心

发展的长期计划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方

案为DCI提供20倍的带宽，降低光纤成

本，能很好地满足未来的扩容需求。同

如 今，Converge 已
占据马尼拉市场的半
壁 江 山， 并 向 互 联 网
数 据 中 心（ IDC） 领
域迅速扩张。>>

Converge：数据中心互联助力菲律宾数字经济发展

近
Converge 公司正努力推进菲律宾的数字经济发展，
要实现这一愿景，关键在于部署面向未来的 DCI 技
术，提供高可靠的 IDC 服务。在与华为的合作中，
我们认识到华为在 DCI 市场的领先地位，让我们有
信心在这一领域取得更多突破和成功。

——Converge ICT Solutions 公司 CTO 
Ronald Brus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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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Ankabut：教育云为人才发展铺
就数字进阶之路

Ankabut与华为合作，在阿联酋和中东地区建立了先进教育云，为大学和教育机构提供接入服务，加强了该国成

为科研和教育领域的区域领导者地位，为阿联酋的人才发展铺就数字进阶之路。

拉伯联合酋长国（以下简称“阿联酋”）位于阿

拉伯半岛东部，是一个以产油著称的中东沙漠

地区国家。20 世纪 60年代，阿联酋因发现石油，

一跃成为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进入21世纪后，阿联酋

努力实施经济多元化战略，丰富当地产业结构，在多个领

域成为海湾国家的领跑者，迪拜、阿布扎比等城市逐步成

为中东地区贸易、金融、物流中心。

愿景：让阿联酋教育体系跻身世界一流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阿联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

随之提高。教育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政府也认识到了

阿

 

世界创新的数字基础设施。通过赋能市政服务，
构建智慧社区，升级教育设施，
打造让生活更高效、便捷、舒适的数字之城，
激发迪拜数字经济新活力。

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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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只有改善教育基础设施，才能打

造以先进知识为基础的多元化经济之路。因此，在阿联酋

政府颁布的“Vision 2021”中，教育战略占据了重要地

位。让教育体系跻身世界一流行列，成为阿联酋的愿景和

目标。

为此，政府提出多项行动方案，对改善教育基础设施、

推动教育行业数字化转型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例如，智能

学习项目，为所有公立学校学生配备平板电脑和高速 4G 
网络，将教室变为“智能”门户，创造一个数字化的学习

环境；智能电子服务门户网站，为大学教职工和学生提供

各类电子化服务，包括注册、证书认证和许可证延期等。

数字技术正在悄然改变着传统的学习和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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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颈：ICT 服务赶不上教育和科研发展步伐

A n k a b u t 是阿联酋高级国家研究和教育网络

（NREN）的运营机构，为大学、学院、研究机构、职业

学校等各种教育机构提供广泛的 ICT 服务，包含云服务、

网络连接、IT 基础设施、机房及机柜托管和租赁、管理服

务、专业服务和培训服务等。目前，服务范围已扩展到超

过 35个教育机构和 80 个高等院校，其中包括阿联酋教

育部和哈利法大学（Khalifa University）。

Ankabut希望通过专业、优质的 ICT 服务，助力阿联

酋成为科研和教育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尽管旗下拥有多

个数据中心，且已经成为阿联酋排名第一、中东和北非

（MENA）地区排名第二的 ICT 服务提供商，Ankabut发
现其服务能力仍然难以满足快速变化的教育和科研业务需

求。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引发在线教育需

求井喷式暴发，对Ankabut服务能力提出了更严谨的挑战。

Ankabut的管理者意识到，对当前网络的技术架构、管理

模式、商业模式进行一次全面的规划和升级，势在必行。

经过调研分析，Ankabut梳理出需要迫切改进的

问题：

•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分散在各个高校，无法实现 ICT
资源的统一管理和分配，导致管理成本高，使用效率低；

• 分散的架构只能支撑基础的资源租赁服务，难以提

供高质量的计算、存储、网络、大数据等高阶服务，缺乏

应对未来需求的升级能力；

• 商业模式和定价模式单一，缺少灵活、创新的服务

提供方式，难以提升商业竞争力。

转机：云化转型为教育行业打造强大数字底座

经过层层剖析Ankabut发现，造成所有问题的根源在

于当前的技术架构缺少弹性，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行业需

求。因此，必须进行云化转型，将所有资源纳入统一的资

源池进行管理和调用，并针对当前网络、存储等服务能力

不足的问题进行改进，打造一个强大的数字底座。在此基

础上，才有可能设计出灵活、创新的服务，以及进行商业

模式和定价模式的创新。

在确定了云化转型的总体方向后，Ankabut在选择具

体的解决方案和合作方时，主要考量以下几方面 ：
• 能够满足高校和科研机构新业务对算力、存储性能

和大数据使能的需求；

• 技术架构领先，扩容、升级灵活，能够满足未来五

年的持续发展；

• 兼容原有的系统，能够统一调用和分配 IT 资源；

• 运营管理简单易行，能够实现各种业务统一管理；

• 多样化的服务提供方式，支持更为灵活的商业模式

和定价模式。

经过多方比较和方案测试，Ankabut最终选择了与华

为进行合作。

华为HCS全栈混合云平台具有高性能的IT基础架构，基

于 Atlas 服务器、ARM服务器和KunLun关键业务服务器，

可提供 9 类 40 多项云服务内容，能够针对远程教学、高并

发视频流、高性能计算，以及大数据使能等业务特点，提供

量身定制的高阶云服务，更好地满足新业务对带宽、算力、

存储性能及服务多样性的需求，助力Ankabut提高服务水准

和行业竞争力。HCS 采用开放式架构，能够纳管来自不同

厂商的资源池，实现一云多池，从而有效保护Ankabut的已

有投资。此外，HCS还具有云服务开箱即用、BC&DR 服务

内嵌等优势，让平台的运营管理工作更轻松易行。

对于Ankabut将新的云服务和传统的网络租赁服务统

一管理的愿望，华为针对性地设计了云网协同 SDN，实

现了云网一体化管理。华为CloudFabric是 SDN 解决方案，

为物理、虚拟或基于容器的工作负载和应用程序提供无缝

的数据中心内部与数据中心之间的连接。CloudFabric提
供智能、极简、超宽、安全、开放的数字化网络平台，能

够对机房租赁、网络带宽租赁、物理网络端口租赁等业务

进行统一管理。

Ankabut还部署了华为OceanStor Dorado V6高端全

阿联酋 Ankabut：教育云为人才发展铺就数字进阶之路

闪存分布式存储，该设备采用专有 AI 芯片、

FlashLink® 智能算法和NVMe架构，每秒可

提供 2000 万次输入/输出操作（IOPS）和

仅 0.1 ms的延迟，这意味着其性能在同类

产品中遥遥领先，可以达到其他存储解决方

案的两倍，大幅提升了教师和学生线上学习

的体验。该设备还补足了快照、CDM 能力，

能够在业务不中断的情况下快速分离出数据

副本，为研究机构的测试、分析业务提供更

为灵活的数据服务。

未来：巩固领先地位，为阿联酋的人才
发展铺就数字进阶之路

云化转型使Ankabut受益良多：整合分

散的资源，纳入统一管理，能够更好地制

定运营策略，降低运营成本；实现商业模

式的创新，通过提供更灵活的服务和更有

优势的价格，提升自身竞争力，巩固了其

在阿联酋和中东地区的领先地位。

对此，Ankabut首席执行官Fahem Al 
Nuaimi表示：“该项目是 2019 年阿联酋教

育领域最大的一笔投资，将加强阿联酋在

教育服务领域作为地区领导者的地位。”

依靠Ankabu t优质、强大的云服务，

阿联酋的教育和研究机构能够不断提高教

学和研究项目的质量。未来，Ankabut还
将不断推出创新服务，助力阿联酋实现

“Vision 2021”中“让教育体系跻身世界

一流”的国家愿景，为阿联酋的人才发展

铺就数字进阶之路。

以使能教育数字化转型为核心、采用面向未来的技

术架构，以及选择正确的合作伙伴都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Ankabut 对这“朵”教育行业“云”充满信心，

也对阿联酋教育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未来充满期待。

——Ankabut 首席执行官 Fahem Al Nua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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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水电局：AirEngine Wi-Fi 6，
为员工构建智能化生活环境

城市的“智慧”，体现在科技园区和先进实验室里，更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迪拜水电局采用华为AirEngine Wi-Fi 6，

构建高质量网络，帮助园区与建筑更智能。华为的系列解决方案不仅为迪拜水电局提供了智能化的生活环境，提

高了员工满意度，还为多样化的新型数字服务打下了基础。

拜是阿联酋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世界上发展最

快的城市之一。2017年，迪拜推出了以未来为导

向的计划——迪拜“10X”（X 代表勇于实验、打

破常规、着眼未来以及指数思维），旨在通过迪拜未来基

金会，推动迪拜进入未来社会，让迪拜领先全球其他城市

10年。

迪拜水电局（Dubai Electricity & Water Authority，
简称DEWA）是迪拜水电服务的独家供应商。为重新定义

公用事业部门角色，为城市创造新的数字化未来，迪拜水

电局推出了Digital DEWA。作为迪拜水电局的数字部门，

Digital DEWA主导着数字技术在其四大支柱领域（太阳

能、能源存储、人工智能、数字服务）中的运用，积极推

进人工智能和数字服务的应用，使迪拜水电局成为世界上

首家在可再生能源、存储和数字服务领域实现自动化的数

字公用事业供应商。

InfraX是Digital DEWA的ICT部门，基于数据中心为

客户提供云服务及其他增值服务。为此，InfraX需要安全、

可靠、独立的超快光纤网络，满足第四次工业革命对未来

应用的智能需求。

新园区需要新的通信基础设施

迪拜水电局近期在迪拜西南部的杰贝阿里（ Jebe l 
A l i）发电站打造了一个新的员工园区，包括两块住宿

区和两座多功能建筑，为入住员工提供全面的日常服务。

作为负责网络规划和部署的单位， I n f raX选择了在带

宽、时延和网络管理方面都有更高性能的华为AirEngine 
Wi-Fi 6，构建高质量网络，帮助园区与建筑更智能，为

迪

告别园区铜线网络
释放绿色极简未来
华为全光园区解决方案

华为星光全光园区系列光终端更多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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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办公、生产、公共服务场景构建一

张全无线的高品质网络。

此前，迪拜水电局不同园区职工宿

舍网络通信基础设施薄弱，受网络延迟、

带宽限制和丢包的影响，原有网络连

简单的文件下载都难以满足，支撑其他

移动工作任务就更加捉襟见肘，尤其是

远程会议，员工体验很差。而且，各个

住宿区的网络均独立运维，消耗了大量

的时间和财力。借助新项目带来的机遇，

In f raX在网络运营中心（NOC）搭建了

统一平台，不仅能集中管理所有住宿区

网络，还可以满足未来住宿区网络扩容

的需要。

华为云管理网络：采用最新 AirEngine 
Wi-Fi 6 技术满足连接需求

华为的云管理网络具备多重特点，满

足了InfraX当下及未来的需求。

·通过AirEngineWi-F i  6接入点实

现全无线接入，提供高达Gb i t / s级别的

带宽，转发时延低至10ms。支持丰富的

IoT标准，满足未来五到十年各种智能服

务的需求。

·双层园区网络，架构层次合理接入和

核心层网络架构大大简化了运维。随着时

延的大大降低，该网络可以满足未来园区

网络的需求，尤其是Wi-Fi 6时代对海量终

端连接和超高速服务访问的需求。使用更

环保的盒式交换机还可以降低功耗、减少

占地空间。

·统一MSP云管理运营平台：基于华

为 iMaster NCE集群中三台物理服务器提

供的超高可靠性，可以帮助平台支撑后期

的平滑扩展。如需上线更多设备，可以直

接添加新的许可证，大幅降低了CAPEX和
OPEX。

通过集成大数据、人工智能和SDN技
术，华为的方案实现了一站式自动化和智

能运维，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有线和无线

服务，同时支持自动业务开通，保障智能

体验，并增强安全防护。简而言之，该方

案目前就可以达到未来多种数字终端和应

用程序所需要的性能水平，具备前瞻性。

让城市的“智慧”体现在寻常生活中

从超宽带、高并发到低时延，华为的

系列解决方案不仅为迪拜水电局员工构

建了智能化的生活环境，打造良好的用

户体验，提高员工满意度，而且为多样

化的新型数字服务打下了基础。在华为

AirEngine Wi-Fi 6助力下，迪拜水电局将

继续为迪拜创造新的数字化未来，让城市

的“智慧”体现在日常生活中。

通 过 集 成 大 数 据、 人
工 智 能 和 SDN 技 术，
华为的方案实现了一
站式自动化和智能运
维， 为 客 户 提 供 高 质
量的有线和无线服务，
同时支持自动业务开
通， 保 障 智 能 体 验，
并增强安全防护。>>

伊玛尔地产：
云溪港全光智慧社区，让生活更美好

伊玛尔地产又一地标性建筑——被誉为“未来世界”的迪拜云溪港，通过部署华为10G PON全光园区解决方案，

打造全面领先的国际化智慧社区，为业主及社区工作人员带来高效、便捷、舒适、多彩的智慧生活，让城市更宜

居，让生活更美好。 

或许未听说过伊玛尔（Emaar）地产的名字，但

你一定听说过世界最高的建筑——哈利法塔、世

界最大的购物中心——迪拜购物中心，以及世界

最大的音乐喷泉——迪拜喷泉。

这些标志性的建筑，都是伊玛尔地产傲人的代表项目。

伊玛尔地产是缔造迪拜诸多地标性工程的世界房地

产巨头，同时，在地产、购物中心、零售以及酒店休闲

领域有丰富经验，旗下涉足6个业务领域，拥有60家活跃

的子公司，业务覆盖中东、北非、泛亚、欧洲和北美的

36个市场。

伊玛尔地产不仅注重卓越设计、品质建筑、及时交付，

还注重社区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如今，作为世界房地产行

业的佼佼者，伊玛尔地产已经离这一目标越来越近。

云溪港智慧社区，需要全光万兆网络助力

在迪拜云溪港（Dubai Creek Harbour），迪拜新城开

发的核心，伊玛尔地产打造了一个全球顶级智慧社区。该大

型开发项目占地6平方公里，拥有超过730万平方米的住宅

空间，320万平方米的零售、酒店、办公、文化和社区空间，

可容纳20多万人居住、45万人生活和工作。可以说，迪拜

云溪港走在了当代生活和工作的前沿，这里拥有丰富的文化

产品，以及世界顶级住宅和办公室。

项目总体规划中包括一张覆盖街道、广场、公园的

无障碍渗透性网络，让人们在社区内走动时有诸多选择。

但在高楼密布的场景下，BMS（Building Management 
System，楼宇管理系统）业务、视频和Wi-Fi回传需要消耗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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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带宽。因此，伊玛尔地产亟需构建一

个大带宽、高安全、高可靠、灵活的全光

万兆网络，以降低运营支出，并支持未来演

进。

华为全光园区解决方案，打造顶级智慧
社区

伊玛尔地产选择了与华为携手共建智

慧社区。华为在光接入领域拥有20多年经

验，引领全球无源光网络领域发展长达10
多年，与超过48家合作伙伴展开合作，推

动了无源光局域网产业的发展。得益于华

为在光接入领域的持续研发投入，此次华

为全光园区解决方案引入了多项领先的创

新技术，包括速率高于10 Gbit/s的XGS-
PON+(20G PON)解决方案、通过采集

和识别图像信息准确还原ODN（Optical 
Distribution Network，光分配网）现网

信息的DQ ODN解决方案（Digital Quick 
ODN，数智光分配网），以及业界首个光

电复合缆解决方案。

云溪港采用华为10G PON解决方案建

设，支持数字媒体、广播音乐、Wi-Fi回传

和BMS业务。对称10G GPON适用于高带宽

业务，提供40公里长距离覆盖，可满足大型

社区的需求。EG8084P ONU用于户外业务，

如数媒广告和直播、音乐及WI-FI回传，支

持户外高温环境下运行。EG8080P ONU则
用于BMS等室内业务。同时，该方案使用华

为统一网管eSight管理整个系统，支持集中

配置，ONU（Optical Network Unit，光网

络单元）即插即用。高效的方案更需搭载高

性能产品，帮助全光园区方案落地：

· 华为SmartAX EA5800系列

多业务接入OLT（Optical Line Terminal，
光线路终端），采用分布式架构，为用户提

供统一的宽带、无线、视频和监测业务传输

平台。EA5800提供GPON、XG-PON、XGS-
PON、GE、10GE接入，支持多种网络建设

模式，一张光网络即可覆盖所有业务，简化

网络架构，降低运营成本。EA5800还有大

中小三种规格，分别适配各种场景，构建起

超宽、绿色、智能的汇聚型接入网络。

· 华为EchoLife EG8084P
一款为政府、交通行业和大型工业园

区开发的工业ONU，支持高性能转发，为

互联网和视频回传业务提供高质量体验。该

ONU可以安装在室内外机架或网络箱中，

也可挂墙或DIN导轨安装。

· 华为eSight网管平台

华为统一的软件套件，用于规划、运

营和维护从全球融合网络和数据中心到多媒

体和视频通信范围内复杂的企业ICT基础设

施，包括提供高性能、弹性IT服务所需的设

施。eSight提供开放、灵活的平台，支持第

三方供应商的基础设施和设备，可轻松开发

定制管理应用。从规划设计到业务发放和故

障处理，eSight网管提高了运维效率，降低

云溪港采用华为 10G 
PON 解 决 方 案 建 设，
支 持 数 字 媒 体、 广 播
音 乐、Wi-Fi 回 传 和
BMS 业务。>>

伊玛尔地产：云溪港全光智慧社区，让生活更美好

了成本，并优化了资源利用率，确保系统迅速响应，提高

了系统可用性。

智慧社区，让迪拜市民生活更幸福

随着对速度和带宽质量要求的提高，华为光纤网络将

为迪拜云溪港在多业务大带宽、安全可靠、灵活扁平化网

络三方面带来更多优势。

在多业务大带宽方面，上下行对称万兆PON，适用于

视频、Wi-Fi回传等带宽需求大的业务。HQoS保证多业务

网络质量。

在安全可靠方面，GPON Type B保护，确保网络故障

时“0”业务（视频、Wi-Fi和BMS）中断，50ms保护倒换，

降低运营成本。双向AES加密算法确保数据安全。

在灵活扁平化网络方面，可覆盖40公里超长距离，节

省资本支出。2层网络，未来网络升级可利旧ODN，实现

从10G PON平滑演进到100G PON。
通过一张网络、统一运维，伊玛尔地产与华为携手共

进，在建设迪拜云溪港智慧社区网络高速公路的同时，更

打造了一个全球领先的园区形象，为迪拜的居民和游客提

供更智能、安全、高效和个性化的城市体验，提升了迪拜

市民的幸福感。

迪拜云溪港将成为伊玛尔地产向国际顶尖房地产巨
头迈进的又一里程碑项目。借助华为的领先 ICT 技
术，我们将打造一个世界级、绿色、多功能的智慧
社区。我们创造的不仅仅是这些建筑本身，更是人
类对未来美好愿景的展望与期待。

——伊玛尔地产信息技术高级总监 
穆扎米尔 · 阿卜杜勒 · 卡里姆（Muzamil 

AbdulKa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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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麦隆国家社保局：巧绘公共服务
数字化蓝图

喀麦隆国家社保局致力于成为一家现代化社保企业。华为扎根喀麦隆，通过ICT基础设施建设助力喀麦隆国家社

保局互联互通，为市民提供可持续、高质量的社会保险服务，巧绘公共服务数字化蓝图。

麦隆位于非洲大陆中西部，这里光照好且雨量充

沛，非常适合农业种植，被称为“中部非洲粮

仓”。经过多年发展，喀麦隆已成为非洲大陆上

最稳定和繁荣的国家之一。不过，喀麦隆的目标并未止步

于此。自2009年起，喀麦隆政府先后公布《2035年远景规

划》和《经济增长和就业战略发展规划（2010-2020）》，

计划到2035年成为非洲地区经济名列前茅的新兴国家。其

中一项重要战略，便是加大ICT基础设施投资，把信息化建

设作为完成战略发展规划的主要措施之一。

改善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正当时

喀麦隆国家社保局成立于1967年，在全国有39个网点，员

工约2100人，在政府总体政策的框架内，为社会和家庭保护立法

提供各种福利服务。" YOU WILL NEVER LIVE ALONE。"这是喀

麦隆国家社保局（简称：CNPS）官网首页的一句话，同时也体

现着他们践行“为人民谋福祉”的使命。喀麦隆国家社保局总经

理N.A.O. MEKULU MVONDO AKAM明确表示，要推陈出新，将

喀麦隆国家社保局打造成一家现代化的社保企业。

在政府部委中，社保部门拥有最多、最全、最权威的数据，

记录全国公民从出生到死亡的一生。喀麦隆国家社保局的数据不

仅信息量庞大，而且留存年限要求长，因此，对数据管理要求非

常高。

随着数字化发展日新月异，现有存储设备维保到期，喀麦隆

国家社保局发现其设备性能已经逐渐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业务需

要，业务向上发展的阻碍也逐渐暴露：投保人数据信息管理零散，

缺乏统一的数据安全管理手段；现网条件无法满足月度性社保支

付，投保人保障受到影响；现场社保业务办理常常受到网络中断

影响，修复时间久；员工及访客无线办公网络体验有限，网络接

入存在风险。为此，喀麦隆国家社保局决心改善ICT设施，开启数

字化转型之路。

灾备 + 双活，保障基础数据安全

考虑到当前状况与需求，喀麦隆国家社保局与华为在2017
年4月签署Digital Campus项目一期，明确第一阶段目标为建设备

份数据中心，以确保现存社保数据库的稳定性

和可靠性。

一期项目更换了现网部分 I CT设备，以

更可靠的系统和优化的OPEX（运营成本）

确保数据库的安全。新数据中心采用了华为

E9000+OceanStor 5600 V3，将业务系统中的

社保系统、Email、财务系统、E-learning、虚

拟网络等32个核心生产业务和应用迁移到了更

加安全稳定的运行环境中，并对数据进行了容

灾备份。

一期项目优质的解决方案和交付，搭建起

喀麦隆国家社保局与华为合作的桥梁，为双方

未来的长期合作筑牢了坚实基础。

项目二期为一期的演进及扩容，主要通过

改造机房和模块化数据中心部署，构建了主数据

中心和异地灾备中心的双活数据中心架构。主备

两座云数据中心分别坐落于喀麦隆首都雅温得与

最大的城市杜阿拉。这种由基本模块（机柜系统、

空调、模块化UPS）和网络模块（核心切换、路

由器和防火墙）组成的模块化数据中心，采用最

新技术运行，允许灵活的资源管理和配置，可实

现数据中心各个模块的有机整合，进行统一可视

化管理，从而极大降低运维管理难度。

2019年底，喀麦隆国家社保局生产系

统全线完成从原本位于总部的数据中心迁移

到位于雅温得肯尼迪站点的华为模块化数

据中心上运行，与杜阿拉灾备数据中心同步

时间仅间隔1 5分钟。同时，数据中心采用

FusionSphere6.5.1+ManageOne6.5.1搭建私有

云平台，将业务搬迁上云，通过云软件Manage 
One对客户现有VM实现资源综合纳管及统一资

源调度，实现资源服务共享。

互联互通，微波助力网络全覆盖

基于已建成的数据中心，喀麦隆国家社

喀麦隆国家社保局通
过 改 善 ICT 设 施， 提
升了社保经办服务的
数字化水平，为喀麦隆
公民提供更加高质量
的社会保险服务。>>

喀麦隆国家社保局：巧绘公共服务数字化蓝图

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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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局决定于2020年底改善所有工作区域内的

互联互通，在提高网络效率的同时也能提升用

户满意度。

此前，由于喀麦隆国家社保局总部、数据

中心以及各分支站点网络均为运营商租用网络，

且园区内网络设备大部分已经老旧过保，各站点

经常出现网络中断的情况，部分重要站点几乎平

均每周出现3或4次长时间网络异常情况。与此

同时，运营商定位问题的能力有限，往往需要一

到两天时间才能解决问题，直接导致这段时间内

总部及各分支站点生产系统停运，员工几乎不能

工作，到站点办理业务的客户无功而返，用户满

意度下降。

微波解决方案的思路在于提高网络效率的

同时降低业务成本。华为RTN950A微波搭配通

信能源并采用一体化机柜，连接雅温得9个站点

和杜阿拉5个站点的网络带宽。该专用微波网络

独立于运营商提供的网络，专门为喀麦隆国家社

保局的内部连接服务。这样一来，各站点可以通

过微波与数据中心互联，在运营商网络卡断的情

况下，内网访问及办公也不受影响。

过去，两个城市中主要分支站点运营商带

宽仅4M/s，实现微波互联后，带宽提升到平均

50M/s。此外，除微波频谱租用年费外，无需

支付额外的为提升带宽产生的运营商网络费用，

前后对比，每月又节省近3万美金。项目交付完

成后的3年内可完全实现Capex（资本性支出）

回收。

同时，通过Wi-Fi 6信号的全覆盖，喀麦隆

国家社保局任何设备都可以在工作区域的任何地

方以相同的ID访问内部网络，并且可以管理每个

用户的身份和连接记录，防火墙也确保互联网足

够安全。

到目前为止，喀麦隆国家社保局已经实现

了微波互联、网络现代化管理、UPS和锂电池稳

定能源供应以及Wi-Fi 6覆盖，不仅保障了日常

工作，还极大地提高了业务处理效率，家庭津贴

档案办理减少至30分钟。在强大的数据管理体

系和网络连接保障的支持下，喀麦隆国家社保局

近年内实现了无纸化办理业务，同时确保社保津

贴每月及时发放。

云桌面，实现安全高效云办公

喀麦隆国家社保局的生产系统主要包含邮

箱、内部管理系统和其他业务系统。其中，业务

系统面向喀麦隆国民个人及企业，公民社保金的

上报及缴纳均需要访问这套系统。大部分喀麦隆

民众选择到营业厅办理业务，导致客户业务办理

使用内网率高达90%，挤占员工使用的资源空间，

关键数据安全管理存在极大挑战，台式机及相关

数据面临偷盗及安全入侵风险。

在云化数据中心和稳定网络的支持下，华

为提供了600套云桌面及办公OA系统，帮助客

户实现全面云化办公。桌面云（VDI）系统可以

实现数据资产的集中化管理，对员工办公数据实

现统一的安全策略，即用户数据通过部署在数据

中心的虚拟桌面进行处理和存储，有效地实现了

资源空间隔离，消除数据泄露风险，保障喀麦隆

国家社保局核心数据资产安全。

面对“非洲将成为未来全球经济新增长

点”的预言，正如喀麦隆总统保罗 ·比亚所说，

在喀麦隆的广袤大地上，政府和人民正在将宏伟

蓝图变成伟大现实。喀麦隆国家社保局的数字化

转型无疑是喀麦隆这张数字化蓝图上至关重要的

一角。华为作为一家全球化的ICT公司，也有幸

参与到这一伟大的数字化进程中，将数字世界带

给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

华为超融合数据中心网络
CloudFabric 3.0

以“网络提质”赋能绿色算力时代

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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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数据通信产品线副总裁 赵志鹏 / 文

华为智能云网，构筑智慧城市联接底座

在全球，超过170个国家制定了数字化战略及规划，智慧城市作为连接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的纽带，是国

家数字化发展的关键载体。华为智能云网，将云中的智慧、算力和数据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城市的千行百业，赋能城

市治理、繁荣城市应用、支撑经济发展，构筑智慧城市联接底座。

华为智能云网，构筑智慧城市联接底座

华为智能云网将云上的
智慧、数据和算力，源
源不断地通过网络持续
输送给城市的千行百
业，构筑智慧城市联接
底座，加速城市数字化
发展。>>

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数字技术不断进步，数字化发展

的浪潮已经席卷全球，超过170
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了数字化战略及规划。

欧盟发布了《2030年数字指南针》规划，

致力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构建可持续的数

字基础设施；中国强调了“数字中国”战

略，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公

共服务水平，营造良好的数字生态；美国

也发布《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致

力于成为关键和新兴技术的世界领导者；

中东、亚太和非洲的众多国家相继推进，

发布了各自的数字化战略，比如沙特“愿

景2030”、阿联酋“2071百年国家战略”、

泰国“数字泰国战略”、新加坡“智慧国

家”、南非“2030年国家发展计划”、摩

洛哥“数字2025”等。

城市是人类文明结出的硕果，也是国

家数字化发展最为关键的载体，国家数字化

战略的执行和落地都离不开城市。按照联合

国的统计和预测，到2050年全球城市化率

将达到67.2%，将有62.52亿人生活在城市。

在数字时代，智慧城市将成为连接数字经济、

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的重要纽带。

为云而生的智能云网，是构筑智慧城市
的联接底座

城市数字化的标志是千行百业上云。

云计算以在线公共服务的方式，使算力和

人工智能成为普惠科技，至2021年底，全

球80%以上的企业已经上云。但要把云上

的智慧、算力和数据输送给每个人、每个

家庭及每个组织，重塑社交、娱乐、生产

和生活，还需要发挥网络的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云是核心，网是关键，

城市的数字化发展离不开云网基础设施的

建设。华为智能云网，就是联接云、使能

云的网络。华为智能云网将云上的智慧、

数据和算力，源源不断地通过网络持续输

送给城市的千行百业，构筑智慧城市联接

底座，加速城市数字化发展。

华为智能云网具备以下特征：

一、网络数字化。通过数字化的方式，

感知网络的状态，将整网状态在数字世界

中进行抽象建模，并统一发放到云端，实

现了整个网络的云端统一管理及网络状态

的实时可视。

二、 网 络智能化。网络数字化之后，

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进一步

将智能引入到云网之中，以实现网络、云

资源的智能均衡调度及网络的智能运维。

同时，大幅提升网络的排障效率，在实现

安全智能防御的同时，全面提升网络的安

全防护能力。

三、网络服务化。通过网络服务一键

式订购，提升了网络的响应效率，以匹配

云的敏捷度；可助力网络实现开放编程，

从而更加灵活地对接云内业务，并满足业

务的不同需求；实现了云网安一体，可提

供更加安全的云网服务。

华为智能云网提供端到端解决方案，

包括云园区网络（CloudCampus 3.0）、

云广域网络（CloudWAN 3.0）、超融合数

据中心网络（CloudFabric 3.0）以及网络

安全（HiSec 3.0）四大场景，通过以数赋

智，助力城市上好云、用好云。

智能云网使能千行百业，加速城市数字
化发展

华为智能云网解决方案，基于业务需

求与技术创新并行驱动，带来网络架构的

深刻变革，实现了云与网的高度融合，让

随

454444

焦 点



城市的数据、算力真正高效地流动起来。

其释放出的数据红利和价值，为千行百业

提供澎湃动力，赋能城市现代化治理、丰

富城市多样化应用、推进数字经济快速发

展。在全球，华为智能云网正在加速城市

数字化发展。

· 智能云网，让城市“安全宜居”

近年来，阿布扎比一直致力于成为世

界上第一个“真正的智慧城市”，实现能

源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型。2021年，根据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简称 I M D )  和新加坡科技与设计大学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 i gn，简称SUTD）  的联合报

告，阿布扎比被评为中东和北非地区“最

聪明”的城市，在全球排名第28位。智慧

城市服务提供商UTT基于华为智能云网云

园区网络解决方案，在阿布扎比AI Reem 
Island面向精英群体打造了智慧社区精品

住宅。通过部署端到端无阻塞的智能门控

网络和CCTV网络，智能云网确保了数据传

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让智慧社区既智能

又安全，吸引着更多的精英人才在阿布扎

比定居生活。

· 智能云网，让医疗“更有温度”

曼谷诗里拉吉医院（Siriraj Hospital）
是泰国最大的公立医院，也是东南亚最大

的医院之一，可容纳2000多张床位，每年

有300多万患者前来寻求治疗。新冠肺炎

疫情大流行期间，诗里拉吉医院成为抗疫

中心和前沿，同时也在为其他患者继续提

供医疗服务，医院所面临的运营压力急剧

上升，亟须引入数字化技术，来提升服务

和运营的效率。诗里拉吉医院选择华为智

能云网，融合5G+Wi-Fi 6技术，提供上网

服务，并支撑辅助诊断、无人车等智慧医

疗应用。5G确保了网络的低延迟和高安

全，Wi-Fi 6连续组网实现了全无线无缝覆

盖，医护人员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移动终端

录入诊疗数据，患者也可以畅通无阻地与

亲朋好友视频联络。

· 智能云网，让教育“触云可及”

阿联酋推出“2071百年国家战略”，

目的是在建国百年之际成为全球最先进的

国家之一，而加大教育投入是其中的核心

举措。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在线

教育需求呈现井喷式增长。为满足教育和

科研业务的新需求，阿联酋国家研究和教

育网络运营机构Ankabut对当前网络的技

术架构、管理模式、商业模式进行一次全

面的规划和升级。Ankabut采用华为智能

云网超融合数据中心网络解决方案，基于

SDN架构，为物理、虚拟或基于容器的

工作负载和应用程序提供无缝的数据中心

内部与数据中心之间的连接，构建了智能、

极简、超宽、安全、开放的数字化网络平

台，为阿联酋35个教育机构和80个校园提

供交互式教学、大规模在线MOOC公开课

程等云化教育服务。

· 智能云网，让金融“无距互联”

泰国政府储蓄银行（Gove rnmen t 
Saving Bank，简称GSB）致力于成为一

家全数字化的社交银行，为客户提供创新

的金融产品和优质安全的金融保障。为实

现这一使命，GSB与时俱进，积极寻求最

合适的网络基础设施，确保1060家分行不

论规模大小，都能够实现智能、高效、安

全地运营。华为智能云网帮助GSB打造了

一张功能强大的云化网络，通过SD-WAN

华为将持续创新，为城市数字化发展提供

领先的 ICT 解决方案，并与更多的客户、

伙伴展开合作和创新，通过智能云网构

筑智慧城市联接底座，IP on everything，

释放联接潜能，使能业务创新，赋能千行

百业，共创智慧城市的美好未来！

—— 华为数据通信产品线副总裁 赵志鹏

方案实现总部、分支和多云之间互联互通，系统实时同

步，数据无缝传输，确保所有分支机构的业务连续性、

效率和稳定性。无论分支机构在哪里，都能够让分支机

构员工像坐在总部一样工作，为2500万客户提供一致的

金融服务。

· 智能云网，让互联网“提速增效”

随着互联网2.0时代的快速发展，菲律宾大力发展电

商、直播、社交媒体、高清视频等新型产业，推动数字经

济的发展。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带宽对于企业和个人而言，

就像人类对于水的需求，高速网络已经成为必需品。菲律

宾网络基础建设提供商Converge起初采用同轴电缆为首都

马尼拉提供有线电视和上网服务。随着新业务的快速发展，

原有网络已难以满足优质用户的要求。华为基于智能云网

云广域网络解决方案，为Converge构建智能、超宽、极简

的光纤高速网络，NetEngine超大容量平台实现视频类业

务大带宽承载，层次化QoS区分用户、业务进行精细化调

度，多种认证方式实现整网用户统一接入。Converge成为

菲律宾最为优质的网络提供商，让数千万互联网用户从数

字世界中受益。

智能云网 IPv6+ 再升级，助力智慧城市持续演进

IPv6（互联网协议第6版）是下一代互联网技术，是

互联网升级演进的必然趋势，是网络技术创新的重要方

向，IPv6的重要性在全球已经成为一个共识。随着城市

的快速发展，海量物联的需求随之出现，预计到2030年，

全球物联规模将达到千亿级别。相比IPv4，IPv6提供了

巨大的地址空间，为每一个终端和设备分配了唯一的 IP
地址标识，能支撑城市海量联接需求。

IPv6+是基于IPv6的技术创新和融合的应用。IPv6+
利用 IP v6报文的灵活扩展性，增强了网络的可编程性、

确定性和智能运维等特性，从而为不同城市应用和用户

提供差异化的网络体验和保障。在政务服务场景，IPv6+
实现网络可编程，提供SRv6技术实现一跳入多云，网

络分钟级发放，政务业务快速上线；在工业控制场景，

IPv6+提供确定性体验，其网络切片技术为不同业务提

供专网级网络质量保障，单跳时延≤30us，实现精准控

制；在视频会议场景，IPv6+增强了网络智能运维，提供

随流监测技术实时监测视频业务质量，让疫情期间远程

交流畅通无阻。

华为智能云网已全面支持IPv6+，助力城市数字化发

展面向未来持续演进。 IPv6+在业界已经达成广泛共识，

包括华为在内的30+ IETF成员参与相关标准制定，在全

球各行业也落地部署了100+的商用案例。

华为将持续创新为城市数字化发展提供领先的ICT解
决方案，并与更多的客户、伙伴展开合作和创新，通过

智能云网构筑智慧城市联接底座，IP on everything，释

放联接潜能，使能业务创新，赋能千行百业，共创智慧

城市的美好未来！

华为智能云网，构筑智慧城市联接底座

4746

焦 点



◎ 华为光产品线副总裁 金志国 / 文

华为绿色智简全光网， 
打造智慧城市第五张网

城市治理的数字化、千行百业的加速上云，以及数字生活等带来的各种应用全面爆发，一张完善、高效的城市全光

通信网络已必不可少。它就如同水、电、煤气以及交通网，是城市运行的血脉与生命线，是智慧城市的第五张网，

是城市面向数字化发展所必需的新型核心基础设施。在未来，智慧城市将呈现怎样的数字化景象？它需要什么样的

网络来支撑？智能、极简、超宽、无处不在的下一代绿色智简全光网，让光联接延伸至社区、园区、工厂、家庭、

桌面、机器，加快城市数字化进程，为城市运行带来极致体验。

着数字化的发展，城市将进一步加速智慧化转型。

数字技术与产业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程度与智慧城市建设的成色，

而全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则决定了智慧城市的品质。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约有150多个国家发布光纤战略或

互联网计划，并以“网络基础设施覆盖民生刚需”作为施

政承诺。各国通过政策扶持或免税补贴等措施，加快建设

国家信息骨干网，扩大网络覆盖，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国

家经济与民生发展。

在欧洲，法国政府启动高速宽带计划（PLAN TRES 
HAUTDEBIT，简称THD），推动农村地区部署光纤和公共

网络建设，2022年为100％的法国人口提供大于30Mbps超
高速宽带服务；西班牙推行智慧西班牙全光计划，于2021
年实现300兆100%覆盖；德国投资百亿欧元，专项补助光

纤建设，2025年实现千兆全覆盖。在非洲，尼日利亚启动

国家宽带计划（2020-2025），构建基础网络数字底座；埃

及执行数字埃及建设者计划，建设全国性光纤网络，以促

进埃及数字化转型。 

绿色智简全光网，构筑智慧城市全光底座

全场景感知、全场景互联和全场景智慧正在成为新一

代智慧城市发展的目标，新型城市基础设施的云和网是支

撑这一目标实现的基础。网络作为联接城市感知末梢与云

之间的数字桥梁，是一座城市的核心基础设施，地位举足

轻重。各类业务的安全保障，新业务的快速开通上线，都

离不开坚实可靠的网络。光纤网络联接在教育、医疗、政

务、交通、电力等行业广泛应用，持续夯实智慧城市基础，

成为推动民生进步的新动能。城市管理者必须持续关注网

络建设，从管理和技术两个层面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有效

应对业务的灵活多样性。

智慧城市蓬勃发展，智简全光网成为构筑智慧城市联

接底座的必要选择。2019年，华为正式发布了智简全光

网战略，通过打造智能、极简、超宽、无处不在的下一代

全光网络，使光联接延伸至网络边缘，为每个人、每个家

庭、每个组织带来极致的业务体验。2022年世界移动通信大

会（MWC2022）期间，华为面向政企领域发布绿色智简全

光网，整合全光园区、全光工业、全光承载、

全光数据中心、全光感知五大创新场景化解

决方案，使能行业数字化转型。

• 全光园区解决方案

通过采用无源设备代替有源设备，将

网络架构从三层变成两层，无须建设弱电机

房；创新的点到多点架构可减少50%光模块

投资；终端设备即插即用、即换即通，运维

效率提升50%。

• 全光工业网解决方案

通过全光网络的确定性低时延和高可靠

性能，满足工业场景对网络的极致要求，可

广泛应用于工厂车间、电力、地铁、煤矿、

港口、公路等场景。

• 全光承载解决方案

推出NHP（Native Hard Pipe，原生硬

管道）网络解决方案，实现了传送网和接入

网的融合，通过OSU技术拉通整个网络，保

证业务端到端物理隔离，安全系数高，该项

技术在电力、交通等行业场景有广泛的应用

前景。

• 全光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采用存储与光联动协同（ S O C C ，
Storage-Optical Connection Coordination）
方案，通过光网络的快速检测链路故障能力，

实现在5毫秒内完成光纤路径切换；同时可

以实时监测光纤链路抖动，主动通知存储设

备，实现从120秒提升到2秒内切换I/O通道，

从而保障数据零丢失，极大地提升了客户金

融交易的可靠性与安全性。

• 全光感知解决方案

推出了首款光纤传感产品OptiXsense 
EF3000，帮助油气企业打造无人巡检的新

模式，管线威胁事件识别率高达97%。

绿色智简全光网，重塑行业生产力

在全球，华为绿色智简全光网正在加

速城市的数字化进程，为政府、金融、ISP、
电力、社区、酒店、教育等行业提供澎湃动

力，推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 绿色智简全光网，让电子政务高效协同

在中国，上海城市光网采用华为全光

承载方案，带宽高达单纤48Tbps，时延低

至微秒级，不仅满足了上海市目前政务业务

“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快速部署和

高效协同的需求，还满足了未来5到10年电

子政务业务高速发展需要，助力上海跨入

“万物互联、千兆传输、微秒可达”的全光

数字化时代。

• 绿色智简全光网，让金融交易安全可

靠

国 家 银 行 间 交 易 管 理 和 交 易 所

（National ITMX）是泰国电子支付基础设

施的开发商和服务提供商。泰国ITMX采用

华为提供的全光数据中心网络解决方案，通

过自建DCI网络，提供微秒级低时延和T级
大带宽，确保数据的业务连续性（BC）和

容灾恢复（DR），业务不丢失不中断，助

力泰国国家银行建设电子支付基础设施，引

领金融行业的数字化转型，释放金融数字经

济新活力。

• 绿色智简全光网，助力ISP打造超宽

城市数字主干道

FiberStar是印度尼西亚最大财团Salim
旗下专注ISP业务的子公司，聚焦构建超宽

安全的光纤网络，网络覆盖印度尼西亚14
个省和92个城市。在爪哇岛，相距1000公
里的两个重要金融城市需要稳定可靠的骨干

网络连接，如何保证地面光缆断纤情况下不

影响业务传输，成为最大的挑战。FiberStar
引入了华为全光承载解决方案，通过大带宽、

高可靠的OTN骨干网，打造畅通无阻的城市

数字主干道，利用先进技术推进印度尼西亚

基础网络的覆盖，充分释放印度尼西亚数字

经济的潜力。

华为绿色智简全光网，打造智慧城市第五张网

在全球，华为绿色智简
全光网正在加速城市的
数 字 化 进 程， 为 政 府、
金融、ISP、电力、社区、
酒店、教育等行业提供
澎湃动力，推进数字经
济快速发展。 >>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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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智简全光网，让电力公司生产运维更智能

CEMIG是巴西最大配电公司、第二大输电公司和第三

大发电公司，电力业务覆盖巴西全境。2019年，CEMIG公
司的输配电生产网已采用华为全光承载方案，构筑了超长

距、低时延、高可靠、大带宽的智能电力传输网。2021年，

为实现巴西国家电力监管局ANEEL提出的变电站信息化、

无人值守要求，CEMIG公司采用了华为全光工业网解决方

案，通过智能算法，实现了边界视频巡防、开关状态监测、

仪表仪器读数以及设备远程控制等功能，从而实现变电站

自动化巡检，运营效率提升30%，运维效率提升60%。 
• 绿色智简全光网，让社区更智慧

云溪港是由跨国房地产开发商伊玛尔地产建设的一个

全球顶级智慧社区，位于迪拜新城的核心位置。社区拥有

超过730万平方米的住宅空间和320万平方米的零售、酒店、

办公、文化和社区空间，可容纳20多万人居住，以及45万
人生活和工作。云溪港引入华为全光园区解决方案，构建

了大带宽、高安全、超灵活的全光万兆网络，打造世界级

绿色智慧社区。 
• 绿色智简全光网，让酒店更绿色节能

位于托斯卡纳的Orizzonte度假村采用华为全光园区解

决方案，打造了一张绿色环保、多业务综合承载、智能化

的园区网络。该方案采用创新二层网络架构，支持多网融

合，基于无源光网络从而具备绿色节能的独特价值，帮助

度假村每年减少超过6500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等效于

在度假村内多种300棵树。如今，每位旅客可以随时随地在

度假村内轻松连接网络，享受极致网络体验。

• 绿色智简全光网，让校园网络更流畅

埃及加拿大大学（University of Canada in Egypt）新校

区校园网络正朝着智慧化、泛在化和分享化发展，华为全光

园区解决方案强力支撑了校园网络的稳定运行，不仅实现了

高速网络全场景覆盖，而且节省空间、绿色节能、降低工程

成本，提供了卓越的用户体验。现在，埃及加拿大大学新校

区的师生可以在校园内流畅地使用各种互联网教育应用。

绿色智简全光网的应用案例远远不止这些。凭借绿色

环保、超大带宽、超低时延、超高可靠等特性，华为绿色

智简全光网已成为支撑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坚实底座，重塑

行业生产力，助力千行百业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持续创新，助力智慧城市未来演进

华为将在绿色智简全光网上持续创新，带来更多更广

泛的行业场景化解决方案，充分满足智慧城市未来的演进

需求。通过引入Wi-Fi 7、50G PON、800G等下一代技术，

家庭接入带宽从1Gbps提升到10Gbps，打造十千兆无处不

在的联接；网络能力从电信级提升到工业级，网络时延降

低到微秒级，满足工业机器人控制需要的极低时延要求；

网络可用性从99.999%提升到99.9999%，满足电网高频调

度等超高可靠性需求；从光通信延伸到光感知，通过光纤

散射效应实现震动、应力、温度的感知，定位精准度达到

米级；利用光技术的低能耗特征，使网络能效提升10倍。

面向未来，随着VR、AR、全息、裸眼3D等新形式的大

规模应用，以及机器人高精度控制的需求，华为绿色智简

全光网还将持续深入智能电网、高速铁路、无人驾驶、智

能制造等更多行业应用场景。不同业务场景将提出更多网

络需求，技术持续创新也将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华为绿

色智简全光网将携手全行业孵化更多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

匹配未来智慧城市蓬勃发展和演进的需求，打造高效通畅、

绿色节能的城市第五张网，为数字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华为绿色智简全光网将携手全行业孵化更多数

字化转型应用场景，匹配未来智慧城市蓬勃发

展和演进的需求，打造高效通畅、绿色节能的

城市第五张网，为数字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 华为光产品线副总裁 金志国

Huawei CloudEngine Data Center Switches:
A Great Fit for Enterprises to 

Go Digital and Green

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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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数据存储解决方案销售部部长 樊杰 / 文

领跑智慧城市，以高效、
安全、绿色数据底座铸就美好未来

当前，数字经济正带动全社会迈入新时代，各国纷纷发布国家数字战略。马来西亚推出了数字经济蓝图

（MyDigital），沙特阿拉伯公布经济计划“2030愿景”，新加坡提出了智慧国计划的升级版——“智慧国2025计

划”，皆在利用创新的数字技术发展基础设施，鼓励创新变革，建设领先的智慧城市。

20世纪90年代发展电子政务开始，到如今的数字

政府、Bank4.0，世界各国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智

慧城市的建设，通过制定系统的政策法规，推动

国家、政府和企业的数字化进程。新冠疫情加速了数字化

转型进程，也加快了各国政府应对这一进程的脚步。

从甲骨文到造纸术，人类文明的进步就是一部数据被

存储与传承的历史。数字化时代更是如此，数字经济的发

展也是数据生产要素被高效存储和挖掘价值的过程。数据

资源是打造智慧城市的关键要素，据华为全球产业展望

(GIV)预测，到2030年，人类将进入YB数据时代。

数字经济的领先需要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数据存储作

为数字世界的数据底座，已经成为数字基础设施的关键一环。

高效数据存储底座，加速智慧城市转型

在每一个城市数字化建设背后，各类大型企业以自

身科技能力和联结能力，为数字化世界带来了更深远的

改变。

近年来，中东快速消费品 (FMCG) 公司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挑战。市场增长显著放缓，参与者之间为争夺市场

份额的竞争愈发激烈。与此同时，受到全球原材料和运输

价格上涨以及中东地区经营成本的结构性增加的影响，快

速消费品公司的利润率面临巨大压力。中东快消品电子商

务市场在过去三年中几乎翻了一番，其中，沙特阿拉伯近

70%的购物者在过去7天内访问过电子商务网站，比疫情

前显著增加。如何在新的市场下获得份额，

保持领先，是快消品企业急需攻克的难题。

沙特阿拉伯 Cigalah 集团成立于1980
年，经过20多年的发展，从一家快消品分

销公司（FMCG）发展成为拥有制药、医

疗保健、手表、珠宝、纺织品、食品的大

型公司。为解决Cigalah现网基础设施与

更高效率追求之间的矛盾，华为量身定制

了包括OceanStor Dorado全闪存存储和

集中存储平台在内的解决方案。全新一代

OceanStor Dorado，面向容器、分布式

数据库、云化等新兴应用场景进行创新优

化，能够实现容器化应用的数据保护和高

效资源管控，存储资源云化的整合管控，

提升数据库的性能和可靠性，构建面向

新兴应用的高效数据底座。采用新方案后，

存储设备显著提升了性能，将报告输出时

间从原有的5分钟缩短至20秒，为Cigalah
管理团队提供了近乎实时的业务绩效洞察，

真正实现以客户为导向，在新常态下持续

领先。

安全可靠数据存储底座，守护智慧城市

近年来，因数据丢失、业务中断而造

成重大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的企业不计其

数。2018年，某云服务商因为底层磁盘静

默错误以及数据迁移操作不规范，导致某

企业用户平台级数据全部丢失。某互联网

技术服务商数据被恶意删除，恢复耗时七

天七夜，赔偿客户损失2500万美元。在视

数据为生命的金融行业，每小时停机损失

更是达到648万美元。

随着数据量越来越多，数据越来越重

要，数据保护迫在眉睫。当前，勒索软件

已经成为企业面临的严重威胁之一，根据

Gartner预测，到2025年，75%的企业将面

临一次或多次的攻击。企业遭受勒索软件

攻击的讨论，已经从之前的“是否会”转

向“何时会”，因此，企业需要未雨绸缪。

其中，通过对存储的防勒索保护来保障企

业业务的安全运行措施已经得到业界认可。

新加坡Top3之一的银行就在存储防勒索方

为 解 决 Cigalah 现 网
基础设施与更高效率
追 求 之 间 的 矛 盾， 华
为 量 身 定 制 了 包 括
OceanStor Dorado
全闪存存储和集中存
储平台在内的解决方
案。>>

领跑智慧城市，以高效、安全、绿色数据底座铸就美好未来

选择华为OceanStor存储 ，建设全闪存数据中心，实现数据加速、数据安全、数据绿色节能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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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存储将在智慧城市领域持续探索，从硬

件到软件、从介质到架构统一进行持续创新，

在可靠性、可用性、易用性等多方面不断追

求卓越，赋予城市更高的智能，驱动城市更

多数字化应用场景走向现实，更好地挖掘数

据价值，加速千行百业的业务数字化转型。

—— 华为数据存储解决方案销售部部长 樊杰

案上与华为展开合作。华为存储防勒索方

案覆盖SAN存储、NAS存储(OceanStor全
闪存存储)与备份存储(OceanProtect)的应

用场景通过存储加密、Air Gap、安全快照

/WORM等关键技术，实现数据防篡改、数

据安全检测和数据的安全恢复，帮助其满

足最新金融secure tertiary data backup
（STDB）安全数据备份要求。

绿色节能的数据存储底座，助力绿色经
济发展

在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中，数据量的

激增推动了数据中心建设的高速发展，但

也带来了高能耗、环境影响等一系列问题。

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一个重要步骤，

就是动员整个金融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的威

胁。目前，已有约占全球银行资产的40%
的113家银行加入了行业主导和联合国召

集的净零银行联盟（NZBA），承诺其投资

和贷款组合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

在推进绿色金融的过程中，数据中心

成为各大金融机构的靶心。数据中心作为

金融行业的关键基础设施，在金融科技的

快速发展和数字化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全球发布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明确了数

据中心的能耗标准。

2021年，工银亚洲（ICBCA）以28%
的最低成本收入比率，在香港所有持牌

银行中，排名第一。随着业务的快速扩

张、新型业务场景不断涌现，非结构化数

据的爆发式增长和监管的数据安全要求对

电子结单系统提出了诸多挑战。华为分布

式对象存储采用去重和压缩算法以及高比

率弹性纠删码（EC）算法来提高空间利用

率，减少数据重复，其中专有的22+2弹性

EC算法，最高资源利用率达到91%，是传

统3副本机制的1.75倍。ICBCA采用华为创

新的分布式对象存储，有效提高电子结单

文件的存储和查询效率，存储容量使用率

得到显著提升，能耗降低47%。ICBCA正
携手华为存储共同建立绿色数字银行。

绿色金融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

有了新一代数据中心作为“能力底座”，

世界各国银行将以“打造绿色金融标杆

行”的目标，加快推进“零碳银行”建设，

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新时代赋予了城市新的发展要求，华为

存储将在智慧城市领域持续探索，从硬件到

软件、从介质到架构统一进行持续创新，在

可靠性、可用性、易用性等多方面不断追求

卓越，赋予城市更高的智能，驱动城市更多

数字化应用场景走向现实，更好地挖掘数据

价值，加速千行百业的业务数字化转型。

◎ 华为泰国企业业务部长 程国栋 / 文

数字曼谷：
以人为本，与智慧共赴未来

打造智慧城市、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一直是城市发展的目标。华为致力为智慧城市建设添砖加瓦，发

挥技术和解决方案优势，积极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转型。在曼谷，华为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创新数

字基础设施，为智慧城市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华为数字化技术支持下，曼谷多个行业基础设施得到加强，满足千万级人口日常需求，提升人民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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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方面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瓦莱腊大学

（Walailak University）医院与华为合作，力争成为泰国

南部最大的智慧医院。为实现这一愿景，该医院部署了华

为的校园网络解决方案，引入了超快无线网、USG6000E
系列防火墙、VPN网关（保护机密信息），以及iMaster 
NCE校园自主网络管理系统。 

此外，该方案还包含华为特有的 iMa s t e r  NCE -
CampusInsight园区网络分析器——可以主动识别网络潜

在异常的智能分析平台。华为利用自身技术为医院搭建了

集中、易用的基础设施控制和维护系统，大大节约了运维

的时间和成本。

另一个成功案例来自始建于1888年的诗里拉吉医院

（Siriraj Hospital）——泰国最大的公立医院，也是东南

亚最大的公立医院之一，每年要接纳300多万名患者。近

年，随着泰国人口老龄化和医疗成本上升，医院亟需引入

数字技术提高效率。

为此，华为构建了基于MEC的5G专网、混合云和

5G+Wi-Fi解决方案，使能开发了新型医疗应用，支撑诗

里拉吉5G智能医院项目。2020年初，疫情爆发时，诗里

拉吉医院迅速成为泰国抗疫的重要枢纽，其中，华为的

5G网络也起到了保驾护航作用。在云和AI辅助应用，包

括计算机视觉和图像分析支持下，诗里拉吉医院25秒内即

可处理完一个病例。诗里拉吉医院还引入了5G自动驾驶

车技术，以“零接触”的方式运送医疗物资。在全球范围

内，诗里拉吉医院可以算得上落地5G和云技术最成功的

医疗机构之一。

泰国爆发疫情的初期，华为向泰国医院和疾控中

心免费提供了远程医疗视频会议解决方案，帮助泰国

人民抗击疫情。总理巴育 ·占奥差和公共卫生部长阿

努廷曾通过该系统线上向前线医务人员致以最崇高的

敬意。

数字曼谷坚持围绕“以人为本”理念建设智慧城市，

通过培养面向未来的数字技能人才，同时加大医疗创新

投资，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提升人力资源水平。

可见，“以人为本”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也是亚太地

区当前技术主导的转型趋势。未来，华为会继续创新数

字基础设施，支撑数字化转型，为智慧城市奠定坚实的

基础。

（本文原载于Smart Cities World，内容有修改。）

华为的5G和云技术助力百年历史的诗里拉吉医院（Sir iraj 

Hospital）数字化转型，让泰国人民获得更好的医疗体验

“以人为本”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

也是亚太地区当前技术主导的转型趋

势。未来，华为会继续创新数字基础设

施，支撑数字化转型，为智慧城市奠定

坚实的基础。

——华为泰国企业业务部长 程国栋

太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数字化转型在创造更多经济增长

的同时，也为普通民众带来更多

福祉。“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

行着，华为用技术为这场数字化转型搭起了

支柱，以可持续的方式支撑着城市、社会和

经济发展。

其中，泰国是该地区数字化转型的典

范。2019年，泰国启动了东部经济走廊

（EEC）计划，旨在通过鼓励投资、促进创

新和培训数字化人才，在泰国三府（北柳

府、春武里、罗勇）建设智慧城市。东部

经济走廊也是“泰国4.0”战略的核心内容，

该战略致力于在2036年让泰国跻身高收入

国家的行列。而智慧城市建设，是实现该

战略的关键。

数字化转型：以人为本

要想打造智慧城市、满足经济快速发

展的需求，数字化人才是必不可少的。泰

国4.0战略指出，企业、公共部门以及学术

机构要协作培养精通数字技术的人才。其

中一种方法是，在中小学、专科院校和大

学开设专门的课程，确保学生掌握必要的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技能。

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BOI）等政府机构也

推出了激励计划来促进私营部门投资人才

培训。

泰国建设数字城市的过程中，始终

坚持以人为本。华为发挥技术和解决方

案优势，积极推动5G、云服务和数据智

能在医疗、教育和交通等多个行业成功

落地。华为东盟学院迄今已为超过4.1万
名当地 I CT专业人员以及1300多家中小

企业提供了技能培训，进一步支持泰国

4.0战略。

助力教育行业提升智慧程度

教育是泰国4.0战略中的重点领域，为

此，华为采用了多类产品和解决方案支

撑数字化教育转型。国王科技大学（King 
Mongkut'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onburi，简称KMUTT）的IT基础设施改

造，就是其中一个成功案例。改造前，每

个学院的IT网络都是独立建设的，运维成

本非常高昂，KMUTT急需统一的IT平台降

低成本，对此华为提出了CloudCampus解
决方案，大幅提升效率，帮助客户实现教

育和科研目标。

始创于 1 9 4 9年的诗纳卡宁威洛大

学（Srinakharinwirot University，简称

SWU）是泰国第一所师范类高校。华为的

网络技术，可以助力SWU应对未来5到10年
的数字需求。一方面，华为CloudCampus
支持智慧应用，高速核心交换机能够带来

20倍的带宽增长；另一方面，基于华为

Agile Controller、SDN-WAN和eSight，无

论用户在哪里，SWU都能够根据优先级和

带宽要求，对各种用户群组进行组织、管

理和分类。如今，校园网不仅高带宽、低

时延，还能无线网络全覆盖，加强校园安

全，也为师生们带来更好的体验。

另一个案例是曼谷的格乐大学（Krirk 
University），泰国最负盛名的私立大学之

一。为实现与国内外高等教育机构实时互动

的需求，格乐大学引入华为的IdeaHub办公

宝，师生可通过交互式白板和高清视频会议

功能随时接入远程课堂，实现实时互动，获

得沉浸式的教学体验，让学习更加智能。

连接 + 云：赋能医疗行业

华为在加强泰国教学医院的 I T基础

亚

华为发挥技术和解决
方 案 优 势， 积 极 推 动
5G、云服务和数据智
能 在 医 疗、 教 育 和 交
通等多个行业成功落
地。>>

数字曼谷：以人为本，与智慧共赴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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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99.9999%的可靠性，部署新系统后，

KBTG的系统响应延迟和功耗均显著降低，

实现了成本效率、能源效率双提升。

此外，以信用卡和个人贷款业务为主

的泰国泰京信用卡公司（Krungthai Card 
Public Company Limited，简称KTC）为

提升用户体验，将优化工作流程、提高

工作效率定为数字化转型计划的重点部分。

2019年，KTC推出虚拟工作环境下的数字

化办公商业模式。

2020年疫情爆发后，KTC又意识到提

升远程办公能力的必要性。于是在华为园

区网络解决方案和华为VDI虚拟桌面基础设

施解决方案的加持下，KTC搭建起强大的

远程办公环境，优化IT成本，客户满意度

大幅提高。

打造互联互通的生活环境

为市民提供舒适的居住环境是智慧城

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建设领域，

华为技术也助其打下扎实的基础。

T h e  F o r e s t i a s •芳林城市是泰国

DTGO集团旗下子公司MQDC（Magnolia 
Qua l i t y  Deve lopment  Corpora t ion 
Limited）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也是泰国最

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之一，旨在借助

综合、互联的设施提高生活质量，打造环

保社区。该项目的远程运营中心由华为智

慧园区解决方案支持，在华为云托管的技

术帮助下，不需太多人力就能提供实时安

全监测和智能报警服务。 
PARQ是泰国首个以LEED能源和环境

设计领导力（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为原则而建设

的开发项目，也是泰国现代建筑发展的

典范。PARQ的开发旨在加强可持续性发

展和无障碍环境建设，促进社会福祉，对

全面、稳定、创新的IT基础设施提出明确

的需求。项目包含办公和零售空间，为

此，开发商决定采用华为的双重系统，即

华为POL无源光局域网（Passive Optical 
LAN）和Wi-Fi 6。一方面，华为POL能
够提供高带宽、低时延、高可靠的网络；

另一方面，华为Wi-Fi 6能够增强智慧门

店目录、智慧停车、实时空气质量监测等

物联网能力。

从能源到金融，从社区到社会，华为

正以前瞻性的规划、创新性的技术，为曼

谷注入数字力量，打造东南亚数字枢纽典

范。

（本文原载于Smart Cities World，内容有

修改。）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智慧城市的核心，它

能够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也能提升市民福

祉。华为正致力帮助泰国打造创新基础设

施，在能源、金融和房地产等关键领域发力，

助其成为东南亚数字枢纽的典范。

——泰国企业 Marketing 与解决方案

  销售部部长 范彦军
◎ 泰国企业Marketing与解决方案销售部部长 范彦军 / 文

数字曼谷： 
创新基础设施，打造东南亚
数字枢纽典范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步伐不断加快，华为的前沿技术已成为亚洲地区国家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支撑，

助推城市、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其中，泰国首都曼谷在华为技术的助力下，不断提出颇具前瞻性的规

划，并由此构建出东南亚数字枢纽的愿景。

市基础设施建设是智慧城市的核心，它能够促进

城市经济增长，也能提升市民福祉。华为正致力

帮助泰国打造创新基础设施，在能源、金融和房

地产等关键领域发力，助其成为东南亚数字枢纽的典范。

智慧能源为城市添动力

多年来，华为一直以技术帮助能源领域的企业提效，

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泰国地方电力局（Provincial 
Electricity Authority，简称PEA）是泰国一家国有企业，

负责为国内大部分地区提供电力。由于企业现网系统已无

法兼容宽带业务，PEA决定与华为合作，对无线通信设施

进行改造升级。

为此，PEA引入了华为面向5G的eLTE-DSA解决方案，

这也是该解决方案首次踏进海外市场。该方案低功耗、低

时延、高速率，且支持多终端连接，使PEA拥有了速度更

快、容量更大、安全性更好的网络基础设施，整体业务可

靠性得到提高。华为eLTE-DSA解决方案不仅能快速发现

故障，减少操作时间，降低维护成本，还支持灵活扩展，

满足未来发展需求。

可持续能源是泰国政府关注的重点发展方向之一。泰

国政府也争取2035年能让本土制造的所有车辆实现电动

化。因此，电动汽车（EV）充电技术将发展成电网和充电

基础设施的联结中心。

愿景虽好，但充满挑战，建造充电站初期的高昂成本

就是挑战之一。为保护投资收益，充电基础设施必须高效

且易扩展，为今后发展留出充分的空间。对此，泰国的海

滨城市罗勇府建设了一批以华为数字能源HiCharger技术

为核心的电动汽车充电站。

华为HiCharger充电模块不仅能够保证高效、可靠的

运行，未来还能适配高压电气系统的电动汽车，成为泰国

政府发展可持续能源的重要支撑。

银行业务更加敏捷高效

在金融领域，华为助力打造数字银行所需的基础设

施。泰国政府储蓄银行（Government Savings Bank，简

称GSB）成立于1913年，前身为储蓄办公室（Savings 
Office）。作为泰国最早一批现代金融机构，GSB成立的

初衷是培养泰国人民的储蓄习惯。

GSB虽然希望打造一家数字化的社交银行，但银行现

网IT系统老旧，无法支撑云化运营。针对GSB的诉求，华

为提出了一套SD-WAN解决方案，实现银行总部和分支机

构之间安全可靠的互联互通，帮助银行打造功能强大的云

化网络，确保所有分支机构业务的连续性、高效性和稳定

性，同时保证数据的安全性。该方案不仅帮助GSB业务加

速上线，还降低了总成本，保障业务平稳运行，为银行员

工和客户带来切实利益。

在开泰业务技术集团（ K a s i k o r n  B u s i n e s s 
Technology Group，简称KBTG），华为的技术同样起到

了关键作用。泰国顶级商业银行之一开泰银行（Kasikorn 
Bank，简称KBank）的App“K PLUS”拥有1500万用

户，每天交易量高达一亿笔，数据激增使银行旗下技术

部门KBTG必须尽快更新存储基础设施。最终，KBTG选
择了华为的高端系列OceanStor Dorado 8000 V6全闪

存存储系统，该存储系统能提供行业领先的性能，并

城

数字曼谷：创新基础设施，打造东南亚数字枢纽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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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企业BG公共事业系统部医疗业务总监 赵祎鑫 / 文

全光智慧医院初现端倪，
医生阅片变革将至

全光阅片基于华为全光院区解决方案，正在从存储、网络、终端等不同层面解决医疗行业影像系统的痛点，推进智

慧医院高质量发展。

我们想要打造智慧医院，首先要做的就是信

息互通，网络是高速公路，只有让信息在高

速公路上跑起来，才能更好地拥抱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这是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深圳医院网

络技术科副主任吕周平在接受《深圳特区报》采访时的一

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

医疗技术的发展就是人类科技发展的缩影。在数字化

转型的浪潮中，从影像系统的数字化，到全光医院初现端

倪，智慧医院时代正在加速到来。

医院影像系统的三大痛点

随着MRI（核磁共振成像）、DSA（数字减影血管造

影）、PET-CT（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等设备的相

继问世，医疗影像设备已成为医生的“眼睛”，为延长人

均寿命，提升人类福祉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目前，医学影

像已经由临床辅助检查手段发展成为临床诊断的主要方法，

广泛用于体检、疾病筛查、诊断与鉴别、疗效评价及预后

等多个方面，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保障。

“当

全联接、全智能，共建绿色数智金融

共创行业新价值

华为智慧金融
全球49家TOP100银行的选择

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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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活数据中心：保证影像数据安全，加速读取速度

作为全光阅片方案的一部分，双活数据中心不仅可以

为阅片提供高速支持，还能提升医院其他系统使用体验。总

结来说有四点：“业务永续”，医院业务7*24 永远在线0时
延，数据0丢失，单点故障无感知，业务连续不中断，让患

者挂号不中断、拍片不掉线、病历不丢失、取药少排队；

“架构极简”，OceanStor存储SAN与NAS一体化融合，相

比传统多台存储加网关的方式，预算节省15%以上；“闪存

加速”，提升了核心数据存取速度，使得PACS影像提取效

率提升60%以上；“高效备份”，表现为备份软件、备份服

务器、备份存储融合为一体，一套存储即可满足医院5年的

需求，应对未来的数据激增。

全光院区：医院信息高速公路，架起医生阅片桥梁

全光院区仅用一根光纤带宽就可以达到10G，而且随

着技术演进，在不重新部署光纤的情况下，带宽可以升级

至40G甚至更高，这就解决了医生阅片时网络加载太慢的

问题。对于1G大小的CT组图，在标准模式下只需0.4S就
可以加载完毕，达到无感阅片；对于2.5G的PET-CT组图阅

片，标准模式下也只需要2.5S即可加载完毕，实现秒级阅

片，极大地优化医生阅片体验。除此之外，全光网络智慧

医院还有以下特点：

･ 架构简单。全光院区基于点到多点网络架构，非常

适合医院点位数密集部署，网络复杂度低。医院的办公电

脑、打印机、视频会议系统、无线回传、语音系统、信息

发布系统、房间信息点位等通过光纤可实现统一承载。

･ 灵活演进。全光院区解决方案在布线方式上对现有

网络进行了优化，打造一张高度灵活扩展的高速院区承载

网，实现院区“一云一网”；基于一张光纤网络，带宽升

级不受限，非常适合未来引入海量数据传输的医疗系统。

･ 简易运维。网络管理员只需要对OLT进行操作即可，

各房间内的ONU终端可以即换即通，减轻了运维负担，整

体运维效率提升60%。

Ideahub和阅片宝：携手打造阅片终端更好体验

针对传统二维影像问题，华为结合伙伴研发的阅片宝

应用软件，打造了阅片终端更好体验。阅片宝提供AI算法

和图像处理技术，可自动生成三维模型，为医生提供更加

全面、直观、立体的影像信息。

此外，阅片宝的硬件终端Ideahub采用高灵敏、低延时、

极清4K智慧终端，可以实现触控交互，支持多人之间的沟

通交流，大大提升医学信息传递的效率和准确性；智慧终

端预置的智能会议功能，确保远程影像会诊可以随时随地

进行。

在教学查房层面，可以实现从二维阅片到三维智慧影

像，从更高维度和更广视野呈现丰富的影像信息，使临床

诊疗技术更易于理解和掌握，医学知识的传播交流更加高

效，有助于优化年轻医生的学习曲线和成长路径，节省学

习培训的时间和成本。

在病例讨论层面，可以满足多人会诊、远程会诊的需

求，特有的触控交互、三维重建、标注同步等功能，可更

加直观、立体地显示病灶及周围重要脏器的三维结构，测

量、批注等信息支持随时保存和调用。

在医患沟通层面，阅片宝独特的三维影像功能，可以

让不具备医学知识的患者及家属更加直观、准确地了解病

情，对治疗方法和风险有充分的认知，既保障患者的知情

权，也从客观上避免因理解差异而形成的医疗纠纷。 
在远程会诊层面，可以随时随地发起或加入远程会

诊，支持视频、语音、影像和手写标注，会诊意见可以

多方存档。

医疗技术的发展就是人类科技发展的缩影。在数字
化转型的浪潮中，从影像系统的数字化，到全光医
院初现端倪，智慧医院时代正在加速到来。

——华为企业 BG 公共事业系统部医疗业务总监
赵祎鑫

全光智慧医院初现端倪，医生阅片变革将至

而医院影像系统是医院最复杂的系

统。系统在运作时，首先由RIS（Radiology 
Information System，放射信息系统）产

生一个拍片队列，根据拍片队列的信息启

动影像设备对病人进行拍片，采集到的信

息会存储由PACS（Pictur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医学影像信息系

统）存储在医院数据库中，医生想要调阅病

人影像时，需通过医生工作站访问PACS系
统完成调阅。

随着医院影像设备越来越复杂，精密

度越来越高，阅片业务必须依赖阅片经验

丰富的医疗人员。这就导致医生阅片时不

仅步骤复杂，还需要一定量的专业知识储

备。医生们越来越盼望能够拥有一个简单

易用、影像易得的影像系统，解决现阶段

的痛点。

痛点一：数据激增，存储空间捉襟见

肘

由于影像设备越来越先进，拍片质量越

来越高，一次成像数量也成倍增长，从最初

一张DR片只有大约30M，到现在一组PET-
CT影像至少有2000张（有的甚至高达5000
张）图片组成，一个图片包大约就有2.5G，
可以预见的是，这不会是终点，将来的医疗

影像可能会朝着三维图像、视频发展，其数

据量将会有更大的爆炸性增长。

面对如此巨大的数据量，医院存储空

间逐渐捉襟见肘。一方面，为了医疗质量要

尽可能久地保存影像数据，另一方面，面对

不断猖獗的勒索病毒又要对数据库加强防护，

给医院管理者带来挑战。

痛点二：传统网络难以支撑影像传输

面对单文件动辄几个G的现状，医院最

头疼的就是影像的调阅问题。在传统网络环

境下，一组2.5G的PET-CT影像只算传输时

延就高达5分钟，这对繁忙的医院来说是难

以接受的。

某医院骨科在做手术之前需要用大量

的医学影像制定手术方案，采用的方案是拿

着U盘到影像科去拷贝过来，然后再跑回来。

医生诊室和影像科之间的距离大概是1千米，

哪怕是经常长跑的高手，至少也得跑个三分

钟，来回可能就需要8分钟，再加上下楼梯、

拷贝等待等环节，一份影像调阅时间就用掉

了半小时。因此，医院急需建设一张高效的

网络改变影像传输的现状。

痛点三：二维影像阅片困难，沟通不

便

传统二维影像是一种高抽象度图像，仅

有经验的医生才能理解其中内涵，无形中增

加了医院误诊的可能。使用传统二维影像讨

论手术方案时，经常是空对空地讲，很难直

观讨论，限制了医生与医生之间的交流；对

于医患之间的交流，二维影像的短板更加明

显——病人根本无法理解病况，更不理解手

术方案，只能凭借对医生的信任同意治疗方

案，导致医患矛盾突出；疫情期间，很多复

杂病例会诊采用线上进行，传统影像系统线

上会诊时调阅影像不够智能，无法承接医生

会诊时方案讨论的交互需求，影响医疗质量。

全光阅片，变革已来

医院影像系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

涉及到多系统、多终端，想要提高阅片体验，

不能仅仅依靠某个单点突破，而需要一个完

整的系统工程，需要端到端的能力协同。

瞄准医生阅片三大痛点，全光阅片方案

作为医院变革的开端顺势而来，大幅优化医

生阅片体验，提升医疗水平。

将来的医疗影像可能
会 朝 着 三 维 图 像、 视
频 发 展， 其 数 据 量 将
会有更大的爆炸性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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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企业BG全球公共事业系统部  张涛 / 文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构筑城市数字底座

国家和政府主导构建数字基础设施，筑牢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底层基础，实现数字服务的普惠与公平，已经是全球

范围内的共识。

十八岁的 In女士居住在距离清迈府60公里的

Maetoh村里，靠种植草莓为生。因为大山的阻

隔，交通和信息不通畅，一直未能走出生活的

困境。In好不容易把草莓带下山来到集市上售卖时，买家

得知她从山里过来，就给了她一个十分低的价格。买家和

她都清楚，这么远的山路，她不可能再把草莓带回去，尽

管In很不情愿，但也只能同意。2019年，伴随着“数字泰

国”的规划，由泰国国家广播和电信委员会（NBTC）主导

的USO项目来到了清迈的山区，为Maetoh等村庄带来了历

史性的转变：光纤铺设完工，光纤终于通上了宽带和Wi-Fi

三

华为全光院区 + 全光阅片方案，推进智
慧医院高质量发展

当前，医院数字化转型对网络提出大

带宽、低时延的要求。医院远程监护、远程

会议、远程影像、远程手术及AR/VR医疗等

场景对带宽和时延均提出新的要求，带宽从

200Mbps起步，远程手术和AR/VR医疗已要

求1Gbps以上，时延要求小于10ms，华为

全光院区解决方案为智慧医院网络建设提供

新选择。

全光院区解决方案中，无源光局域网

POL采用光纤作为主要传输介质，弱电间只

需部署无源分光器，光纤到房间、桌面、医

疗设备等，大大节省了水平布线投资和工作

量，节省了弱电间部署有源的接入和汇聚交

换机，做到真正的经济实用，绿色环保。

同时，无源光局域网链路层支持

AES128加密和PON链路保护技术，安全高

效，可以很好地满足医院业务不断发展对网

络大带宽、低时延、安全可靠、灵活扩展的

要求，响应国家绿色节能，低碳环保的政策，

是智慧医院网络的发展趋势。

IDC报告预测2019-2024年全光网络方

案在医疗行业的复合增长率将达到47.5%。

F5G全光医院建设标准纷纷出台，例如，

ONA&筑医台联合发布《智慧医院F5G全光

网应用产业白皮书》，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发

布《无源光局域网工程技术标准》。

目前，一些智慧医院的先行者已开展

F5G全光方案商用部署，包括武汉科技大

学附属普仁医院（以下简称“武汉普仁医

院”）、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深圳医院（以下

简称“协和深圳医院”）等。 
以武汉普仁医院为例，在门诊大楼新

建初期就考虑到医院未来可能面对的种种变

化：不同时期变换病房、诊室等房间的功能

性；智慧医疗终端的种类越来越多，数量也

急剧增长。

海量终端需要网络接入、互联互通，医

院需要一张弹性、安全的网络，支撑新业务

的快速扩展和上线，同时支撑海量数据传输

和未来智慧诊疗业务发展。因此，武汉普仁

医院选择了基于F5G的华为全光院区解决方

案，采用光纤作为传输介质，实现光纤下沉

到信息点位，通过一张光纤网络实现多场景

和全业务的统一承载。在医院全光网络的基

础上，武汉普仁医院不仅提升了医疗影像

效率，还基于硬管道架构打造了一条高速运

转的院内物流业务，既提高了病患就诊体验，

也极大提升了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

协和深圳医院也采用了F5G的方案，持

续推进医院信息化建设。协和深圳医院打造

了“互联网+”医疗的新范本，其国诊中心

新建大楼更是医院打造的新标杆，以华为全

光院区解决方案作为网络基础设施，现阶段

部署完成已投入使用。该方案使得医院网络

有了本质上的改善，高效支撑了医院物联网

的发展，其大带宽、低延时、上下行对称等

特点帮助医院影像系统更好发挥作用，F5G
技术已经成为协和深圳医院智慧化建设的坚

实底座。

智慧全光医院已经初现端倪，全光阅片

将是医院业务变革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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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统一规划，统筹统建，通过切片等技术，一网多用，服

务于整个政府。结合在全球政府行业的多年实践，华为认

为电子政务网的建设需要重点考虑三个方面：第一，网络

全面覆盖，接入所有政府部门；第二，统筹统建，集约管

理，改变过去各部门专网林立但效率低、且互不相通的问

题；第三，面向未来，带宽适度超前，以充分支撑云与AI
等技术对基础网络越来越高的要求。

针对电子政务网的发展趋势，华为以光和IP为核心协

助客户构筑电子政务网，采用了智能切片，SRv6，长距

离传输等关键技术，具备三大典型特征和价值：一网多

用，逻辑隔离；云网融合，高效敏捷；超宽承载，面向未

来。从而形成面向整个服务的信息高速网络，为未来万物

互联和全面的政务服务线上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普惠互联（最后一公里）：有了坚实的政务骨干网，

就有了提供高效政务服务的基础。但如何能让高效的政务

服务通达每一个人，不让任何一个人在数字世界中掉队，

还必须要打通最后一公里。虽然全球超过150个国家发布了

国家宽带计划，但现实是，全球还有超过30亿人没有接入

互联网，部分原因在于运营商基于经济效益，不愿意在部

分投资收益低的区域提供良好的网络覆盖。

基于此，如泰国、马来西亚、墨西哥、非洲多国等

多个国家由政府出面主导和统筹，建设和提供全民普惠网

络服务。以加纳农网项目为例，加纳于2004年设立电子

通信投资基金（GIFEC），2005年1月基金正式启动运作，

GIFEC收取运营商1%(约10M USD)收入用于改善农村信息

基础设施，含农网覆盖，但受制于各种因素，9年来仅布署

51个站点。华为协助政府，重点通过解决方案的创新，基

于不同的场景（人口密度、是否具备光纤）为客户提供基

于不同产品组合（微波、RuralStar等）的解决方案，实现

覆盖超95%区域，TCO降低58%，总体ROI<3年。网络的通

达带动了当地可可、采矿等行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在线教

育、政务、医疗服务的普及。

云基础设施，使能城市数字化

面向未来的智能世界，智慧城市的建设和数字化成

功的关键，是具备强大的云基础设施和云原生思维。未来，

所有的设备、终端、传感器都将是联网的，所有的基础设

施和应用都将是云化的，云基础设施是城市“数字空间”

的底座，同样也是承载各类政务应用的底座。

以财政领域为例，城市公共财政系统能够有效管理财

政资金并支持公共服务的有效运行，是区域和城市长期健

康发展的基础，而许多城市当前的财政管理体系和业务系

统相对落后，存在标准不统一，业务软件众多但彼此割裂、

上下断层断档等问题，难以满足地方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需求。华为协助陕西省立足实际，积极创新，开发并建

设了全国首个基于全面云化架构、全省同步上线的财政预

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具备“大数据、微服务、弹性伸缩、

灰度发布”等优势，助力陕西省财政局从“经验管理”升

级为“数字管理”，实现了一体化管理、精准监测、快速

响应、科学决策、效能提升。截止目前，该系统已在全省

148个财政区划全面上线，2.8万家预算单位、8.3万多用户

高 效
安 全 智 能

开 放

普惠互联政务网络

政务云平台

智慧海关智慧教育智慧医疗

智慧公共设施

智慧政务

智慧税务

智慧公益服务

智慧城市场景化应用

统一数据平台

网络。有了高速网络后，山区的村民可以通

过网络进行农产品宣传销售，In也开始进行

直播来宣传销售她的草莓。

近年来，世界各国对数字化的重视程

度显著提升，超过170个国家已颁布数字战

略，普遍强调需要从国家层面加强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以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如

新加坡“智慧国家2025”计划，泰国数字

政府发展计划（2023－2027）。一些区

域合作组织也纷纷出台数字战略或行动规

划，如欧盟的《2030数字指南针：欧洲数

字十年之路》、东盟的《东盟数字总体规

划2025》等，前者要求构建可持续的数字

基础设施，后者则从国家合作的角度强调

扩大通信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的覆盖范围。

由此可见，国家和政府主导构建数字基础

设施，筑牢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底层基础，

实现数字服务的普惠与公平，已经在全球

范围内形成共识。

华为致力于以“无处不在的联接+云基

础设施+无所不及的智能” 打造国家和城市

ICT基础设施，将数据融合与打通，实现数

据挖掘、分析与共享。在此基础上，众多应

用伙伴和华为一起，优势互补，共建生态，

合力建设城市的“智慧大脑”，为城市发展

的科学决策提供先进的手段，从而支撑政务、

交通、警务等各领域实现数字化。

以无处不在的连接，普惠数字服务

“要想富，先修路”是已经在实体经

济时代被证明过的真理。进入数字时代，网

络就是城市信息高速公路。当网络充分连

接，数据充分融合，城市数字化才能发展到

以服务为中心的智慧化阶段。网络连接的建

设，需要基于运营商基础网络，重点考虑在

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加强和补充。

电子政务专网：为解决数据安全、数

据在部门间高效协同和优质业务体验的问题，

政府有必要建立专属的政务专网，由平台部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筑智慧城市数字底座

华为致力于以“无处不在的联接 + 云基础设施 + 无
所不及的智能” 打造国家和城市 ICT 基础设施，将
数据融合与打通，实现数据挖掘、分析与共享。

—— 华为企业 BG 全球公共事业系统部  张涛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筑城市数字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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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通过5G、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构建城市新基础设施，
让城市、企业、市民有更多的获得感， 
通过数据激活新能量，让城市更聪明、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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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开展预算管理业务，日均访问量10万人

次，高峰时期并发用户达到1.4万人，日平

均最高并发7000人左右。

面对智能世界对数字基础设施的强大需

求，华为以一切皆服务的理念，聚焦云基础

设施，助力智慧城市发展：

基础设施即服务：通过统一架构、一致

体验的全球公有云和私有云基础设施，为城

市提供强大的算力和存储底座；

技术即服务：坚持技术创新，持续突

破根技术，将领先技术（大数据、人工智

能、AR/VR、物联网、区块链等）通过云服

务的方式提供给客户与伙伴，助力智慧城市

建设；

经验即服务：秉承共创、共享、共赢

的理念，将华为多年来全球政府行业和智慧

城市领域数字化转型的经验开放为云上服务，

打造行业aPaaS，让优秀实践得以复制。

无所不及的智能，数字经济新引擎

在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系列技术

里，AI正在各行各业发挥越来越大的价值。

AI已经成为继云和网之后的新型城市数字

基础设施，未来会像水和电一样无处不在，

而政府将会越来越多地承担AI算力集中供给

的角色。

传统的AI算力更多是由科研机构和商业

实体自建自用，但AI领域有一个特征：AI算
法每100天算力需求会翻倍，迭代速度是摩

尔定律的5.5倍，也意味着是硬件算力发展

水平的5.5倍。随着AI算法模型越来越复杂，

AI的算力成本也在以指数级上升。以当前业

界较为领先的GPT-3模型为例，一次训练成

本会达到上百万美金。高昂的成本无疑阻碍

了大多数企业获取人工智能应用的机会，也

就限制了很多行业的升级步伐，因此，由政

府牵头，社会共同参与建设集约型、高算力、

绿色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并将其作为新一

代基础设施供给给企业和科研机构，将是破

解AI成本高，提升城市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手

段。

中国多个城市的成功实践表明，政府投

资建设AI算力中心并筑巢引凤，并不会对政

府造成财务负担，反而是投入产出比非常之

高的公共投资。以武汉AI算力中心为例，项

目立项之初即吸引了以中科院自动化所为首

的多家科研机构的兴趣，算力中心上线即

吸引三大顶级科研机构和院校入驻，并快

速催生了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包

括：武汉大学业界首个遥感影像专用AI框
架；中科院自动化所主导的全球首个三模态

大模型——紫东.太初，并藉此推动多模态

人工智能产业联盟成立；清华大学打造的

AscendProNet，未来将藉此打造生命科学

产业集群。这就是典型的基础设施投资吸引

产业聚集的故事，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是数字

经济的“高铁枢纽”，如同高铁之于实体经

济，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可以助力实现数字

经济的使能和汇聚。

当前，全球已经有超过50个国家，将

AI上升至国家战略，城市AI算力中心的规划

建设，一方面可以促进区域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成果也会反哺和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孵化

更多智能化的城市应用，是城市新型ICT基
础设施的典型代表。

未来，数字经济的增长速度将比之前更

快，政府也需要加快自身的数字化转型，适

配越来越纷繁复杂的社会治理需求。政府需

要持续对高容量宽带、政务云平台、AI算力

中心等ICT基础设施进行关注，加强公共事

业领域的数字化技术投入，以奠定全面数

字化、智慧化的基础，为城市构筑坚实底座，

为数字经济提供引擎。 

中国多个城市的成功实
践表明，政府投资建设
AI 算力中心并筑巢引
凤，并不会对政府造成
财务负担，反而是投入
产出比非常之高的公共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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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190+
电力企业选择华为
共创行业新价值

华为智慧发电，智慧电网，智慧服务

为实现碳中和铺设数字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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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上海已经成为全球智慧城市新标杆。
上海携手华为构建城市智能体，
将数字化紧密结合城市管理及千行百业，
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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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深度融合行业场景与新ICT技术

携手客户和伙伴加速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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