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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连接发展史。正是由于人类对沟通的不懈

追求促进了连接的发展；同时，连接的发展也推动了人类社会不断前进。5G时

代，连接将突破人类的边界走向万事万物，各行各业也将迎来数字化转型。移

动通信已经改变了人类的沟通，正在改变人类的生活，未来还将改变人类的社

会，重塑整个世界，成为所有行业转型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推动力。

据GSMA预计，2025年全球5G连接数将达11亿，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将

连接到5G网络。未来10年将是移动通信产业新业务、新需求快速发展的5G时

代，垂直行业和ICT行业将进行更深入的融合。华为在积极推动这项工作，发

起和成立了5GAA联盟，以及推动和组建5G智能制造联盟。针对垂直行业的需

求多样化和专业性高的特点，华为和中国移动等运营商一起，研究和推进5G切

片技术在行业上的应用，包括伙伴联盟建立、标准推动、产业生态建造等。

华为5G产业发展部部长杜叶青认为，在5G商用节奏加快的今天，如何促

进ICT和OT跨行业的合作将是5G跨进现实的关键组成部分。5G固有的能力将全

方位使能工业制造。华为在车联网、智能制造、电网、无人机等领域携手行业

合作伙伴，共同孵化5G垂直行业价值。

为了为5G行业应用指明发展方向，华为Wireless X Labs无线应用场景实验

室发布了5G十大应用场景白皮书。白皮书识别出与5G技术强相关、最具商

业潜力的十大场景。在2017全球移动宽带论坛上，华为运营商BG总裁丁耘指

出，面对众多创新的5G应用，运营商可以根据战略进行业务选择和孵化，快速

构建能力，赢得未来5G商业成功。

5G时代，运营商的首要挑战将是如何用一张移动网络，满足万物互联

的社会与行业发展的需求。华为无线网络产品线总裁邓泰华表示，5G时代

SingleRAN、移动网络全云化和无线智能，作为未来网络最重要的三大基础能

力，将帮助运营商构筑三位一体的2020时代移动网络多业务能力，帮助运营商

快速、低成本抓住新商业机会。

目前，中国已率先发布5G系统在中频段内频率使用规划。中国三大运营

商也在联合产业链上下游，积极推动5G时代的到来，5G技术实验将迎来第三

阶段测试。中国有望在2020年实现5G网络在全球首发。

5G商用的的脚步越来越近，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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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电信的视频业务发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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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电信立志成为欧洲领先的电信巨头，数字

化是关键的发展战略。2016年，德国电信加大

对网络的投资，使其年收入同比增长5.6%，达

到731亿欧元。首席技术官Bruno Jacobfeuerborn

介绍了德国电信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发展视

频业务，推进其网络战略。

ABB引领工业数字化变革04

越来越多国家开始认为，制造业是驱动GDP增

长和增强全球竞争力的利器。新一代数字化技

术将会加速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包括超越

连接的先进网络，以及实现生产效率极大提升

的传感器等。来自ABB集团及中国区的高管为

我们揭示这一行业重大变化。

卓越，只为送达

DHL智慧物流革命正当时

01

效率、速度和时间是物流行业的重中之重。

作为全球物流领军企业DHL供应链的首席信息

官及首席运营官，马库斯·沃斯博士为我们解

读了数字化转型是如何持续帮助DHL这一物流

业巨头，实现其口号“卓越，只为送达”。

VIP访谈WHAT’S 
IN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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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技术可以实现高速率、低时延的无线宽

带网络，是开展物联网、人工智能、VR、

AR业务的基础。英国萨里大学5G创新中心

主任、通信系统研究所教授Rahim Tafazolli

指出，5G技术将使能无处不在的无线连

接，推动垂直行业业务流程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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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机场预制模块化数据中心是迪拜机场、华为及双方生态伙

伴，整合资源进行创新的杰作，能够满足迪拜机场对信息基础设

施的要求，为未来10年业务的稳定、高效运行以及业务的数字化

和云化提供保障。

成功故事

迪拜机场与华为携手打造智慧机场33

“长板+控制点”电信运营新模式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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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视野

携手华为开创云时代11

华为轮值CEO郭平预测，数字技术高速发展

加上投资水平提高，将推动大规模整合，

最终全球将仅有五大云网络。他表示：

“云成为智能社会的重要基石。世界各地

的云将开始汇聚，走向集中化。华为将与

广大伙伴一起打造全球五朵云之一。”



卓越，只为送达
DHL智慧物流革命正当时DHL

文/许胜蓝

效率、速度和时间是物流行业的重中之重。作为全球物流领军企业DHL

供应链的首席信息官及首席运营官，马库斯·沃斯博士为我们解读了如

何通过数字化转型和敏捷创新，持续帮助这一物流业巨头，实现其口

号“卓越，只为送达”。

数字达尔文主义

2
014年，德国邮政DHL集团宣布其未来若干年的计

划：“聚焦重点、互联互通、持续成长”，将物流

服务拓展至全球新兴经济体，以期从全球电子商务

热潮中获取最大回报。“数字化是我们2020战略的核心主

题，”沃斯博士称，“随着网上购物和电子商务的发展，

物流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会对每个人的

生活带来重大影响。”

物理世界的数字化必然对企业造成威胁。企业要继续

发展，只有立刻采取行动。世界经济论坛（WEF）的报告

称物流行业市值高达1.5万亿美元，如果从现在开始数字

化转型，到2025年，可以累积创造2.4万亿美元的社会价

值。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消费升级，即便是一些历史悠久的

公司也难逃忽略数字化转型的代价。沃斯博士提供了一组

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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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让人警醒：“2000年的世界五百强公司，这些当时

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有近一半已经从排行榜上消失……放

眼全球，数字业务模式在各行各业颠覆并取代了原来的业

务模式。”他认为竞争已经白热化，“这就是一个优胜劣

汰的数字达尔文世界，如果我们不想被淘汰，就要不断向

市场推出科技驱动的新业务。”

传统物流系统效率低下

对于很多人来说，物流行业并非高科技行业。但是

现在该行业也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WEF认为，物流行

业在许多方面极其低效。比如，近一半的卡车返程时是空

载，这不仅会对环境造成额外负担，也会影响公司利润。

沃斯博士表示：“我们引进了无人机和机器人，代替人类

的工作，速度更快，能让效率提高10%到15%。”

新商业模式的基石是数字技术，使用数字技术能够

削减成本，创造解决方案，提供附加服务，并且能够驱动

数字化转型。沃斯博士说：“数字化意味着新的商业模

式，从以往单纯的物流服务中找到新的利润点，提供新服

务。”

AR、VR和物联网优化效率

DHL供应链是最早在日常操作中推行虚拟现实（VR）

和增强现实（AR）的公司。2014年，AR实验在荷兰取得

成功，随后，该公司在美国和欧洲推出了下一阶段的视觉

分拣计划（Vision Picking Programme）。分拣人员配备一

副智能眼镜，眼镜上会自动显示待分拣物品应放置在推车

上的位置，从而解放了双手，使得订单处理速度更快，错

误率更低。“这个项目的反馈非常好。我去过其中一个仓

库，当时有一位工作人员的眼镜正在维修，她几乎是恳求

道：‘赶紧把我的眼镜修好还给我吧！’这对我们来说是

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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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DHL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宣称要在2050年

将物流污染排放量降到零。该公司已经开展一个实验项目，将电动汽车

用于最后一公里配送，配送范围为70公里以内。

经过一扇门，给其打上序列号。“堆场有上百扇门，每一

扇门都紧紧挨着，等待卡车进入。要安排司机在合适的时

机进入正确的门非常困难。”沃斯博士称。虽然这项操作

并不复杂，但是却很容易犯错。“我们和华为合作，利用

窄带物联网技术给每扇门安装了传感器，这样我们就可以

知道哪扇门处于空闲状态。”所有司机的手机都安装有应

用，告诉他们什么时间去什么地方卸货。沃斯博士称此举

“减少了司机一半的等待时间，还一举扫除了这一过程所

有可能的失误。”

践行社会责任

WEF报告显示，物流业的污染排放量占全球13%。

2017年8月，DHL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宣称要在

2050年将物流污染排放量降到零。该公司已经开展一个

实验项目，将电动汽车用于最后一公里配送，配送范围

为70公里以内。但是DHL所需要的电动车尚未面市。所

以，DHL与德国的亚琛工业大学合作开发电动车。沃斯博

士称：“目前我们配备了3000辆电动车，准备将整个车

队都置换成电动车，甚至打算将这些电动车销售给合作伙

伴。”

这些汽车配备有锂离子电池组供电的30千瓦的异步电

机，最高时速可达80公里，根据载重和路况的不同，单次

充电后行驶距离可达50到80公里。一次可携带650千克重

物，空载重量为1500千克。

DHL在陆空运输方面不断前行，让物流操作更绿色、

更快捷、更顺畅。

莫大的鼓励。”沃斯博士回忆道，“我相信这个项目会改

变供应链的运作方式，为客户带来额外的价值。”

DHL供应链正将物联网用于其仓储操作，优化效率，

提高安全性。“到2020年，全世界将有500亿台联网设

备。我们需要利用数字手段，追踪通过我们供应链出口的

货物。物联网能够帮助我们，优化供应链操作。”沃斯博

士说。

他举了一个汽车生产时堆场管理的例子。每辆汽车要

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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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Justin Springham（Mobile World Live）许胜蓝

越来越多国家开始认为，先进制造业是驱动GDP增长和增强全球竞争力的利器。新一代数

字化技术将会加速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包括超越连接的先进网络，以及实现生产效

率极大提升的传感器等。

ABB引领工业数字化变革

全
球各国政府在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包括利用

自动化和数字化技术。ABB集团副总裁、ABB

机器人&应用业务负责人Joni Rautavuori指出：

“很多国家掀起了相似的制造业行动计划，但名称各不相

同。”比如中国制造2025计划、德国的工业4.0计划。

ABB中国区副总裁、CIO兼中国数字化业务发展负责

人李清源也认为，数字化技术在工业市场引发了新一轮

创新，而工业数字化毫无疑问地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力。

“各国政府在寻求高能效、高生产效率和安全运营。这

需要所有公司共同寻找更优的运营模式。”

创新技术的快速应用

过去几年，许多创新技术问世，包括云计算、移动

技术、物联网、先进材料技术等，这些技术很快就被应

用到工业领域。在制造业，ABB清楚地看到，企业必须

2017.12

Voices from Industry

4



作为全球最大、增长最快的机器人市场 ，中国的工业机器

人和劳动工人数量的比率仍然很低。中国正在快速追赶，

我们很激动能够参与到中国机器人行业的赶超历程中。

— Joni Rautavuori，ABB集团副总裁、ABB机器人&应用业务负责人

系。数字世界涉及的因素太多，没有哪一家公司能够

做到面面俱到，就数字化进程来说，就涉及I T和OT的融

合。

ABB与华为在智能制造以及工业机器人领域合作，

将最新的5G无线连接技术和智能传感器结合起来，打造

新的解决方案，应对各类制造业面临的挑战。“ABB和

华为还在各垂直行业通力合作，联合开发解决方案，共

同开拓市场。”李清源说。

有预测显示，2019年工业机器人的数量将会增长

到260万，密度也会由2014年的36个每万工人，增加到

2020年的150个每万工人。

Rautavuori注意到中国是全球最大、增长最快的机器人

市场。但是在中国，工业机器人和劳动工人数量的比率仍

然很低。在这方面，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韩国、德国、

美国等机器人强国。他说：“中国正在快速追赶，我们很

激动能够参与到中国机器人行业的赶超历程中。”

机器学习的尝试

不断提升生产和能源利用效率。

ABB提供各类产品和方案来支持智能制造。李清源

说道：“我们本身也是一家制造业公司，生产大量的产

品设备。”ABB在全球100多个国家运营，业务绝不仅只

有机器人。ABB的解决方案包括软件层、自动化系统和

制造执行系统，还有机器人、引擎、驱动系统。ABB在

全球范围内拥有136000名员工，其中17000名在中国。

“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拥有7000万台数字化互联设备，以

及70000套数字化控制系统和6000套企业级软件解决方

案，都为ABB的数字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ABB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和连接用户设备的平台，能

为用户提供云端高级分析服务，并且通过自动化系统、

机器人、引擎等，实现对物理世界的控制，为企业客户

创造巨大的价值。

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

ABB一直不断努力，与各行业玩家建立合作伙伴关

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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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拥有7000万台数字化互联设备，

以及70000套数字化控制系统和6000套企业级软件解决

方案，都为ABB的数字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 李清源，ABB中国区副总裁、CIO兼中国数字化业务发展负责人

关于人工智能（AI），Rautavuori说，ABB专注于机

器学习，“智能部件和传感器的发展让我们可以利用机

器学习技术，开发新的机器人编程方式。”比如，除了

编程，“我们正转向对机器人进行训练，教它们如何完

成各项任务。有了智能部件和传感器，机器人就能自行

学习，这有点像小孩子的自学。先教它们，然后它们就

会自主尝试。我们在这一领域打造解决方案，简化未来

的机器人应用。”

工业机器人需要极其灵活，才能满足大规模定制化

要求。Rautavuor i指出，在运动控制和线上线下编程方

面，ABB的软件能力也是业界知名的。他认为工业机器

人市场是一个巨大的未开发市场，而ABB已经持续专注

这一领域40多年。

至于机器人会如何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Rautavuori

说：“我们注意到很多公司在进军消费者领域。他们会

在未来利用诸多技术，或者机器人，给人们的日常生活

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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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出击视频内容

《营赢》：内容和视频正在重新定义电信行业，德国

电信如何将视频策略从被动化为主动？

Bruno Jacobfeuerborn：我们聚合视频内容，把客

户所有想要观看的内容整合为一个服务包，放在电视直播

或其他内容平台上。我们在德国和欧洲都是这么做的。这

也是德国电信的核心主张之一。我们决定使用华为的视频

融合网络，聚合内容

德国电信的视频业务发展经

德国电信公司（DT）立志成为欧洲领先的电信巨头，数字化是关键的发展战略。2016年，

德国电信加大对网络的投资，使其年收入同比增长5.6%，达到731亿欧元。首席技术官Bruno 

Jacobfeuerborn介绍了德国电信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发展视频业务，推进其网络战略。

文/许胜蓝

Bruno Jacobfeuerborn

平台来满足客户的需求，即随时随地在任何屏幕上观看标

清、高清和4K超高清视频。

德国电信将提供不限流量的流媒体业务，并且不会降

低客户资费套餐内的高速数据流量。客户不必担心限流，

就可以自由地在线收听音乐、收看电影和电视节目。他们

不再为了担心数据流量用尽，而费心寻找WiFi热点。

我们还推出了移动流媒体电视业务，为智能手机和平

板电脑提供大约40个频道，其中包括德国主要的公共和商

2017.12

VIP访谈

7



业频道。每个用户都可以在Entertain TV Mobil上注册最多4

台设备，包括通过网站门户访问该服务的台式机和笔记本

电脑。我们还利用机器学习和云，优化端到端的服务。终

端用户仅凭一个账号和一次付款就能够单点访问内容。

网络迁移循序渐进

《营赢》：德国电信将如何利用其丰富的固定网络资

源，提供无缝的用户体验，特别是在铜线网络方面？

Jacobfeuerborn：我们以融合网络战略为基础，这

是现代固定网络和移动IP网络的智能组合。因此，随着视

频服务对带宽的需求与日俱增，我们决定采用Vector ing

和SuperVector技术，提供100 Mbit/s和250 Mbit/s的传输速

度，甚至实现速度高达500到700 Mbit/s的G.fast。如果部

署FTTB（光纤到楼）业务，我们将会在大楼的G.fast盒子

中安装光纤，随后辅以同轴电缆或普通电话线，客户的网

速将会超过200 Mbit/s。这样的绑定技术结合了固定线路

和移动功能，可以提供更高速的网络，完全可以满足大多

数客户对带宽的需求。

《营赢》：德国电信计划如何利用FTTH技术更好地

接触消费者，并提高投资回报率？

Jacobfeuerborn：我们的策略是将光纤网络接入家

庭。从Vectoring开始，我们还会逐步部署SuperVector、

G.fast以及FTTH（光纤到户）。我们正在将德国带入高速

时代。德国电信的目标是2018年前，为80%的德国家庭提

供不低于50 Mbit/s的网络服务。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混合

路由器，可以最大限度地平衡固定和移动网络。下一代的

低时延综合5G网络，就是开创欧洲数字化未来的高带宽解

决方案。我们将按照明确的计划，稳步迈进Gigabit时代。

《营赢》：德国电信如何利用固定和移动网络之间的

协同作用，提高市场份额？

Jacobfeuerborn：我们为大部分市场提供固定和移动

网络双重服务，并且采用固定移动融合策略。同时，我们

通过Magenta One将四网融合业务推广到其它欧洲市场。

德国电信于2014年9月，首次在德国推出MagentaEINS，

将移动服务与固定语音、宽带和电视业务相结合，提供小

型、中型和大型服务选择。德国电信拥有的2200万固定网

络连接和4000万移动客户，已经彰显了其作为综合电信供

应商的巨大潜力。

《营赢》：您如何看待云在实现更高效率方面的作

用？

Jacobfeuerborn：德国电信的战略目标是成为“欧洲

领先的电信巨头”。到2018年，我们计划投资超过60亿欧

元拓展欧洲的网络，完成客户网络向全IP化的迁移，并跨

境提供更多云化产品。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与华为合

作，在每个国家都设有不同的平台。我们希望以泛欧洲的

方式将一切都纳入同一个云端。

德国电信为大部分市场提供固定和移动网络

双重服务，并且采用固定移动融合策略。我们将提供

不限流量的流媒体业务，并且不会降低客户资费套餐

内的高速数据流量。客户不必担心限流，就可以自由

地在线收听音乐、收看电影和电视节目。

— 德国电信首席技术官Bruno Jacobfeuerb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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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第八届全球移动宽带论坛上，华为Wireless X Labs无线

应用场景实验室发布了5G十大应用场景白皮书。白皮书以行业对5G技术的依赖程度、商业价

值、业务成熟度等维度进行评估分析，识别出与5G技术强相关、最具商业潜力的十大场景，

为5G行业应用指明发展方向。

白皮书以行业对5G技术依赖程度为第一衡量维度，以行业在5G时代的商业价值为第二

衡量维度展开评估分析。行业对带宽要求越高、时延要求越低，表明其对5G技术依赖程度

越高，市场空间越大则表明该业务在5G时代越有商业价值。如在云VR/AR领域，由于其主

要的计算、存储资源都在云端，高质量的体验需要高性能网络保障—低至5ms的延时，最高

9.5Gbps带宽。这种网络性能只有5G才可以提供。在市场空间方面，白皮书预测在2025年云

VR/AR的市场空间达到2920亿美元，商业价值巨大，运营商可以从中获益。

通过一系列甄选排序，白皮书共识别出5G十大最具潜力的应用场景：云VR/AR、车联网、智能制造、智慧能源、无

线医疗、无线家庭娱乐、联网无人机、社交网络、个人AI助手、智慧城市。丁耘指出，面对众多创新的5G应用，运营

商可以根据战略进行业务选择和孵化，快速构建能力，赢得未来5G商业成功。随着后续探索研究的深入，华为Wireless 

X Labs将持续刷新更多的应用场景，并对外公布研究成果。

5G时代，触手可及
5G技术可以实现高速率、低时延的无线宽带网络，是开展物联网、人工智能、VR、AR业

务的基础。英国萨里大学5G创新中心主任、通信系统研究所教授Rahim Tafazolli指出，5G

技术将使能无处不在的无线连接，推动垂直行业业务流程的变革。

文/许胜蓝 Gary Maidment

业务回报丰厚

据
GSMA预计，2025年全球5G连接数将达11亿，

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将被5G网络覆盖，这会对

移动通信行业及用户产生深远影响。5G不但是

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还将提升网络连接的灵活性和流畅

度，并能够根据应用需求和用户需求精准调整网络性能。

Rahim Tafazolli认为用户对5G网络是有需求的。“消费

者的数据需求不断增长，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网络承载

能力。数据流量和连接数每18个月就会翻一番。”从商业

角度看，5G可以帮助运营商开拓B2B市场，是运营商的必

然选择。“运营商可以借助5G技术，进军汽车、医疗、政

务、制造和智慧城市等垂直行业，开辟新的收入来源。”

以制造业为例，Rahim Tafazolli指出，机器人、3D打印、

华为发布十大5G应用场景白皮书，加速孵化5G商业生态

相关链接

华为运营商 BG 总裁丁耘发布

5G 十大应用场景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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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材料、感应器将提升制造业的效率和灵活度。5G技术可

以连接和整合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网络安全等解决方

案，全面实现数字化。5G技术可以发挥使能作用，整合各项

技术，提供可泛在访问的统一平台，把机械设备、机器人、

自动引导车、货物、远程办公人员连接起来。

Rahim Tafazol l i介绍，使用5G网络的机器人可大大

提升制造效率。“5G网络可以让机器人全天24小时不间

断工作，实现制造流程的现代化，从而提高生产率和效

率。”5G网络的低时延特性对于精密机器人至关重要，

“可以令多个或者一组机器人实时协作”。

频谱是技术关键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认为5G网络发展有三大要素：

频谱、基础设施和回传。5G和此前各代移动通信技术的重

要区别在于，5G技术研究的重点是提高频谱利用率，即每

小区每MHz支持的最大传输速率，而不是提高频谱效率。

这是由于通过编码和调制算法提高频谱效率已经越来越

难，提升效果也越来越小。

Rahim Tafazol l i进一步介绍了几个重要的5G频段。

“6GHz以下频段的成本效益好，但这部分频谱资源十分

稀缺，我们大量使用的是3.5GHz频段。例如，欧洲主要采

用700MHz频段提供大规模5G覆盖，成本效益高。”欧洲

在3.5GHz和700MHz这两个频段之外还补充了毫米波或厘

米波的频段。“这是为了应对某些对网络容量要求非常高

5G网络可以让机器人全天24小时不间断

工作，实现制造流程的现代化，从而提高生产率和

效率。5G网络的低时延特性对于精密机器人至关重要，

可以令多个或者一组机器人实时协作。

— 英国萨里大学5G创新中心主任、通信系统研究所

教授Rahim Tafazolli

的场景，比如足球场馆，其用户密度比闹市区的密度高了

好几个数量级。”

商用路线图

据估计，5G网络将在2020年正式开始大规模商用。

2018年韩国冬季奥运会和2020年日本夏季奥运会都将进

行5G网络的试商用或商用。不过，业界在5G的定义、是

否有必要在5G标准定稿之前运营5G网络等问题上尚未取

得共识，所以对5G网络商用时间表也有各种看法。Rahim 

Tafazol l i说：“5G网络不会马上取代4G网络，而是会与

4G网络共存，5G网络通过新的应用与4G网络形成互补关

系，把4G网络的速度提高1000倍。”

Rah im Ta fazo l l i预计2017年5G标准出炉之后，设

备、终端和网络架构的试点也将随之启动。“2019年，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将决定全球通用的毫米波先导频

段，用于5G网络建设。因此，5G网络有望最早于2019

年实现商用。”

5G网络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演变，进入不同

发展阶段，开始是大容量、增强型移动宽带，然后是高

可靠性、低时延通信阶段，最后是万物互联阶段。Rahim 

Tafazoll i说：“固定的网络架构将逐步被可编程的软件定

义网络架构代替，通过分布式云架构和分布化处理提高

网络灵活度，并通过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实现智能化的

网络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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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公有云发展

在
技术高速创新的推动下，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使

能几乎所有行业的企业，提高其效率、创新能

力、生产力。IDC对全球2000家顶级企业的调

查数据显示，到2017年底，67％的CEO把数字化上升为核

心战略。业内人士认为，企业和政府要在未来部署强大的

ICT基础设施，云是最佳的工具。

在2017华为全联接大会上，Orange Business Service 

CEO Th ier ry Bonhomme表示，软件将使能公司快速部

署敏捷微服务，以满足客户需求。今年早些时候，

O r a n g e推出了基于华为基础架构的公有云服务平台

FlexibleEngine。Bonhomme说：“该解决方案提供灵活的

I T基础设施，并在多个垂直行业培育生态系统。”虽然

Orange主要在私有云环境运营，但Bonhomme认为除了

巨头公司外，其他玩家仍然有发展空间。从长远来看，

他说：“迁移到原生云应用需要时间，还需要一个值得

信赖的合作伙伴。”

向公有云迁移不仅是出于对灵活性的需求。欧洲核

研究巨头CERN在法国和瑞士边界运营大型强子对撞机。

之前，CERN对新粒子的探索经历了大规模的数据扩张，

也因此逐渐面临巨大的计算挑战。CERN预计对撞机的CPU

携手华为开创云时代

文/Joseph Waring（Mobile World Live）

华为轮值CEO郭平预测，数字技术高速发展加上投资水平提高，将推动大规模整合，最终

全球将仅有五大云网络。他表示：“云成为智能社会的重要基石。世界各地的云将开始汇

聚，走向集中化。未来，我们预计全球将有五朵云。华为将与广大伙伴一起打造全球五朵

云之一。”

2017.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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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扩大资源供应。2017年年初，CERN和华为开始共同

努力改进OpenStack。这个项目让我感到激动，期待未来

几年在云中看到项目成果。”

引领新增长

云是华为在2017全联接大会的主题。这一年度盛事的

场地占地20,000多平方米，比去年的场地增加30％，吸引

了约2万名参观者、60多家赞助商、10家行业组织和130

家解决方案合作伙伴。

华为云的新进展

华为致力于成为企业的产业云使能者，为此，华为计

划在未来五年投资5亿美元增强自身的云服务能力，为客

户提供端到端的云化转型服务，使其能够有效地构建、使

用和管理自身的云平台。

华为企业BG企业技术服务部总裁孙茂录表示：“随

着云时代的到来，华为采取长期的云转型服务策略，为企

业客户的云化之旅提供支持。”华为的企业服务将重点关

注四大关键领域，即云创新、数字化平台、智慧运营、使

能业务。孙茂录表示，华为将加大投入，开发服务解决方

容量需增加60倍，而基于OpenStack迁移到私有云却不可

行，这是因为运营数据中心的成本太高。因此，CERN从

私有云转向公有云，2016年迁移到公共电信云。CERN负

责资源供应的团队主管Jan van Eldik表示：“公有云可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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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和全球服务中心，以及提供专业服务所需的工具、平台

和验证实验室。未来五年，华为将重点关注行业云研发，

年投资额增长将超过50%。

华为Cloud BU总裁郑叶来介绍了华为云的最新进展，

多家企业也分享了各自的数字化转型经验。郑叶来表示，

华为云旨在帮助企业顺利完成数字化转型，并不断创新。

华为云已经具备4,500个新功能和40个新服务。自云业务

部门成立以来，华为的云客户基数增长了238％。

全球企业的云化实践

在全联接大会上，华为宣布扩大一系列合作伙伴关

系，包括云服务领域的战略协作，以使能更多的企业级微

软应用在华为云发布。微软中国区CEO Alain Crozier表示：

“作为企业IT领域的全球领导企业，华为是微软公司的战

略合作伙伴，将共同致力于使能组织机构的数字化转型。

我们的进一步合作将推动创新，建立无缝平台，用行业领

先的技术让客户受益。通过关注客户需求，相信我们将一

起在数字化转型的时代取胜。”

华为也与达索系统公司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其

3DEXPERIENCE平台将在华为云上运行。结合华为高性能

的云解决方案和达索的行业解决方案经验，双方将为各行

业提供企业设计、验证和制造的集成解决方案。达索高科

技行业副总裁Olivier Ribet表示：“如今的行业集创新、工

程、交付、市场、运营和服务于一体，提供融合硬件、软

件、内容和服务的智慧互联体验。无论是支持开放创新项

目的公司，还是城市管理者，云的推广都为共享和创造开

拓了新的可能。”

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CPIC）首席数字官杨晓灵表

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战略旨在解决企业面临的两大主

要经营问题：客户体验和运营效率。CPIC在2016年底推

出了数字化转型战略，重点关注五个领域，包括E2E互

动的数字化客户体验、数字化供应链、提高计算能力、

更灵活的技术平台、增强安全性。CPIC于9月1日推出了

机器人保险顾问“阿尔法”，利用人工智能帮助家庭确

定其风险防范指数，华为提供后台支持。杨晓灵表示：

“在金融科技时代，我们希望加强与华为的合作，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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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图像识别和深度学习领域，以提供更好的解决方

案，适应客户需求。”CPIC最近与华为签署了备忘录，包

括发展数据中心、云平台、大数据、人工智能应用和数

字安全。

打造五朵云之一

华为轮值CEO郭平预测，数字技术高速发展加上投资

水平提高，将推动大规模整合，最终全球将仅有五大云网

络。他在主题演讲中说：“云成为智能社会的重要基石。

世界各地的云将开始汇聚，走向集中化。未来，我们预计

全球将有五朵云。华为将与广大伙伴一起打造全球五朵云

之一。”

华为将基于自己的公有云构建云网络，并与电信领域

合作伙伴，包括德国电信、西班牙电信和Orange等，建立

全球云联盟。华为通过电信网络联接起世界的一半人口，

完全有能力成为云服务的全球领导者。

IDC的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云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

之一，2016年至2021年，中国大陆的云硬件支出预计平

均每年增长19％，而全球平均水平仅为13％。

华为产品与解决方案总裁汪涛表示，联接是必要的，

以最大限度提高云的效率并释放其价值。联接和云是智慧

城市、智慧政府和智慧企业的两大引擎。“我们的战略是

聚焦云和联接，帮助组织更快实现数字化，创新解决方

案，助力实现业务增长和社会进步。”他表示，云服务的

目标是实现完全灵活的资源分配，以及公有云和私有云的

无缝迁移。

华为还在全联接大会上推出了多项新产品，包括企业

智能（EI）云服务，并将推出通用和针对具体场景的解决

方案。郑叶来表示：“把EI融入华为云将使其更加智能，

有助于创造更大的行业价值与技术进步。”

虽然华为云不是世界上最大的云平台，但郑叶来说：

“我们是进步最快的玩家，今天的华为并不是痴迷于异想

天开的空谈者，而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华为并不是为

了出售云服务而扩建云平台，相反，华为专注于通过云平

台和服务创造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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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行健

云时代的智能化战略

云计算爆发临界点到来

自
2006年AWS上线以来，云计算历经十年的发展，

技术架构基本成熟，商业模式被企业广泛接受。

当云服务的发展越过效率成本临界点时，云服

务会呈现阶跃式的大规模普及。例如作为全球商业与技

术的领导者，美国企业的云渗透率从2012年的30%，阶跃

到2013年的74%。欧盟的云渗透率也是经过一年时间，从

2014年的21%，阶跃到2015年的70%。中国在2016年云渗透

率是26%，预计2017年将实现云渗透率达到71%的阶跃。

驱动企业大规模应用云的主要因素是成本。美国市场

在2013年与主流配置服务器相当的虚拟机的价格是$0.3/小

时，使用云服务的总体拥有成本是购买实体服务器的50%

技术演进的动力来自于人们对提升生活品质和生产效率的不断追求。云和大数据技术的

发展颠覆了传统的集中化的IT架构，使数据处理容量和效率都大幅提升。智能化的崛起

使得这种效率的提升能转换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将发生革命

性的变化。

或更低。而且云服务能够提供更高的可用性和更快的上线

时间，从而吸引众多企业客户使用。在中国云服务市场，

目前主流配置虚拟机价格约$0.1/小时。我们可以预测，中

国企业的云体验临界点已达到，云渗透率的阶跃爆发就在

眼前。

云服务从水平整合，走向专业领域的垂

直整合

公有云市场的领导者已具备了规模优势，创新速度

形成马太效应，弱势竞争者被挤出该市场，从而导致市

场集中度加强，最终形成寡头垄断。这是典型的水平整

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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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GAMI（AWS、Microsoft、IBM、Google）在全

球公有云市场的份额是42%，到2016年上升到56%。到2020

年，Salesforce和阿里云加入第一阵营，GAMSAI六家企业将

占据全球公有云市场80%的份额，形成水平整合垄断。

相应地，行业云市场还处于垂直整合的初级阶段。

面向制造、医疗等行业领域的众多行业云方兴未艾。行业

云市场是服务于特定的专业领域，要求服务提供商能深刻

理解行业本身的业务特性、流程，从而提供相应的服务和

应用。这带来了很高的专业壁垒，专业能力成为核心控制

点，而专业能力的领导者往往来自传统行业企业自身，所

以行业领导者开始不满足于从外部购买云服务，而是希望

自己构筑行业云平台。IDC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传统企

业对ICT技术公司的收购，首次超过ICT技术公司之间的收

购。到2020年，60%的企业将积极参与行业云建设，80%

的财富500强公司会通过行业云成为数字服务提供商。

GE的Predix平台，首先整合内部数据，提升产品生产

效率，创新性地将产品销售转化为服务销售模式。随着

Predix平台能力成熟，开放出Predix App Factory能力，开发

者可以基于Predix平台开发原型，测试及应用，企业用户也

能使用Predix平台进行生产管理。GE实际上已经成为工业

云平台提供商。GE还投入数十亿美元不断收购其它的行业

软件供应商，以丰富Predix的能力。

西门子也基于自己的开放云平台Sinalytic，提供基于工

业大数据的资产分析、预测性分析和能源等服务。该平台

拥有17500名软件工程师，每月处理17TB数据。西门子还用

45亿美元收购半导体软件公司Mentor Graphics，用9.7亿美

元收购仿真软件公司CD-adapco，其同样也具备了很强的工

业软件能力。

云服务正从水平整合走向专业领域的垂直整合。

智能化成为进军产业互联网的控制点

Google Brain团队负责人杰夫•迪恩（Jeff Dean）说过：

“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更高层次的云计算服务，为Google带来

了巨大的变化和越来越多的机遇。”百度李彦宏在百度联盟

峰会上也表示：“作为第一幕和第二幕的主题，PC互联网和

移动互联网正在成为过去，市场渐趋饱和。现在，以人工智

能为核心的下一幕正在缓缓拉开。”

这表明，消费互联网人口红利逐渐见顶，产业互联网

兴起并展示出比消费互联网更大的空间，到2020年约80万

亿美元的市场，而云计算是基础能力。以AWS为首的公有

云巨头垄断优势越来越强，应用侧话语权则掌握在行业领

导者手中，人工智能作为连接基础能力并解决场景问题的

纽带，成为了数字供应商突破围堵，进军产业互联网的最

佳手段。

从Gartner新兴技术曲线可以看到，智能化技术渗透到

大部分新兴科技，成为产业互联网创新的技术基石。智能

化的众多创新方向也形成了富饶的土壤，让创业者和数字

玩家有足够的发展和创新空间。

全球医疗行业每年投入7.8万亿美元，实施医疗卫生和

社会保障计划，但每1美元中有30%是浪费的，比如治疗方

案的准确性欠佳、超过半数的药物没有实证依据。IBM的沃

森系统可从电子病历、放射影像和病理报告、化验结果、

医生病程记录中提取数据，形成洞察，帮助医生对具体病

患做出个性化治疗。

制造业领导者宝马公司，利用智能化技术优化生产，

通过智能物流将零件直接配送至装配线；实现个性化生

产，让多种车型按订单生产和混线生产；智能化生产是车

身和油漆车间完全由机器人作业，智能仪表检测过度消耗

从Gartner新兴技术曲线可以看到，智能化技术渗透到大部分新兴科技，

成为产业互联网创新的技术基石。智能化的众多创新方向也形成了富饶的土

壤，让创业者和数字玩家有足够的发展和创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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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偏差，避免即将发生的意外；智能检测是在汽车保险杠

生产中启用非接触式手势识别系统；实现车辆库存时间仅

数小时，因此资源利用率也达到了最大化。

智能化是OTT和垂直行业玩家进军产业互联网的控制

点。

智能化服务战略：由内而外，长板+专业

云服务或智能服务的能力构建都需要有内部场景牵

引，当能力成熟之后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竞争力。对于

提供智能化服务的玩家来说，基于内部场景发展能力，再

应用到外部场景是必由之路。

Google基于搜索业务发展出的搜索云与Google大脑，

支撑了Google企业云GCP和Deepmind的AI能力，发展了银

行（汇丰银行）、媒体（迪士尼）等行业客户。IBM通过

其深厚的行业业务经验和IBM Cloud、沃森结合，为医疗、

金融、安全等行业的客户提供认知解决方案。AT&T在经

历了公有云挫折后，将能力发展的重心聚焦在网络内部场

景，通过Domain2.0战略发展出AIC能力，从而能为企业客

户提供NoD、Netbond等智能化解决方案，成为了AT&T增

长最快的业务。

玩家们在云服务领域构建长板之后，需要进一步构建

行业领域的业务能力，才能真正提供专业解决方案。IBM除

了本身就有深度的行业经验积累外，还投入巨资，收购支

付、医疗、天气等领域的数据公司和解决方案公司，以增

强行业领域的服务能力。阿里和徐工工业集团合作建设徐

工工业云，阿里负责云基础设施建设，徐工建设工业制造

平台，目标是汇聚20个国家的近300个工业生产创新建议，

面向全世界开放徐工的工业制造能力。

智能云服务演进：从成本效率到结果

经济

阶段一：公有云。公有云强调的是规模优势和成本效

率，且云能力需要场景牵引，一旦规模优势建立就会形成

马太效应，现有的全球公有云巨头格局基本形成。对运营

商而言，基于网络能力打造云网一体化的服务，才能实现

运营商长板价值，形成差异化竞争。

阶段二：行业云。行业云注重行业解决方案，重点是

数据的安全、可靠性及本地化服务。目前行业数字化转型

展示了行业云巨大的发展前景。行业云的专业性要求云服

务提供商要与专业领域的玩家合作，提供满足实际场景需

要的服务和解决方案。对于运营商来说，安全、可靠及本

地化服务是优势，运营商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和行业玩家

强强合作，拓展行业云市场。

阶段三：智能云。智能云是能够基于海量数据，形成

智能化的自学习能力，解决特定领域问题。核心是算法创

新和专业数据。

阶段四：XaaS。无处不在的智能化服务构建广泛的生

态合作，使得智能能力能自我演进，解决不特定场景的问

题，超越产品和解决方案，满足客户对结果的需求，支撑

结果经济。

云计算已跨越裂谷，企业和行业应用从初步普及向

深度应用演进。行业玩家也借助云平台成为数字服务提供

商。运营商需要依托自身安全、可靠、本地化的优势，建

立智能化能力，从而构建起自己的长板和战略控制点，与

产业玩家形成新的合作生态，共同发展行业智能云服务市

场，获取新红利。

云服务或智能服务的能力构建都需要有内部场景牵引，当能力成熟

之后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竞争力。对于提供智能化服务的玩家来说，

基于内部场景发展能力，再应用到外部场景是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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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平台深度影响生态

全
球市值最高的G A F A（G o o g l e、A p p l e、

Facebook、Amazon）公司，打造了端管云协同

的创新产业架构，其核心是智能平台。

Google云管生态：Google在搜索业务场景下构建了

云架构，其背后是强大的数据中心和海缆资源，基于此，

Google与运营商流量对等互换（Google Peering），威胁着

运营商基于流量盈利的商业模式。Google将人工智能作为

优先战略，人工智能成为Google云管生态的新竞争力。

Apple端云一体：Apple用“技术+人文+艺术”融合

创新模式打造了终端iPhone、iTV、iPad、iMac，云端打造

了App Store，形成“端+云”协同格局，完成对用户体验

文/鲁维

智能中台发展趋势

颠覆的闭环。

Facebook从云渗透到管：以社交起家的Facebook，

开始将连接由云侧延伸到管侧；其发起的TIP联盟声势日

大。TIP Terragraph意在降低网络部署成本，Facebook在无

人机、卫星等领域加速并购整合和创新，打造基于关系

的“云+管”合一的新网络。

Amazon从云渗透到端：Amazon在电商业务的驱动

下，借助持续迭代创新，打造领先的公有云平台AWS。

Amazon还布局无人机送货、自动化商店以及线下书店；

从电子书Kind le，到智能音箱Echo抢占家庭智能语音入

口，其意图都是连回其核心电商业务。

全球领先的互联网企业GAFA充分运用智能技术与云

计算技术，构成端管云一体的竞争力，对生态前后端产

全球领先的互联网企业在ICT产业中发展创新的双喇叭生态，构建端管云一体的竞争力。智

能技术已在医疗和法律行业形成专业纵深的应用案例，智能业务日趋成熟。“小前端+大

中台”是DT（Data Technology）时代全球最重要的商业组织形态。智能中台促进了生态化

创新，深度发展的中台是赢得产业互联网发展的战略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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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深度影响。

智能业务逐步成熟

I B M核心业务受到O T T破解，营收持续下滑，但其

战略行动，即认知计算和云服务在行业纵深应用的营收

超过40%。 I B M 2017年底营收将触底反弹，这预示着

I B M将再一次转型成功。I B M历次重大战略转型，都是

整合与发挥核心优势，把握重大产业机遇。

I BM转型认知技术和云服务的战略，是坚定地认为

认知科技将定义未来数十年。认知系统具备理解、推

理和学习能力，将I BM Watson作为核心，通过云服务

和咨询服务，提供与众不同的业务，形成I BM的核心竞

争力。 

在医疗领域，Watson首次确诊了罕见白血病。IBM收

购了海量医疗数据资源，Watson系统比对千万份癌症研

究论文，使用10分钟的时间就判断出一位女性患有罕见

的白血病。

在司法界，W a t s o n从查询法律条文、引用立法文

献、判例法、文献法律条文，到理解语言、回答问题、

提出假设，让人类律师快速了解最新法律变化、最新判

决、匹配的法律信息知识，帮助律师更高效地进行案例

检索。

以Watson智能平台为核心，百年企业IBM在新的智能

时代再次实现营收结构转型。智能技术已在医疗和法律

行业形成专业纵深的应用案例，智能业务也日趋成熟。

“数据资源与智能算法迭代”+“专业纵深”构成了智能

平台的核心竞争力。

中台战略加速结构转型

阿里巴巴的平台化实现了显著超越传统行业模式的

体验和效率，“双十一”不断创造零售行业的纪录，蚂

蚁金服仅用5年时间就发展了与工商银行相当的用户量

（达4.5亿）。当前，阿里的战略是让整个集团的营收结

构从电商系为主，转向金融系为牵引，并在未来形成以

阿里云为龙头的履带式发展方式。

尽管阿里巴巴是DT时代的领先者，但也有着新的多

业务平台“山头”的低效点。业务成功的平台背后是研

发效率和业务响应速度越来越低，有效工作占比降低。

阿里巴巴应该如何支撑几千种业务、几万人在同时间段

进行变更？这亟需解决平台化阶段的信息获取成本高、

互联互通成本高、服务的不确定性、低水平重复建设等

问题。

“小前台，大中台”是阿里“去电商化、履带式发

展”的关键战略举措，“小前端+大中台”是DT时代全球

最重要的商业组织形态。前台的一线业务更敏捷、更快

速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坚实的中台去支持前台业务灵

活创新；“大中台”推动集团电商零售平台的全面改革

升级，实现云计算、阿里妈妈、菜鸟等新兴业务的全面

独立发展，阿里巴巴集合整个集团的数据运营能力、产

品技术能力，形成中台事业群，对各前台业务形成强力

支撑，“大中台”将成为阿里生态体系的发动机。

智能中台愿景

智能中台愿景是整合企业能力，形成对前后生态

IBM转型认知技术和云服务的战略，是坚定地认为认知科技将定义未来

数十年。认知系统具备理解、推理和学习能力，将IBM Watson作为核心，通

过云服务和咨询服务，提供与众不同的业务，形成IBM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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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力，其生态前端影响力体现在“互联网+产业使

能”、“个性化生产力”、“服务经济与结果经济模

式”；生态后端影响力体现在“多设备集成”、“多海

量连接体验”；极致用户体验体现在“自动”、“自

愈”和“智能互动”。

运营商需要优化支撑系统M S S、B S S、O S S，整合

数据中心，以及软件定义网络（S D N）和虚拟化网络

能力（NFV），构建云网一体的架构；在传统的经营分

析、网络分析能力基础上，向实时营销、实时决策、

预测方向演进，并优先在客户服务、存量网络运营、

存量客户资源运营中，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提高核心

运营能力。

数据和算法是智能中台的核心，企业级数据和算法

逻辑既整合企业资源，发挥数据效力，又使能新业务加

速上市，快速捕捉市场时间窗。整合数字资源是企业实

现智能中台愿景的关键，包括整合前后端数据、企业级

的内部数据、企业外部数据。为此，有战略眼光的企业

纷纷收购关键的数据资源，很多企业合作、收购行为的

背后都是对数据资源的掌握。

运营商如何向智能中台演进

从全球领先运营商来看，运营商向中台化演进的路

径有四种模式：1）以网络切入；2）以数据中心和支撑

系统切入；3）平台化发展；4）智能化和中台化的布

局。

以网络切入：领先运营商采取从网络切入的策略。

以AT&T为代表，Domain 2.0虚拟化路径，三波部署，已

进入虚拟化攻坚阶段。ECOMP统一能力编排系统，实现

高度的数据运营自动化，是运营商的效率防线。基础设

施和运营层作为平台能力实现的集中化支撑，应用与业

务层以微服务的模式DevOps运营。

以数据中心和支撑系统切入：面对相对碎片化的体

系，运营商纷纷整合数据中心和支撑系统，意在降低运

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以Te le fon i ca的数字化转型为

例，将分散的数据中心整合为集中的更强大的区域数据

中心。同时，Telefonica OSS进行虚拟化改造，开始SDN下

端到端网络控制的研究项目。 

平台化：运营商希望获得更大的生态主导权，深入

垂直市场，其关键在于平台化的突破。如D O C O M O的

战略转型，从“digital”到“partner + d”，从价值创造

公司转型为价值共创公司，利用自身资产和优势开放合

作，使能合作伙伴，共建生态圈。

智能化与中台化：运营商在智能化方面开始布局和

应用。如DOCOMO通过监测稻田中有害生物种群，根据

深度学习的高精度图像分析技术支持的地面传感器，以

及无人机收集的水位和现场温度数据，预测收获时间，

从而提高稻米质量和产量。未来随着平台化的成熟，运

营商对中台的需求将会增强。智能中台是运营商必须具

备的竞争力轴心，是转型的重心所在。对标GAFA的DT架

构，运营商应构建起以数据为中心、逻辑为引擎、ROADS

化迭代为服务的智能中台体系。

GAFA打造创新的双喇叭的智能生态，使得智能平台

应运而生。运营商转型智能中台、引领智慧运营、促发

生态化创新，才能使能智能化社会，赢得数字化行业、

企业发展的机会。

数据和算法是智能中台的核心，企业级数据和算法

逻辑既整合企业资源，发挥数据效力，又使能新业务加速上市，

快速捕捉市场时间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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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常伟

“长板+控制点”电信运营新模式

I
CT行业在互联网化、数据化、智能化的过程中，运营

商开始进入转换、转型的关键期。在新的生态中，很

多运营商感叹“建一张网络要上万亿的投入，我们为

经济做了那么大的贡献，但为何回报变得那么低？”

价值不等于利润，秘密何在？

根据工信部研究院的统计，2016年中国74万亿的

GDP中，ICT相关的GDP达到22.6万亿，其中ICT基础设

施，比如通信网络、数据化平台、互联网业务平台等的

营收是5.2万亿，而由ICT基础设施支撑的行业GDP是17.4

万亿。

2016年，电信运营商投入了万亿级别的网络营收是

1.2万亿，互联网公司是1.24万亿，30年来首次完成超

越。运营商的营收增长了5-6%，而54家上市互联网公司

的营收增长是41%。从利润上看，中国移动15%的利润率

是最高的，而腾讯的利润率更高达42%。

从基础网络和互联网平台对标、基础平台与产业

的增长对比看，运营商实实在在是价值的贡献者。没有

4G，就没有移动互联网的业务和应用；没有宽带，就没

有信息化、智能化的行业发展。但运营商的确没有拿到

高回报。

放眼全球，2016年在财富500强中的18家电信公司

营收增长5.1%，达到1.2124万亿美元，利润仅仅增长

ICT行业一直存在一种现象，少数领导者占据生态链的顶端，拿走产业绝大多数的利润，而

其他长尾中的玩家充当了分母，繁荣了生态，丰富了产业，但回报低微，做了产业的“民

工”。行业里的垄断、控制是一只无形的手，控制着价值、利益的格局和走向，牵引着竞

争和合作。玩家们需要识别出“长板+控制点”，才能获得利润空间。

李常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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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板+控制点”电信运营新模式

1.8%，达到804亿美元。电信行业整体利润从7.41%降到

6.45%，2017年将进一步降低到5.64%，进入6%以下的

低速区。

价值不等于利润，原因是什么？运营商的前路在何

方？

长板是生存基础，但控制点才是隐形的

“利润之手”

世界上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是免费的，也无法变现

收费，比如空气。空气是生命必不可少的要素，但有多

少人愿为空气付费呢？唯有以下几种情况，人们为空气

付费，甚至付高额的费用，如把空气中的氧气提取出来

给需要的病人吸氧、大气污染严重地区通过净化装置提

供洁净的空气……

十年前，很多产业著作大谈长板和控制点的概念，

上述例子中的空气是长板，没有增值的空气不会得到

高额回报，但增添差异化价值、独有价值的“洁净空

气”、“氧气”可以获取高额回报，是价值控制点。

过去10年，ICT行业最大的变化是智能手机的出现和普

及。智能手机领域延续10年的商业现象和奇迹，是Apple每

年都能拿走产业利润的90%，2017年二季度利润占比更是

高达92%。Apple有硬件领域的A9/10芯片、软件领域的iOS

操作系统，在“技术+艺术+人文”的体验创新方面，实现

客户界面体验第一、价值第一。2016年，三星即使在Note7

自燃事件中损失了50亿美元，但其利润仍然增长48%，核

心是其硬件领域独有的芯片成为产业的战略控制点。

2007-2017年间，Apple和三星几乎拿走整个终端市

场95%以上的利润，其他的一众厂家缺乏控制点，始终

在生存线上搏命。这表明，形成客户侧价值的独有控制

权，就建立了产业的战略控制点。控制点决定了商业价

值和高利润，而长板是参与生态竞争的依据，没有控制

点只能沦为产业链条中的“民工”。

“长板+控制点”：电信运营新发展模式

当对电信行业过去30年进行总结，对未来进行沙

盘推演时，我们可以获取一个清晰的规则，即行业是按

“长板+控制点”进行演绎和发展的。

语音时代，长板和控制点合一

2007年以前，运营商运营的核心业务是语音和短

信，由于是基础性的承载类业务，行业的长板和控制

点是合一的，只要运营商有网络覆盖、容量的优势，

就能控制市场，摘取“人口红利”的果实。产业链上

下游的终端、短信类业务都受制于网络能力，生态合

作的主权掌握在运营商手中，电信行业处于高利润的

黄金阶段。

当对电信行业过去30年进行总结，对未来进行

沙盘推演时，我们可以获取一个清晰的规则，即行业是按

“长板+控制点”进行演绎和发展的。

2017.1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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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时代，终端成为控制点，“流量 + 智能终端”

成为竞争基本模式

2007年iPhone横空出世，用户价值和体验的重心开始

从语音转向上网，手机逐步转变为信息服务中心。智能终

端超越网络，成为客户体验和价值诉求的第一抓手，驱动

市场运营竞争的重心转向智能终端，得iPhone者得天下。

首个与App le合作的运营商AT&T快速实现市场格局

逆转，利用终端，拉动用户迁移和市场份额提升，成为

全球领先的3G运营商。在美国，定位高端市场的AT&T和

Ver izon与Apple合作，定位中端市场的运营商与三星合

作，定位低端市场的运营商与HTC合作。总之，如果运

营商的流量套餐没有和特定终端捆绑，不仅无法发展用

户，也无法发展流量，会被竞争对手快速超越。

互联网下半场，视频成为控制点，“流量 + 视频”

成为致胜新手段

2015年，在端管云生态中，智能终端逐步泛在化，在客

户体验和价值中的权重渐衰，而生态上游的价值性内容上升

为价值权重的重心。当前流量中70%是视频，价值视频开始

成为用户、市场的新控制点，没有价值视频捆绑，恶性的流

量价格竞争将无可避免，流量市场将面临价值坍塌。

以沙特市场为例，5年人口红利结束，流量价格竞争

使运营商面临营收和利润双向双位数下滑的困境。而美

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市场的DOU每年增长1G，领先运

营商实施了流量和视频的捆绑策略，实现用户流量和运

营价值正相关增长，市场得以实现良性发展。

智能时代来临，平台上的智能和生态中的智慧将成

为新的控制点

2016年，A l p h a G o击败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成

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黑天鹅”事件。2017年在乌镇，

AlphaGo2.0单机版击败围棋棋力排名世界第一的柯洁，

并且快棋连续击败60位高手。在Amazon技术年会、Apple 

WWDC和Google I/O2017大会上，美国领先的OTT玩家全部

推出了人工智能产品，AI开始演变成为“黑犀牛”事件。

无疑，人类开始进入“AI first”时代，智能成为一切平台

的新战略控制点。在未知领域，人类的智慧将拨开迷雾、

识别方向，成为引领发展的新引擎、新控制点。

战略建议：从“流量+终端”到“流量

+视频”

人类开始进入“AI first”时代，智能成为一切平台

的新战略控制点。而在未知领域，人类的智慧将拨开迷雾、

识别方向，成为引领发展的新引擎、新控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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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产业全球发展的格局是美日韩为第一梯队，在

4G和5G发展中处于领先，中国已经超越欧洲成为第二集

团，欧洲是第三集团，其他为第四集团。因此，以中国

为代表的市场跟随者正在步美日韩的战略演进道路，从

语音为主进入到流量为主的转型深水区，市场的战略控

制点，从智能终端逐步转向价值型的视频。

美国TOP4运营商在2010-2015年，都采用“流量+智

能终端”的“长板+控制点”战略，2015年全面转向“流

量+视频”战略。典型的实践就是AT&T在2015年，以485

亿美元并购DirecTV，并推出“LTE不限流量+Roku机顶盒

+DirecTV”经典套餐，应对T-Mobile持续不断的Un-carrier

业务中的流量价格竞争，巩固了市场格局，保护了流量

价格和利润。

“中美”在LTE上的差距是2-3年。2015年，AT&T率

先采用并牵引市场聚焦视频战略，这标示着2017年有可

能成为中国市场的视频战略思维的转换节点。运营商坚

持视频战略的方向是大致正确的，在组织架构和灵活机

制的实践上，可通过试错，实现“流量+视频”战略的

突破。

视频战略当前的核心挑战和难点是价值内容如何

获取和经营如何致胜。运营商有四种价值内容获取的成

功范式，如美国AT&T/Ver izon的并购模式、日本KDDI的

Smart Pass的生态化模式、韩国LG U+的合作自制模式和

欧洲BT、Telefonica等的买断版权模式。OTT获取价值内容

也有四种范式，如YouTube的UGC模式、Netflix的PUGC模

式、腾讯的生态合作模式和爱奇艺等的买断版权模式。

不同市场、不同运营商可以参考全球最佳实践，采用符

合自己资源的方式，获取价值内容。

运营商的运营战略可借鉴互联网、领先运营商的实

践，按如下战略路标逐步开展内容运营。1、内容合作

起步：LG U+初始与YouTube合作、与本地化媒体公司合

作，启动视频运营；2、构建FMC宽带网络长板：类似日

本KDDI的Smart Pass战略，夯实体验基础；3、逐步打造业

务平台和数据智能平台：发展类似Netflix的视频流媒体、

CDN、云和数据分析、精准推送等平台能力；4、通过强

大的平台，开放平台能力，驱动生态化创新发展，类似

App Store。

中国运营商在彩铃CRBT业务领域构筑过内容获取和

内容运营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是可以复制和借鉴的。

“从音乐到视频”都是内容，都涉及版权和运营，都是

做平台和生态，本质是一致的。运营商在借鉴历史的基

础上不断优化策略，就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控制点：智能终端 控制点：价值视频

长板：4G网络 长板：FMC/SDN

匹配用户：AT&T/Verizon-iPhone; 

Sprint/TME-Sansung/HTC

视频用户控制增强实施内容套餐捆绑

• 网络覆盖、速度领先：技术/体验领先 • 网络融合化：8:2流量拓扑

• AT&T并购时代华纳、DirecTV

• 绑定战略控制点：用户市场格局领先 • 网络云化：效率成本优化

• Verizon谈判并购CBS/Disney/Comcast

• TME与Netflix、YouTube合作/Binge-On

2015之前

“流量+终端”战略
2015之后

“流量+视频”战略

终端用户控制衰减取消终端补贴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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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量”形势分析及关键建议

文/朱并队 王赤 吴哲辉

“不限量”并非新的营销手段，在3G时代已兴起，但因其导致运营商网络能力下降且没有

拉动收入而下线。在4G时代，竞争加大及资本市场剧烈追逐短期回报，再次驱动挑战者重

启这场战火，纷纷提供不限量套餐。全球运营商从美、日、韩、欧洲，再到中国，正全面

推行。但它是否是运营商抢夺高价值客户的利器？经营结果又如何呢？

本
文将对全球典型运营商已采用的各种资费形式

和实践进行客观分析，纵览全球不限量套餐的

发展目的及经营成果，并通过“MNU分析法”

（Market、Network、User，即市场、网络、用户）清晰

定位，针对不同类型的运营商进行合理的套餐设计，借助

“三阶六步法”协助运营商做好网络规划与实施，进行关

联分析，为运营商良性且可持续地发展提供参考。

新不限量的真相：借视频发力，实现体

验变现、业务创新

“不限量”是广义名称，但到底是什么，又提供什么

呢？我们综合分析全球“不限量”套餐，发现都是有条件

的“不限量”，具体有以下三种类型：

“按流量维度”的套餐：美国各运营商、中国联通、

英国运营商3，以及科威特VIVA等，面向高端套餐用户开放

“按流量维度”的套餐。除英国运营商3外，其它运营商都

有FUP及封顶等条件限制，其本质是相对激进的定价策略。

FUP（fair usage policy-公平使用策略），通过逐步降低大流量

使用者的网络性能，达到所有用户公平使用网络的目的。

“按速度计费”的套餐：这是移动宽带计价固网化的

方法，比如瑞士Swisscom由卖流量向卖速率转变，实现服

务差异化及计费差异化，进而拉动ARPU增长。

“Telco+OTT业务”的套餐：美国T-Mobile推出“Binge 

On”服务，通过与OTT合作，提供差异化服务，在高定价

策略下，也提供480P视频“不限量”的流量。

“按流量维度”的套餐，市场反应各异

中国联通在2017年1月上线两档“冰激淋”套餐，分别

是398元（含40GB FUP+3000分钟通话）和198元（含15GB 

FUP+1500分钟通话），如果用户使用流量超过100GB，将

会被关闭上网功能。中国联通在营销上采取激进策略，新

用户订购398元套餐，享受5折优惠，这使得70%的新用户

选用了398元套餐。但此类高端用户占比通常小于10%，属

小众市场。该套餐在实施3个月后，仅发展50万用户，占新

增移动用户的1.29%。

科威特VIVA则一波四弯。2010年6月，VIVA将网络速度

切片，启动按速率计费的3G不限量；2013年2月，LTE上线

后，VIVA沿袭速度计费，更新“不限量+流量FUP（1.5GB/

天）”套餐；2017年1月，为应对市场竞争，VIVA推出真正

意义的不限量（语音+流量）套餐；2017年4月，因网络重

载，VIVA调整套餐为以TB为单位的超级大包，实现第四次

的“明明白白不限量”。纵观VIVA由按速率计费到高端不

限量，再到语音及明明白白的大包的历程，虽然定价策略

一波四弯，但不限量对VIVA高端用户的ARPU有更明显的拉

升作用。

荷兰TM（TMNL）在2016年6月发布首个不限量数据套

餐，定价90€/月，为抢夺后付费用户，两次主动降价共35€/

月，变成真正的不限量且包含2G漫游服务，效果非常显

著。该套餐在推出后四个季度，平均用户净增5.65万/月，

成功抢夺高端用户。但后续如何通过业务差异化做好用户

留存，对TM来讲也是挑战。

以上三个案例显示出，由于运营的目的不同，市场反

应差异较大。总体来看，高端不限量套餐适合网络空载的

市场挑战者，保生存的价格战是赢得客户的法宝；针对高

端用户规模较小的市场，这类套餐短期内无法实现拉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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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规模的效果；针对高端用户规模较大的市场，却成效显

著。所以，高端不限量是依据市场份额和高端用户规模的

具体情况而定的。

“按速度计费”的套餐，拉动 ARPU 提升

瑞士Swisscom在2012年前处在由流量套餐转变到速

度套餐的阶段，客户首选更加实惠的低速不限量套餐，

ARPU呈下降趋势。到2013年，观看视频的用户比例提升

到90%，Swisscom开始调整定价策略，按速度0.2Mbps-

100Mbps的不同区间来定价，希望实现业务驱动的提速定

价。最终，升级到高速套餐的用户比例达60%，比降低到

低速套餐的用户多。分析其资费结构，我们发现不限流量

并不等于低价流量，其单价仍是全欧最高的，Swisscom由

此有效拉动ARPU攀升，呈现先降后升的优异表现。

在用户规模小于五百万、频谱资源充足的情况下，运

营商用网络速度牵引服务差异化，以更好地保障客户体验

及实现按速度差异化计费，能产生拉动ARPU的作用。

“Telco+OTT 视频业务”的套餐，合作多赢

美国T-Mobile在2015年底推出“Binge On”，含6GB流

量，即$65/月以上的套餐用户可以免费观看480P的不限量

视频，但真正不限量的套餐包是$95/月。此举开启了用户

免费观看视频的时代，使得用户视频观看总量从60%提升

至70%，观看时长增加了两倍，观看次数平均增长7.5%，

有效培养了用户观看习惯。

在此基础上，2016年8月，T-Mobile进一步提供“HD 

Streaming”视频服务，推出“ONE”及“ONE PLUS”无限

量套餐，进行高定价的体验变现，并停止基于数据包定价

的“Simple Choice”套餐。同时，“ONE”增加$25，即可

升级为“ONE PLUS”，可无限量观看HD视频。该服务充分

体现了体验计费的价值，高定价也帮助运营商实现了利润

增长。用户体验的良好习惯帮助T-Mobile每个季度保持100

多万用户增长，并引爆全美运营商跟进不限量套餐的定价

策略。

此种模式对内容有更好的聚合作用，有效释放了用户

对视频的需求，解决了用户想用却不敢用的痛点。借助OTT

的业务优势，运营商可构筑差异化竞争能力，实现运营商、

OTT及用户的三赢局面，这才是最佳的不限量定价策略。

如何通过网络保障不限量业务体验

本文开头提到，3G时代的不限量因网络问题被终结。

即使在4G时代，科威特VIVA真正不限量在三个月后迅速调

整，也是因为网络重载。运营商应该如何准备，才能推出

合适的不限量，并保证用户体验呢？

通过长期的研究，我们发现不限量会进一步降低重载

网络的用户体验。比如，沙特Zain的44%不限量用户消耗了

全网97%的流量，66%的小区的PRB（Physical Resource Block 

物理资源块）利用率超过90%，网络拥塞严重。

不限量套餐对于市场领先者的网络影响更明显。比

如，美国T-Mobile有2000万LTE用户，仅为AT&T的1/4，不限

量套餐上线4个月后产生5700万GB流量，平均速度下滑不

显著，对网络影响不明显。但在AT&T和Verizon跟进相同定

价策略后，因其用户基数更大，网络速度下跌更明显，在

2个月内下跌了14%。由此可见，市场份额领先者对不限量

套餐需持谨慎态度。

由于运营的目的不同，市场反应差异较大。

总体来看，高端不限量套餐适合网络空载的市场挑战者，

保生存的价格战是赢得客户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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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量套餐对于热点区域影响也较大。比如，中国联

通的腾讯王卡发行近一个月，某热点学校的日均流量增长7

倍，忙时用户连接数增长3倍，也造成小区网络拥塞。

因此，不限量套餐对于重载网络、市场领先者和热

点三者影响较大，建议运营商谨慎实施，提前做好网络规

划，以免导致用户体验不佳。

两个关键的建议

纵观全球各运营商不限量套餐的发展目的及经营结

果，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有两个关键建议：

一、通过与运营商战略对标，引入“MNU分析法”，

帮助其清晰定位和目标，进行理性竞争并选择合适的套餐。

二、为保证不限量套餐的用户体验，通过“三阶六步

法”做好网络现状评估及发展预期。

第一阶段：网络容量评估，分为三步。首先确定整

网、区域及单站三个评估维度。第二步是基于用户数和体

验速率进行信息输入。第三步是完成整网容量评估，明确

不限量套餐的可用容量，做好25%–30%安全空间预留。

第二阶段：用户和流量预测，分为两步。第一，基于

用户体验确定KPI、KQI体验标准，进行用户预测。第二是

GAP分析，预测网络容量及可消耗的流量时长。

第三阶段：应对策略制定，也是最后一步。通过预期

的用户数增长及体验标准，运用“四象限扩容法则”，选

择具体方案。“四象限扩容法则”是根据用户增长量级及

体验标准高低，给出网络部分扩容&优化、网络优化、规模

扩容的建议。

总体而言，不限量套餐是市场高度竞争下的产物，各

市场发展目标不同，不限量套餐的落地效果差异较大。市

场份额不大、高端用户占比较大的运营商，获得新用户及

拉动ARPU的效果显著；而市场份额大、高端用户占比小

的运营商，收效甚微；频谱资源丰富、用户规模小的运营

商，可以通过定价策略调整，来拉动ARPU增长；挑战者

通过与OTT合作，提供差异化服务，才是抓用户、提收入

的根本。所以，运营商要依据市场细分，给出合理的定价

策略，做好网络现状评估，及未来发展规划，保证不限量

套餐的用户体验，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取更多高端用

户，实现收入增长。

• 市场规模
• 市场份额
• 离网率
• ARPU

M
市场地位

• 流量维度不限量
• 按照速度定价方式

• Telco+OTT

引导策略

• 频谱
• PRB利用率
• 基站数
• 传输资源

N
网络资源

• DOU
• 价格趋势

U
用户消费

运营商要依据市场细分，给出合理的定价策略，做好网络

现状评估，及未来发展规划，保证不限量套餐的用户体验，才能在

激烈的竞争中，获取更多高端用户，实现收入增长。

MNU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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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5年开始，互联网领域的领导者开始大举进

军行业互联网，“互联网+”的宣传铺天盖地。

但今天行业的变化并没有想象的巨大。互联网

公司在进入具有较高专业纵深技术和业务壁垒的领域，

如工业、医疗等遭遇了困境。在壁垒不高的领域，如零

售、金融等阔步前进，重塑行业价值、体验、业务和商

业模式，加速对传统行业的颠覆和替代。

运营商也在行业互联网领域积极转型和创新，希望

获得新增长的机会。但遗憾的是，互联网公司快速渗透

壁垒低的领域，壁垒高的领域需要新业态的创新突破，

成功者往往是加速自我数据化转型的行业领导者。运营

商转型行业数据化进展缓慢，成功范例少之又少。如何

创新新业态，打开“第三波”之门？

新业态：数据使能与专业纵深的化学反应

GAFA（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改变

了ICT生态，其运营架构体系可描述为“CODE数据化平台

+ROADS化生态”。

新技术如宽带、移动、互联网、云、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正在重塑各个行业、各个领域。I T技术升级为DT

（数据技术），将提升原有业务的效率，降低成本，创

新出具备新体验和新价值的新业务。“新业态”的产生

过程也是对传统产业的升级、破解、融合和价值转移的

过程，将产生新的增值空间，构建新的经济模式。

“新业态”胜在客户体验和价值的突破，突破的要

文/李常伟  鲁维

“新业态”：专业与数据化学反应下的破解演进

诀在于新数据技术和专业化行业业务间的内在融合，即化

学反应酝酿形成新的业态。

“新业态”的四体融合

从2010年LTE在美国部署以来，互联网行业进入以移

动视频为特征的行业互联网时代。行业的物理实体映射到

线上的数据虚体，围绕意识人体构建新价值与新体验，最

终商业利益体通过化学反应构建新业态，获得新的可持续

成长，逐步演化为四体融合生态。

新业态在每个行业都将出现，成为行业重生和发展的

新的开端，如零售、制造等。

新制造是数据化平台与纵深制造专业的化学反应

从欧洲的工业4.0到美国的先进制造，“数字化双

生”和“数字三链”成为工业领域的未来架构的标准。

其本质都是把最新的数据化技术，如云、大数据、人工智

能、物联网、宽带等，与工业生产和服务的各个场景相

结合，创新出新的生产、作业形态，从创新管理、业务管

理、运营管理的数据化、智能化等三条主线，提升效率，

降低成本，提升个性化、定制化服务能力，构建新的价值

和商业形态。“新制造”转型的成功与否决定着制造业的

未来生死。

新零售是物联网 / 数据智能与零售纵深业务的化学

反应

互联网的上半场黑洞效应显现，竞争格局已定，开始进入下半场，即由个人娱乐类互联

网向产业互联网进行迁移。互联网等数据化技术与行业的融合将塑造出新的业态，产生

新的价值，驱动新的经济增长。未来十年，全球新增GDP的14%将由数据化技术拉动，

达到15.7万亿美元，相比目前电信行业1.9万亿美元的空间，是巨大的机会。

2017.12 28

Tao of Business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加速

成熟。2016年，电子商务占零售业G M V（商品交易总

额）的比重高达13%，中国移动支付市场GMV超过4万亿

元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一的移动支付市场。用手机支付

成为一种新的体验和潮流。同时，线上和线下的资源加

速融合，物流、仓储、快递行业加速发展，新的业态逐

步成为主流，消灭中间环节使购物的成本和效率大幅改

善，而定制化、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在数据化平台的

支撑下得到越来越好的满足，市场向纵深发展。

还有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让Amazon推出了无人商

店Amazon Go，采用了最新的CV视频识别技术。阿里巴

巴在上海推出了Take Go无人商店，采用RFID扫码、视频

身份识别等技术，创新购物服务形式，为客户提供新体

验和新价值，必将对传统模式产生越来越大的颠覆。

新视频是技术、艺术、人文的化学反应

2007年，乔布斯称iPhone是“技术+艺术+人文”相

结合创新的产物，呈现的是最优的体验和最佳的客户价

值。十年之后的2017年，新业态的视频开始在价值高点

形成对市场的控制，如3D电影《阿凡达》和利用120帧

技术的电影《比利雷恩的中场战事》、引入A R的游戏

PokemonGo和二次元游戏王者荣耀等，都是“技术+艺术

+人文”相结合，在视频内容和应用领域的创新突破，产

生了新的价值和体验，形成新的盈利空间，甚至创造新

的价值增量。

新餐饮是裸眼 3D 投影技术与餐饮专业纵深的化学

反应

美国人Filip和Antoon 2016年在YouTube推出视频《小

厨师（Le Petit Chef）》，引发病毒式传播，短时间内便

获得了470多万的点击量。它利用裸眼3D投影技术，让人

感觉“好像有个小家伙”在“给我”煎牛排。而视频中

的迷你厨师全由真人表演，后期再通过动作捕捉模拟系

统进行动作的拍摄，最后按照10000:1的比例缩小，效果

逼真。

“新业态”下运营商的转型战略

在行业数据化的竞争力模型中，专业业务能力是具备

排他性的核心能力，数据化能力是共享的加乘催化剂，两

者分别是行业领袖和互联网领导者的优势所在。运营商的

优势在于本地化。在加速构建数据和专业能力，融合、激

发化学反应上，与互联网公司和行业领导者相比，运营商

是无法实现争胜突围的。因此，运营商在努力提升自己数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加速成熟。

用手机支付成为一种新的体验和潮流。同时，线上和线下的资源加速融合，

物流、仓储、快递行业加速发展，新的业态逐步成为主流。

2017.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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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化和专业纵深能力的基础上，发挥本地化的优势，是实

现差异化，寻求生存发展的有效途径。

业务导向，由内而外，构建数据化平台

数据化是业务导向的。网络连接、支撑服务、电信

类业务是运营商的长板，可基于自身业务，构建云、大

数据、智能平台，建立基线能力。AT&T实施Domain2.0网

络云化、Telefonica的UNICA支撑系统云化、DOCOMO的

Smart Life业务平台云化，都是遵循由内而外的云化实践。

在云化基础上构建数据平台，如AT&T的Indigo、Telefonica

的AURA，发展智能业务，前端运营的机器人客服、后端

运维的网络智能优化等，都是业界的最佳实践。

并购、整合产业的专业应用和能力

产业领域的专业能力获取的最佳策略就是并购整

合、战略（独家）合作、关键专家的挖角等，这是实现

业务领先、服务差异化的前提。AT&T、Telefonica、LG 

U+、Netflix等公司获取价值、头端视频内容和应用的方法

大致如此。

催化数据化平台和专业业务的化学反应，激发、创

新出新业态

新业态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用户、市场的

机会窗的出现。而数据化技术和专业业务形成，是基于

客户体验和价值的创新突破，同时抢占到市场先机，才

能真正实现成功。

生态化的合作是解决新业态演进道路上资源有限问

题的关键

GAFA、BAT、IBM等在垂直行业领域的服务渗透、业

务扩张都是把生态合作作为核心战略的，整合关键专业

化资源和能力都需要产业链合作来解决。

转型组织和运营，构建新的执行竞争力

数据化平台需要敏捷化组织和DevOps迭代式运营模

式，专业纵深需要科学家式的试错式创新、灵感激发、

平台协作、交流共享的环境，运营商只有获得关键的人

才，才能赢得战争。

互联网的下半场，行业的数据化是基本趋势，数据

化过程中纵深的专业能力是核心竞争力，数据化的技术

和专业化的业务相互融合，像酿酒一样通过时效和化学

反应，将产生新的业态，具备成本效率优势、颠覆性客

户体验和价值。新业态将成为未来10年的新机会、新常

态、新规则。

用户群/品牌 E2E一站式服务 客户洞察/数字营销

服务/CRM SPI安全性 数据化平台DevOps迭代运营

网络/基础设施 QoE质量保障 多边生态开放合作创新

渠道/合作伙伴 电信级可靠性 技术/业务/商业创新

本地资源优势 电信级业务DNA OTT业务DNA

客户视角：OTT优势DNA客户视角：电信资源和服务的优势DNA

“4+4+4”差异化业务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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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足够大，另有两个主要原因受到运营商的青睐。

铜线提速免入户铺缆，上市速度更快：由于利用现有

入户铜线，不需要入户铺设线缆的工程，固定终端可以直

接邮寄给最终用户，如此能减少上门安装的费用。一般而

言，铜线提速相对于FTTH光纤入户，工程部署周期可以缩

短6个月。埃及电信采用FTTC铜线提速解决方案，仅用3年

时间，宽带用户数增长了110%，达到350万，并且优化家

庭宽带服务开通效率，用户满意度大幅提升。

铜线提速的CAPEX偏低，投资回报周期更短：德国电

信的刊物《Capital Markets Days》指出，其铜线提速CAPEX

是其FTTH部署成本的30%。花费更少的钱，实现更多的超

宽带用户覆盖，铜线提速更加经济。华为在全球的实践经

验显示，铜线提速的投资回报周期小于2年。

新铜线提速：带宽足够大、上市速度快、

回报周期短

最
近三年，新铜线技术SuperVector/G.fast的出现，

让固定铜线网络焕发了生机。高盛连续发布分

析报告，看好新铜线技术带给固网运营商的增

长利好。高盛在报告中称：“新铜线技术将允许固网运营

商为其大部分用户提供200Mbps+的高速上网服务。”而新

铜线技术建网的CAPEX只占FTTH的60%，甚至低至25%。

高盛预测，到2020年，新铜线技术的利好，将促使欧洲固

网运营商的家庭宽带收入增长赶上Cable运营商。

利用现有铜线资源进行超宽网络提速改造，已经成为

固网运营商的主流宽带提速模式之一。新铜线提速除了带

新兴市场有节奏、有利润地迈向超高速网络

ADSL宽带是一种提供在家庭电话线（也称铜线）上的固定连接，这种接入方式支撑了

21世纪前十年全球Internet用户的快速增长。截至目前，全球仍然有近3亿铜线宽带用户

和近6亿线铜线物理存量，其中约70%的铜线存量在新兴市场（EM）。而如何发挥其网

络潜力，持续为运营商创造价值，一直是众多固网运营商关注的话题。

文/华为运营商BG副总裁  周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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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运营商根据市场需求的节奏，进行市场细分组合，既要

保持技术的制高点，打赢竞争，又要保证商业投资的高效

性，以获得可观的收入。所以，光铜协同是非常好的固网

商业实践。

但是对于铜线提速，运营商在铜线质量及部署方面仍

存有疑虑。毕竟铜线已在地下埋了几十年，氧化、接触不

良都会影响铜线线路提速的能力。针对这个问题，华为研

发出一套铜线质量预评估系统Line Expert。利用这套系统，

运营商可以精确、可视化地了解其铜线质量情况，以及新

铜线技术实施后的可达带宽。以某运营商为例，华为和运

营商成立联合团队，通过近2个月测试数据收集、站点采

样，输出了全网的铜线质量地图。经过评估，90%的铜线

在小于800米的距离内，使用SuperVector新铜线技术将能

使最终用户获得超过50Mbps的上网速度。

对于接入室外站点部署困难的问题，诸如站点下移到

街边、站址获取、取电、站点集成、电池防盗等，让不少

运营商在铜线提速决策上踌躇不前。针对这些挑战，华为

推出了一站式站点解决方案，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实

现“站点无忧”部署。华为接入室外站点已在全球部署了

近40万套，有丰富的现网建设经验。

针对铜线提速解决方案，华为将持续投入技术创

新，特别是对于新兴市场，将继续完善贴近其本土特点

的场景化的解决方案，从前端商业设计到后端网络运

维，与运营商一起共同探讨。我们坚信铜线基础网络依

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对于拥有大量铜线资源的固网运

营商，我们建议采用光铜协同的建网策略，发挥光纤和

铜线网络各自的优势，达到网络先进性和投资高效性的

最佳搭配，建设面向未来的超高速网络，实现运营商的

可持续的商业成功。

光铜协同、点面结合：踩准市场需求的

节奏，实现商业成功

以铜线提速为主，运营商也在同时部署FTTH光纤，

这是一种光铜协同建网的模式。光铜协同是巧妙的“点与

面”结合的建网策略。“点”是指针对绿地、高密度用户

的区域，例如高层住宅楼宇。这些点状区域使用FTTH光纤

入户方案，可以有效改善FTTH工程成本高和部署速度慢的

问题。“面”是指除去“点”以外的整网范围。在这些范

围内进行普遍提速，宜采用利用现有铜线的宽带提速方

案，典型的模式有FTTC/FTTB/FTTDp。

这样的组合大有裨益，即通过FTTH树立市场品牌和吸

引高端用户，而用铜线提速来支撑追求产品经济性和性价

比的普通用户，他们往往是固网宽带收入贡献的主体。

另外，通过全球市场洞察，我们发现家庭宽带市场存

在一个普遍的规律，即在某个市场上每3-5年会做一次全网

宽带升级，带宽升级呈现阶梯型的迈进，即5M-20M-50M-

100M-300M-1G。这一普遍规律反映了所在市场最终消费

者的需求变化。这种变化是有节奏和逐步递进的，它与本

土市场中Internet普及率、视频和内容的丰富程度、国民消

费能力、信息消费习惯等多种因素的发展有关。

光铜协同建网模式，被大多数运营商证明是符合宽带

市场发展规律的稳健策略。菲律宾PLDT利旧其现网铜线，

采用一站式FTTC SuperVector铜线提速方案，快速提升了网

络能力和用户体验，并且在城市的高价值、高密度小区启

动FTTH部署，取得了显著的商业成功。这既满足了其快速

提速、提升收入，又满足其打响品牌、抢夺高价值用户的

双重需要。

FTTH的网络先进性和商业上铜线提速快赢的特点，需

以铜线提速为主，运营商也在同时部署

FTTH光纤，这是一种光铜协同建网的模式。光铜协同

是巧妙的“点与面”结合的建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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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机场预制模块化数据中心是迪拜机场、华为及双方生态伙伴，整合资源进行创新

的杰作，能够满足迪拜机场对信息基础设施的要求，为未来10年业务的稳定、高效运

行以及业务的数字化和云化提供保障。
文/陈颖莹

迪拜机场与华为携手打造智慧机场

Dubai Airport

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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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庞然大物

在
一艘从深圳起航，去往阿拉伯海湾重镇

迪拜的大型货轮上，满载着中国的各类

商品，与几千年前运输的丝绸、瓷器、

茶叶不同，如今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输的商品以电

脑、手机等科技产品为主。在此次航行中，还有几

个印有华为LOGO的集装箱，它们是华为的预制模

块化数据中心。一个半月后，这些货物抵达了世

界第七大集装箱港口迪拜Jebel Ali（杰贝·阿里）港

口。次日凌晨，这些“庞然大物”被马不停蹄地运

往最终目的地——迪拜机场二号航站楼旁的数据中

心施工现场。迪拜机场、华为以及合作伙伴ALEC

的相关工作人员激动地等待着这些预制模块化数据

中心的到来，为了这一刻，他们已经在这个工地准

备了近四个月。

这是一个极具挑战的数据中心项目。近年来，

随着业务的快速增长、对乘客体验提升的不懈追

求，以及绿色节能的社会责任，数据中心的升级成

为迪拜机场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一环。迪拜机场原有

多个老旧数据中心，设备品牌众多、管理复杂，且

机房大量设备老化、制冷量不足，急需重建一个全

新的数据中心为机场业务扩容做准备，同时尽快收

纳原数据中心业务。新数据中心规划了共计100个

业务柜，单机柜10kW/rack。迪拜机场为确保数据

中心的可靠性，提出了Tier III设计和建造双认证的

要求，并且需在一年之内完成建设。此外，单柜功

率达到10kW的要求以及迪拜的高温天气，都对数

据中心散热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而且迪拜机场没有

现成的楼宇可作为庞大的数据中心。鉴于对快速部

署、易于扩容、节能环保等重要特性的考量，迪拜

机场认为华为预制模块化数据中心是理想的解决方

案，也才有了前文提到的货轮上的集装箱。

预制模块化数据中心，保障未来的

“DXB+”规划

华为采用Fus ionModule1000B预制模块化数

据中心解决方案，为迪拜机场实现全新的数据中

心。该方案由23个集装箱大小的预制模块组成，

内配行级制冷精密空调、高效模块化UPS，总功

率达到1MW。该方案能够满足UPTIME Tier III设计

和建造认证要求，可靠性达到99.98%，年平均故

障时间只有1.6小时。10个月的时间可完成工程交

付，能为迪拜机场解决数据中心选址和快速交付

的问题，与传统数据中心相比，节省近一半的时

间和大量的工程建设费用。

FusionModule1000B采用多种数据中心前沿

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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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来提升其能源效率：采用变频行级空调、高

效率模块化U P S以及密闭通道，使得其设计P U E

低于1.6，相比传统数据中心节能30%以上，同

时也更能适应中东高温气候。通过部署华为先进

的NetEco管理系统，运维工作更简单，还能降低

管理成本。此外，由于采用 I S O标准尺寸预集成

模块，扩容只需增加相应模块，建设工作相对简

单，比传统数据中心节约工程成本和占地面积，

满足灵活扩容的需求。

迪拜机场之所以规划如此大规模的数据中心，

与其发展规划是密不可分的。从1960年发展至今，

迪拜机场已经成为世界一流的机场，是全球第一大

国际客运、物流中转中心。随着阿联酋2020年迪拜

世界博览会（Expo Dubai 2020）的来临，迪拜机场

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运营压力。预计未来10年，迪拜

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将从2016年的8700万，增长到

2025年的1.18亿。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客户需求，

适应持续增长的运输量，迪拜机场发布了“DXB+”

规划，旨在利用创新和技术来提高机场的容量。

迪拜国际机场开发设计部部长  P e t e r  R 

Moore表示：“由于迪拜机场能够给主要基础设

施腾出的空间十分有限，因此迪拜机场和主要利

益相关方需要换一种方式思考，如何通过产品创

新和运营提升，来实现迪拜机场的宏伟蓝图。

‘DXB+’的重点是帮助机场整合生态资源、齐心

协力，不但满足航空公司的需求，而且确保为乘

客带来一流的客户体验。” 

迪拜机场预制模块化数据中心就是迪拜机

场、华为及双方生态伙伴整合资源进行创新的杰

作，能够满足迪拜机场“DXB+”规划对信息基础

设施的要求，为未来10年迪拜机场业务的稳定、

高效运行以及业务的数字化和云化提供了保障。

客户体验是王道，新ICT助力智慧

机场建设

要成为世界最受欢迎的机场，不能仅仅在硬

件基础设施上进行升级，更应该想方设法改善客

户体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 A T A）在2016年

进行了一项全球范围的调研，为机场提供了一些

参考。调研结果显示：64%的人更希望使用手机

上的电子登机牌；39%的人更愿意使用电子行李

标签；61%的人希望可以全程跟踪自己的行李，

就像快递公司允许人们跟踪他们的包裹一样；

47%的人希望托运行李的时间控制在1-3分钟；

52%的人希望入境排队等候时间在5-10分钟……

迪拜机场始终将客户体验放在第一位，并从

产品、运营和机场基础设施三大领域入手。在产品

维度，迪拜机场深入了解乘客的未来行为趋势和期

望，整合产品和服务，以提供一致的客户体验，引

迪拜机场CIO表示：“技术是推动迪拜机场业务增

长、激发创新以及提升客户体验的关键因素。我们

将持续提升机场系统的可靠性，降低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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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未来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增强与乘客之间的联

系。在运营维度，迪拜机场将增加机场运营的可预

测性，通过利用现有资产，有效节省成本，为客户

提供可靠、弹性和精简的流程，并针对不同类型的

客户提供无压力的旅程。在机场基础设施维度，迪

拜机场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的设计、开发以客户为

中心，提供足够的容量，适应航空公司和运营的增

长，同时维持现有基础设施的完整性。

迪拜机场分别在客户服务和业务办理、行

李和货物处理、运营、空域与跑道、Stands和基

础设施（Stands & Infrastructure）等方面进行改

进，以提升客户体验。如免费WiF i、智能闸门、

数据采集和分享、机场APP、需求预测、资产管

理与维护、飞机准点率管理等等。

针对机场出入境排队时间较长的问题，迪拜

机场推出的智能闸口（Smar t Ga te s），让通行

更快、更简单、更智能。旅客只要拥有阿联酋ID

或者生物识别护照，就可以在几秒钟内完成入境

手续。这项服务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了乘客的时

间，而且还能够确保机场客流秩序的流畅。即使

在旅客吞吐量达到峰值时，智能闸口也能将旅客

排队时间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提升乘客体验，

间接提高机场容量。

华为为迪拜机场打造的预制模块化数据中

心，在正式上线后，承载的业务几乎覆盖上面提

到的机场运营和建设的所有环节，包括航班信息

和机场运营、乘客运输和行李服务、连接和网络

服务、安检、视频监控、企业业务运营、设施维

护等等。凭借弹性、快速部署、可靠、节能、易

维护和低成本的特点，该数据中心为迪拜机场的

业务高效运营提供了有力保障。

面向未来，国际航空电信学会（S ITA）认为

机场需要使用先进的技术来重构信息通信系统，

以建立一个动态、高效、协作和创新的智慧机

场。那么新 I C T技术如何支持智慧机场建设呢？

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为机场带来智能；先进的网

络技术提供了无处不在的连接；L T E技术有助于

机场空域的网络覆盖；物联网技术不但连接了设

备，还为设备提供了智能；所有服务都将被数字

化，以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以上这些服务都离

不开数据的存储、传输和计算，离不开数据中

心。

迪拜机场C I O表示：“技术是推动迪拜机场

业务增长、激发创新以及提升客户体验的关键因

素。我们将持续提升机场系统的可靠性，降低运

营成本。”

展望2020年，当人们不远万里来到迪拜，

参加世博会时，迪拜机场将通过极致的客户体

验，向全球展示真正的移动性、可持续性，以及

美好的智慧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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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o作为共享单车试水IoT智能平台的代表，引领行业向基于创新技术的智慧管理及智能

业务布局发展，共同迈入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智慧型共享经济新时代。

“劳模技术”开启

  智慧型共享经济新时代o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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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享经济刚成为热词时，无论是共享空

间、图书还是ofo所属的共享出行，从某

种角度看，均是各行业基于“有需求，

即使用”的消费理念升级而形成的极具“吸睛”能

力的新型商业模式。除此之外，共享经济还有力地

助推了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借此优势，各个

共享平台只要拥有犀利的行业洞察和一定的技术整

合支持，在蓝海中脱颖而出，成为流量的拥趸并不

用花费太大力气。

随着市场规模扩大，业态不断深化发展，整个共

享经济也开始由新兴走向成熟。共享单车是短途共享

出行的典型，截至2017年6月，国内共享单车用户规

模超过1亿人，体验成本近乎为0；除此之外，得益于

“一带一路”倡议，共享单车在东南亚、中亚甚至欧

美等海外市场也发展得如火如荼。

惊人的成长数据背后，其实也隐藏着不小的

行业痛点。移动互联时代，连接大规模用户的需求

已近乎饱和，就像流行于创业圈的那句话：“当人

们逛菜市场都能享用某服务时，说明这项服务该想

办法升级了”；在需求端，用户不再满足于“有车

用”，而是需要“想用车时就用车”，正如有些消

费者抱怨：“开锁慢、付款慢，还经常故障，我宁

愿在马路上堵一会，还凉快不费劲！”

由此可见，一味谋求大规模连接用户的企业将

不再具备竞争力，而是基于用户细分需求分析，以

留存优质用户为运营目标的玩家才有可能参与下一

轮市场竞争，共享单车业态“升级”势在必行。通

过以上行业分析及市场洞察，业内参与者的发展方

向也大致清晰。整体业务趋势呈现为：企业需要进

行更深层次的精细化运营，智慧管理是下一个发力

点；商业模式需由依靠企业自身优势获取资源，升

级为携手生态伙伴推动业态创新，共享发展成果。

劳模技术赋能ofo精细化运营升级，

开启智慧管理大门

ofo长期以来在运营、营销等多方面坚持精细化

策略，已经成为了全球规模较大、市场占有率前三

的共享单车平台。

但是，在实际运营中，管控设备智能、平衡通

讯与功耗，提升数据收集端口密度等方面需要进一

步提升。基于此，ofo以创新技术为切口，旨在驱动

业务进一步精细化运营，探寻智慧管理突破口；与

多个生态合作伙伴协同做功，最终引领共享经济迈

向智慧时代。

第一步，智能车锁升级及普及，实现精细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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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升级，找到智慧管理敲门砖。

作为共享单车发展的核心以及一切增值业务的

入口——智能车锁的升级与普及是ofo的首要任务。

以往多样的智能锁技术虽然各有所长，但在

网络兼容、续航、通信成本及体验等各方面仍需

找到最优平衡点。因此，ofo引入了基于NB-IoT技

术的劳模型“物联网智能锁”。称之为“劳模”

是有原因的，NB-IoT技术具备低功耗、广覆盖、大

连接的特点，且以最低成本大幅度缩短系统响应

时延。

NB-IoT技术优势体现在ofo具体运营场景上，大

体包括以下几点：覆盖性能提升，即使信号覆盖不

好的地区仍然能够顺利连网；网络容量极大，一个

基站可接入的设备数量是非NB-IoT网络接入数的数

百倍；结单时延降至5秒以内；功耗方面，过去共享

单车需要在单车中装载发电装置，导致车身笨重，

而新款ofo可在无需充电的情况下持续工作2-3年以

上，既节省了成本又减轻了运维负担，保证了ofo轻

型车身的体验优势。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场景感知“劳模”技术的强

大智慧：下班效率与单车运营效率“双升”场景。

园区已经成为了继写字楼之后人们的“新工作单

位”，共享单车也是连接公司-地铁站的最快选择之

一。载有NB-IoT技术的新一代ofo单车可以满足高峰

时段园区、地铁口等海量用户的并发用网需求，着

实提高了用户的“下班效率”。

众所周知，“劳模技术”的成功普及必须是三

箭齐发，除了ofo自身搭建的平台场景，商用网络

（中国电信）和包含智能芯片在内的NB-IoT物联网

解决方案（华为）必不可少。

这就要谈到ofo技术升级的第二步，与NB-IoT

生态中的巨头伙伴强强联手。

ofo创始人兼CEO戴威在“2017新一代物联网

NB-IoT正式商用发布会”上表示：“此次ofo和华

为、中国电信的合作实属‘全球领先企业的三强联

合’。技术之心在于‘芯’，华为为ofo提供包括芯

片、网络及IoT平台在内的物联网解决方案，可谓是

重中之重，该方案涵盖了NB-IoT智能芯片、多网络

场景组合、平台设备管理等支持。”

华为联手中国电信为ofo的技术升级提供了必要

支持；当然，在商业模式甚至业态创新层面，这仅

仅是ofo开启智慧管理的热身运动。

ofo率先使用华为IoT智能平台，携

手推动共享经济迈向智慧时代

移动物联网时代，关键技术平台对共享经济的

使能作用主要体现在感知层、网络层、应用层。在

万物互联互通的过程中，共享设备在感知层通过传

感器获取数据的敏感程度、在网络层进行数据节能

高效传输的能力，是企业在应用层进行智慧管理的

重要势能。

基于与华为在NB-IoT智能车锁业务的合作经

验，以及自身下一步智能化业务布局需求，ofo进行

了第三步技术升级——在业内率先全面使用了华为

IoT智能平台。

其一，优化智能锁全生命周期管理，运营状

态达到最优；其二，双方计划通过终端收集设备状

态、用户及运营数据等关键信息，实现ofo智慧型业

务管理，打通设备搜索定位-调度使用-故障定界-营

销增值等前后端产业链条。

由此，ofo与华为在IoT智能平台开展的合作，

横向来看，双方利用各自的行业领先优势，携手拉

动了整个IoT生态产业链端到端的发展，为产业带来

创新动能；纵向来看，ofo作为共享单车试水IoT智能

平台的代表，引领行业向基于创新技术的智慧管理

及智能业务布局发展，共同迈入绿色可持续发展的

智慧型共享经济新时代。

未来，所有玩家都在争取帕累托最佳配置，

强强联合是行业发展创新的最大保证。正如华为中

国区电信系统部副部长张修征所言：“华为将在芯

片、IoT平台、大数据以及应用生态领域与合作伙伴

深入开展合作，助力行业智能化快速转型。”相信

不久的将来，整个社会将迎来“智慧型共享经济新

阶段”，每一个人的生活相比以往会更加“随心所

欲、智能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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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太保集团与华为继续深化在数据中心与企业云建设、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数字化安全等领域的创新合作，共同推动中国太保云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中国

太保行业创新应用，提升中国太保集团的数字化安全水平。

数字太保
以客户为中心，率先迈入数字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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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同“车库”之于互联网企业，“咖啡

馆”可称作是保险行业的摇篮和起点。

最早的保险业务交易雏形起源于十七

世纪中叶，一个开设在泰晤士河畔的“劳合咖啡

馆”内，在那里来往的船员不仅可以品尝到香醇

美味的地道英式咖啡，与志同道合的友人分享一

路的见闻，还可为下一次出航购买一份安全保

障。从古巴比伦王国的第一笔救灾储备，到埃及

的丧葬互助基金，再到现代保险机制，保险一直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满足着每个人对安全的

需求。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及收入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将保险消费列为其风险管理重要的

关键保障，但保险复杂的产品属性和繁琐的投保

流程却让他们望而生畏。不仅如此，数字化也正

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陌生拜访、电话推销、面对面讲解已无法适应新

一代消费者在互联网时代下快节奏的生活方式。

他们不再仅仅纠结于保险条款本身，而更愿意为

理想的生活方式买单，未来保险业将面临更多碎

片化的长尾型客户，以及基于场景的个性化和定

制化服务的需求。这就要求传统保险企业不仅要

从运作机制上基于客户行为做出调整，而且要从

商业创新思维模式上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为客户

提供从咨询到购买、从索赔到续保、从投诉到建

议，贯穿全渠道的无缝、连续、一站式智能保险

服务。

与此同时，行业自身发展也遇到了来自互联

网保险的冲击和对外开放提速带来的业务挑战。

逐年递增的巨大业务成交量下，运营成本和效率

成为永恒的话题，传统保险企业正期待一个“更

理想的生存方式”。 

大胆探索，打破传统，携手华为

向数字化进军

作为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太平洋保险（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太保集

团”）经过26年的发展，目前已实现了寿险、产

险、养老险、健康险、农险和资产管理的全保险

牌照布局。在全国拥有5400多个分支机构，9万

多名员工，构建了庞大的覆盖全国的营销网络及

多元化服务平台，为超过1亿客户提供全方位风

险保障解决方案。

伴随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中国太保集团

不断尝试和探索利用新技术手段，在业务运营效

能及客户体验等方面实现数字化保险业态创新。

经过精心准备，中国太保集团于2017年提出了

传统保险企业不仅要从运作机制上基于客户行为做出调整，

而且要从商业创新思维模式上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为客户提

供贯穿全渠道的无缝、连续、一站式智能保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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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太保”战略，即聚焦“以客户需求为导

向”的战略转型升级，提供基于客户洞见的产

品和服务，开发客户端应用，打造智能化技术引

擎，建立业务及管理共享平台，完成新工具、新

领域、新模式的变革创新。为尽快落实“数字太

保”战略，推进数字化转型，中国太保集团拥抱

互联网、实现金融与新技术融合的意愿更加强

烈。

作为以技术立本的科技公司，华为对新技术

的研发和探索从未停止。不仅拥有云计算、大数

据、融合通信等前沿科技的尖端研发应用能力，

并且与中国太保集团一样始终专注于深耕主航道

业务，致力于为各行业合作伙伴实现数字化转型

提供助力。

2014年9月，基于相同的发展理念及为客户

提供更好服务的诉求，中国太保集团与华为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随后双方联合成立了“中国太保·

华为新技术应用实验室”，共同探索ICT新技术在

保险业务的应用，开展4个方面的新技术前瞻性

课题研究。在战略合作协议下，双方高层互动交

流频繁。2017年6月，中国太保集团孔庆伟董事

长与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在深圳会晤，并于8

月在上海再次会晤。双方表示将进一步依托“中

国太保·华为新技术应用实验室”，巩固和发挥联

合创新优势，共同为消费者提供最贴心的保险服

务体验，推动并引领下一个保险产业爆发点。

创新突围，从精准营销到全渠道数

字化服务， “数字太保”战略落地

不像衣食住行，保险不是人们生活的刚需，

这也使传统保险业在营销阶段屡遭挑战。传统的

保险营销多为“熟人介绍”或上门推销，不仅效

率不高而且多为“一次性消费”。而进入云计

算、大数据时代，天生具备海量数据的保险企业

可以通过对保险业务数据、客户信息和媒体信

息的数据挖掘分析，对客户进行画像并分析其属

性，从而更准确地发现目标客户和更多的营销机

会，实现市场、渠道和产品的细分与创新，动态

掌握保险市场需求的变化，提升市场竞争力，重

塑保险企业的业务模式及服务方式。

2016年，以华为大数据技术框架为基础，

中国太保集团与华为联合创新实验室基于业务实

践推出了金融保险大数据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大

数据处理平台和I T基础设施，支持中国太保快速

构建了海量数据信息处理系统——客户数据ATM

系统。该系统可基于客户年龄、教育、收入、家

庭特征、投保特征等对中国太保集团亿级客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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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传统金融企业来说，数字化不是一个标签，也不是

一种潮流，而是决定一个企业能否长盛不衰的关键因

素。中国太保的数字化战略旨在利用技术优势实现全商

业模式的创新。

量数据进行全面的挖掘与分析，通过前端应用最

终实现了客户一点通等业务功能。该系统可支持

4000个节点，并可洞察客户个性化的需求特征及

保障方案。

在过去，如果想要举办一场有针对性的保险

客户服务活动，需要依靠手工提数的方式在数据

库中人工选取目标客群，不仅效率低、周期长，

而且受系统并发数量的限制，客户服务人员很难

在短时间内获得匹配的客户潜在需求。而现在，

中国太保集团基于Solr和Spark技术，由平台向应

用提供批量数据实时处理功能，平均查询响应时

间小于3秒。基于此平台构建的太保卓越客户服

务系统可支持多层级、多维度关键字搜索，达到

“即时响应、秒级呈现”的实时效果，有效推动

了保险服务智能化发展。

不仅如此，中国太保集团利用华为企业云

解决方案对太保企业云进行了优化升级。通过

引入全新的超融合架构实现了软件定义存储

（SDS），中国太保集团应用系统的响应速度得

到大幅提升。为保证集团未来顺利应对客户并发

访问量的大幅增长，中国太保集团和华为一起

对数据中心网络，进行了SDN方案设计和原型验

证，试验效果良好。

2017年，中国太保集团与华为继续深化在数

据中心与企业云建设、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数字

化安全等领域的创新合作，共同推动中国太保云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中国太保行业创新

应用，提升中国太保集团数字化安全水平，期望

探索研究“中国太保云”、“智慧客户服务”、

“数字风控”等在内的多项创新课题，助力中国

太保加速完成数字化转型。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太保原创的保险行业人

工智能应用的现象级产品“阿尔法保险”，在

2017年9月1号正式上线，上线当天访问量就超过

了20万，三天累计的访问量已经突破100万，第

四天只用了一天时间也突破了一百万，朋友圈平

均分享率维持在10%以上。这一款机器人智能保

险顾问，能够帮助数百万中国家庭定义家庭风险

防御指数，这是一次成功的保险消费的教育。

中国太保首席数字官杨晓灵表示：“现在对

于传统金融企业来说，数字化不是一个标签，也

不是一种潮流，而是决定一个企业能否长盛不衰

的关键因素。中国太保的数字化战略旨在利用技

术优势实现全商业模式的创新。我们将坚定不移

地推进数字化转型，与华为通力合作，致力于为

客户提供更加贴心、便捷、优质的保险服务。”

近几年，华为在中国金融服务市场的销售收入

实现了高速增长，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90%，在保

险行业，已有多个客户应用了华为的产品和解决方

案，并逐步完成数字化转型。未来，华为将运用其

领先的技术能力及前瞻的行业洞察，助力更多行业

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使能产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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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苏奕佳

SIRO
SIRO是由爱尔兰沃达丰和爱尔兰国家电力公司（ESB）组成的合资公司，其愿景是通过

千兆联接带领爱尔兰进入下个世纪。SIRO计划投资4.5亿欧元，建设爱尔兰第一个100％

光纤到楼（FTTB）的宽带网络，实现高达1Gbps的宽带联接，并设定初始目标为爱尔兰

50个城镇内的50万户家庭，提供千兆宽带服务。

打造千兆网络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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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现状，引入光纤

有
着翡翠之岛美誉的爱尔兰，拥有超过470

万人口及200多万户家庭，全国数字经济

年均产值约为12亿欧元。通过施行国家宽

带计划（NBP），爱尔兰政府希望向人民提供至少

30Mbps的高速通信，包括城市和偏远乡村地区。

然 而 ， 根 据 爱 尔 兰 通 信 管 理 委 员 会

（ComReg）的最新统计，铜线仍是爱尔兰固定宽

带市场的主流技术，占据近七成市场。尽管近期投

资增长，爱尔兰的铜缆网络还无法满足新兴业务的

需求，特别是涉及云计算、视频会议等对带宽要求

较高的应用。ComReg的统计显示，爱尔兰20％用

户的宽带接入协议速率低于10Mbps；而独立价值

比较网站Switcher在2016年的消费者报告中更进一

步指出，爱尔兰三分之一的网速低于5Mbps，尤其

是在都柏林以外的地区。

SIRO一直致力于改善上述状况，早在2015年5

月开始，就逐步推出真正的100％光纤网络，加速

改善爱尔兰各地区的网络，并推动现有运营商使用

光纤。CEO Sean Atkinson表示：“SIRO将真正的光

纤网络引进爱尔兰，即100％的FTTB。在未来数十

年内，这样的宽带联接将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作为一个开放的网络，爱尔兰有6个运营商提供宽

SIRO将真正的光纤网络引进爱尔兰，即100％

的FTTB。在未来数十年内，这样的宽带联接将

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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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服务，这意味着消费者拥有更多的选择，并能享

受更高的价值。”

利用现有电力网络承载宽带

部署固定网络涉及大量前期投资和缓慢的投资

回报率（ROI），这对于大部分运营商而言是一项

难度不低的挑战。当运营商在没有既有基础设施的

情况下，从零开始建设光纤网络，将需要重新挖沟

以铺设光纤，耗费较高的成本及较长的工时。

Atkinson指出，SIRO的独到之处在于它能够利

用现有的电力网络，布署FTTB网络。在爱尔兰，每

一栋建筑和场所都有电力设施。当SIRO进驻一个城

镇时，他们可以通过在电力公司现有的地下管道中

铺设光纤，在地面上借助电线杆，最终实现光纤到

户。无论是地下管道还是架空的电线杆，SIRO都有

其独特的方法沿着电缆铺设光纤。这一独特的竞争

优势为SIRO节省了时间和成本。

SIRO商业计划与合作伙伴

SIRO第一阶段的计划是联接爱尔兰50个城镇的

50万户家庭，约占爱尔兰市场的25%。Atkinson补

充到，截至2017年第三季度，SIRO的业务范围将覆

盖超过10万户家庭。这项宏伟的计划需要与各方

紧密合作，包括厂商、承包商、供应商、零售商，

以及合作伙伴ESB和沃达丰。

自2015年3月，SIRO在卡文镇和华为进行初步

技术测试以来，两家公司的合作关系愈发紧密。华

为现已成为SIRO第一阶段计划的独家有源设备供应

商，同时也是SIRO在阿斯隆地区建设的合作伙伴。

真正的千兆联接

SIRO致力于改变人们在爱尔兰各个角落沟通交

流和开展商业的方式。人们可以在大城市以外的地

方享有宽带联接。千兆联接缩小了爱尔兰城市与城

镇之间的数字鸿沟，使人们可以在家工作，或在家

乡创业而不需要迁居到大城市。

Atkinson强调，让人们知道千兆联接的好处非

常重要，同时也分享了SIRO积极推进千兆联接的方

式。“当进驻新的城镇时，我们会努力寻找展示

千兆联接的平台，例如数据中心。这样，我们把一

座建筑变成了一个数据中心。我们与沃达丰合作，

为客户提供两年免费的千兆联接，辅助小企业在城

镇创办起来。这也使得小镇居民关注SIRO带来的新

业务，看到千兆联接的益处所在。”

SIRO让“千兆社会”这个概念逐渐在爱尔兰形

成。联接将使爱尔兰的小企业和创业家可以在任

何角落，建构自己的商业天地并触及全球市场。

Atkinson最后表示，现在的SIRO已经为10万户家庭

提供了千兆联接服务。在未来三年，SIRO会继续拓

展其网络版图，使50个爱尔兰城镇获得世界一流

的联接服务。

现在的SIRO已经为10万户家庭提供了千兆联接服

务。在未来三年，SIRO会继续拓展其网络版图，

使50个爱尔兰城镇获得世界一流的联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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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物流体系的驾云之路

Andre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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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Cloud公有云服务为阿根廷Andreani量身打造了一套“上云三步走方案”：电商上

云、降低SAP网络时延、核心仓储系统容灾上云，进而为Andreani推进未来创新类业务的

拓展，如IoT、机器人、流程优化等，打下良好的数据集成存储基础，助力其快速实现

“智慧物流”的未来愿景。



中
国“互联网+”概念一经抛出就在全球激

起了涟漪，实体产品逐渐成为《小王子》

造船的“木头”，变成了企业的保护性支

撑，而数据则一跃成为各产业渴望的黄金海洋。

“数据是未来智能探索之源”、“数据是石油，是

高价值象征”等一系列说法均证明大数据作为重要

生产资料已进入各个行业的转型体系。

数据战略驱动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

信息化时代，物流产业很难单一存在，电商、

零售等更多服务与物流的关系难分先后，多数企业

选择并行发展，就像中国的顺丰也开展实体零售业

务，菜鸟物流同样离不开淘宝一样。这样一来，各

个业务线带来的数据增长将会是指数级的，物流公

司将会演进成物流大数据公司，其核心战略也就必

然成为数据战略。

据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物流业市场年复合增

长率近7%。“多种类、多结构、多产业”的海量数据

在具备战略价值的同时，也给全球物流企业的数字化

转型带来了新难题。

幸运的是，在地球最南端，有一家成立于上世

纪40年代的阿根廷物流企业贡献了经验参考。

业务扩展促进IT设施升级

Andreani作为阿根廷最大的物流公司，为各个

细分行业提供完整的物流服务解决方案，业务范围

已经延伸到南美洲的另一个大国——巴西。

进入数字化新时期，凭借70多年来积累的物

流行业经验，Andreani不断拓宽自身领域，开始投

资发展电商业务，成为阿根廷首个具备提供端到端

解决方案能力的电商平台，可以向客户提供包括产

品的仓储、包装、供应商管理、送货到门等管控系

统服务。据统计，目前Andreani已经服务桑坦德银

行、惠普等上千家客户。

随着业务体量的不断增大，数据激增的速率

越来越快，Andreani也面临同样的IT升级问题：原

本的IT架构在应对大规模业务并发需求时，灵活处

理能力不足且存在业务风险，很难负荷不断扩容激

增的数据规模等，IT升级落后于迅速发展的业务。

Andreani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

以数据为先的核心业务痛点

正如前文提到，数据是Andreani进行IT升级的

主要发力点，围绕数据集成、储存及云上计算也是

Andreani转型的起点。在转型初期，Andreani存在4

个方面的阶段性问题。

第一，数据中心由4家供应商提供服务，运维

管理复杂，存在业务耦合与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建

立统一的管理平台成为最为急迫的需求。

第二，电商业务扩展后，数据流量与日俱增，

现有后台系统架构无法弹性伸缩，数据并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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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Cloud提供的灾备解决方案，不仅解决了物流行

业的灾备问题，同时也成为Open Cloud成功商用范例

之一，为未来拓展相关领域市场提供了实践经验。

低，用户登录体验不佳，且没有容灾方案。

第三，物流业务对数据处理的实时性要求较

高，因此需要建立庞大、稳定的专线网络。目前

SAP ERP系统使用的云服务提供商无本地节点，导

致应用系统网络时延长，体验差。

第四，核心仓储系统采用VMware技术，提供

异地灾备(veeam方案)，灾备站点构建成本高，且

容灾中心不能完全避免业务中断。

作为行业领导者，Andreani所面临的问题，概

括了整个物流产业初期转型的攻坚方向，需要联合

上下游供应链，携手跨行业生态伙伴探索新出路。

Open Cloud助力Andreani向智慧

物流演进

2016年10月，华为与西班牙电信企业解决方

案公司（Telefonica Business Solutions）携手，在智

利、巴西、墨西哥三国发布了Open Cloud和 Cloud 

Server云服务。这两项云服务的推出，确立了双方

的合作伙伴关系，将帮助传统IT上云。华为提供服

务器、存储、网络、云操作系统在内的创新软硬件

解决方案，并为Open Cloud和 Cloud Server两项云

服务提供专业技术支持。

Andreani借助Open Cloud实现云化转型，获得

了规划策略、整改实施、后期运维等多方面的服务

支持。

Open Cloud提供完整的数据迁移方案，提升整

体运维管理体验，同时将Andreani现有应用系统逐

步迁移上TOC云端；推进实现原有分散的多个数据

中心逐步统一，满足其通过一个运维平台，纳管多

个数据中心的业务诉求。

在基础设施层面，Open Cloud通过提供云服

务器、弹性伸缩服务，帮助Andreani电商平台的IT

基础设施实现云化，帮助该平台实现弹性伸缩、

资源灵活扩展的功能，并有针对性地提供容灾解

决方案。

Open Cloud凭借先天的网络资源优势与地域优

势，利用本地节点，降低Andreani SAP DEV&QAS等

业务应用的网络时延，提升云端应用体验。

O p e n C l o u d通过提供面向核心仓储系统的

高可靠性、基于P A Y U的容灾解决方案，帮助

Andreani构建高性价比、稳定性强的容灾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Open Cloud提供的灾备（DR）解

决方案。数据中心的灾备问题对于各行业的CIO来

讲，是一个价值上百万美元的问题。而对于物流行

业来说，灾备问题就不止于金钱了，一个数据中心

出问题带来的将是整个物流链条的崩溃，很容易造

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大灾难。

此次Open Cloud提供的DR解决方案，不仅解决

了物流行业的DR问题，同时也成为Open Cloud成功

商用范例之一，为未来拓展相关领域市场提供了实

践经验。

Open Cloud公有云服务为Andreani量身打造了

一套“上云三步走方案”：电商上云、降低SAP网

络时延、核心仓储系统容灾上云。随着项目推进，

Open Cloud还将为Andreani提供全套高效、高性能

的容灾备份方案，在保证业务永续的情况下，全面

完善异构云平台的统一管理，提高运维效率，降低

总体容灾TCO，进而为Andreani推进未来创新类业

务的拓展，如IoT、机器人、流程优化等，打下良

好的数据集成存储基础，助力其快速实现“智慧物

流”的未来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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