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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基础设施和供应链限制

5G 由于具有推动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巨大潜力，正日益被定义为“关键基础设施”。

如此关键作用意味着 5G 安全至关重要。尽管围绕基础设施供应商忠诚于国家的问题

屡见不鲜，但随着 5G 的到来，华为再次受到了全球瞩目 - 尤其是来自美国政府的关

注这种关注对于网络投资、供应商收入和国家禁令将产生何种潜在影响，自然会成为

行业的热议话题。

这一话题是巴塞罗那 MWC19 大会上许多公司讨论的焦点，其中包括以下内容：

• 思科强调软件开发的严谨性。在一场 MWC 分析师活动中，思科的服务供应商业务

总经理 Jonathan Davidson 指出，供应商在安全、面向流程的软件开发方面有着悠

久的历史。

• 爱立信对禁令和基础设施测试表示关注。爱立信首席执行官 Börje Ekholm 在接受

CNN 采访，以及向媒体和分析师发表演讲时指出，市场对潜在基础设施供应商禁令

的担忧可能会影响 5G 投资，而开发后的产品测试不是解决方案。

• 华为在安全问题上进行了反击。在世界移动大会的一项主题演讲中，华为轮值主席

郭平重申了公司对安全的承诺，同时指出美国的担忧是无稽之谈。

无法回避的话题

在 MWC19 巴塞罗那大会上，网络基础设施安全问题无疑是首要问题，尤其是美

国和欧洲网络可能禁止中国供应商进入。在 MWC 之后，供应商在这方面面临的

策略和现实问题更加明显。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运营商对安全和供应商禁令的担忧是切实存在。爱立信可能

不会针对特定的竞争对手表明立场，但它仍然（明确）指出了客户对禁令及其对

5G 投资的潜在影响的担忧。虽然供应商可能不会公开质疑华为或中兴对于安全

性的关注，但思科所宣称的安全软件开发却释放出了一种竞争信号：撇开供应商

对国家的忠诚不谈，没有安全软件开发，最终的解决方案可能会受到损害。

如果确有问题，那就是华为将如何回应。重点宣传其产品功能？重复过去的消息？

继续采取攻势？这三个方面华为都做到了，表明它理解人们的担忧，但没有明确

的前进方向 - 因为高度风险与不确定性感到迷茫。鉴于华为的挫败感，欧盟曾承

诺解决 5G 网络安全问题，但除非各方同意采用一致的解决方案，否则未来的道

路仍不明朗。尽管华为对美国安全活动的反击可能表明，它已经放弃了向美国证

明自己，但它善于长期博弈，很少轻言放弃 - 其最近在美国采取的法律行动就是

证明。

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其结果将对全球影响深远。欧盟曾承诺解决 5G 网络安全问题，但除非各方同意

采用一致的解决方案，否则未来的道路仍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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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obileworldlive.com/featured-content/top-three/ericsson-ceo-warns-on-huawei-uncertainty/
https://www.mobileworldlive.com/latest-stories/mwc19-keynote-5-huawei-rotating-chairman/


如果人人使用 5G，谁将从中获利？

2016

5G、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在 MWC 上获得展示，并将作为推动企业数字化、智慧城市和沉

浸式娱乐中以消费者为主导的新用例浪潮的重要力量。与 3G 向 LTE 的转型相比，这有

可能成为一场社会层面的变革。3G 向 LTE 的转型主要是在智能手机上实现视频流的速

度升级 - 这是运营商的成功，但仅限于消费者。然而，5G 和物联网带来的增长收入将

流向何方的问题，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

新闻头条

• 戴姆勒将大数据移至云端。戴姆勒与微软合作推出了一个基于 Azure 云构建的汽车

大数据平台 (eXtollo)。

• Digicel 选择 Lifecell。Turkcell 宣布 Digicel 集团将采用其 Lifecell 服务平台。

• 英特尔推出了一款面向智慧城市的“盒子网络”产品。该产品旨在为城市街道设施

（如街灯）等微型环境中引入 5G 和 AI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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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变革的重要性

MWC 不断变化的与会者概况表明，TMT 行业的行业界线正在变得更加模糊，相

邻行业正在不断采用先进技术，以全面改革业务或推动新产品战略。机器学习算

法对英国航空公司和 Facebook 具有相同影响。5G 技术和产业自动化对宝马和

戴姆勒的影响与其对沃达丰和威瑞森的影响没有差别。

这种趋同结果使企业形象产生了外在变化。AT&T 现在把自己描述成一家“媒体”

公司，Turkcell 自称是世界上第一家“数字运营商”。沃达丰首席技术官 Johan

Wibergh 声称，“沃达丰正在从一家电信公司转型为一家科技公司，我们的思维和

行为方式在不断改变”。多家汽车生产商和媒体机构的 CEO 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我们现在都涉足科技领域”，这是众人一致的想法。

然而，在即将到来的“自动化时代”，创造的增量价值的分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

题。在消费者心目中，5G 技术仍然是网络速度的变化；它较 LTE 价格会有所上涨，

并最终将 LTE 被竞争淘汰（从过去两到三年的电信业发展中就可以看出）。AR 和

VR 可能会带来视觉和感官上的刺激，但普及到大众市场尚需几年时间。物联网全

球市场规模将达 1.1 万亿美元 - 一个巨大的数字；其中大部分市场价值将来自企业，

并且集中在应用程序和服务层中，连接数量将逐渐减少（到 2025 年将减少 5%）。

对于运营商来说，风险在于，他们投入了大量资金提供优质的管道，却无法实现最

大的发展和收入增长。技术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根本在于人。因此，看到众人纷

纷谈论需要将电信企业文化重新定位为更加灵活、更加敏捷和更具咨询性的思维模

式，与企业客户合作共赢，而不仅仅是提供服务，我们备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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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edia.daimler.com/marsMediaSite/en/instance/ko/Mercedes-Benz-at-the-Mobile-World-Congress-2019-Cooperation-as-a-key-factor-of-successful-digitisation.xhtml?oid=42570344
https://www.globalbankingandfinance.com/lifecell-and-digicel-group-announce-groundbreaking-partnership-for-digital-future/
https://www.zdnet.com/article/mwc-2019-intels-network-in-a-box-for-smart-cities/


设备：设计全新样式

在设备方面，MWC 今年重新获得了 CES 和供应商近年来自己的展会所占据的部分市场，

手机发布亮点十足。新的设计（可折叠屏幕）和功能（AI 支持的摄像头功能）引起了媒

体、分析人士和参展商的极大兴趣。这是否会改变 OEMs 在产量和定价方面面临的结构

性挑战，目前尚不清楚。

新闻亮点

• 三星推出一系列新款手机。在会议期间，三星宣布推出 Galaxy S10 5G 和售价

1980 美元的 Galaxy Fold。

• 华为宣布推出可折叠 Mate X。这款手机同样支持 5G 网络，但售价 2299 欧元

（2600 多美元），并不便宜。

• 小米透露即将发布支持 5G 网络的 Mi Mix 3。这款手机预计将于 5 月份上市，

售价为 599 欧元（700 美元），在已发布的手机中处于定价范围的低端。

• 诺基亚（通过 HMD）展示了售价 699 美元的 PureView。这款手机拥有 5 个

1200 万像素的摄像头，目标用户定位在专业内容创作者。

可折叠手机成为新闻头条，但更多原因在于 5G

智能手机设计领域的真正创新在多年前就进入了停滞期，因为该行业已经确

定了一个明显受大众欢迎的外型样式。由于高端智能手机与其前几代产品相

比差异有效，更换率已扩大至三年，继而反映在单位销量下降上。

制造商期盼重新激发消费者对高端手机的需求，以缓解结构性下滑。因此，

“折叠手机”首次亮相。虽然没有一家供应商能够充分利用完整的原创性，

但折叠式手机无疑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性，并且是工程学的一项创举。遗憾的

是，基本问题比比皆是。首先，必须始终无缝地实现多任务可用性和形式转

换。其次，2000 美元以上的定价将受众局限于技术狂热者。第三，目前人

们根本不确定高端三星或 iPhone 手机以及平板电脑替代品是否有令人信服

的升级理由。简而言之，虽然可折叠产品为 OEM 营销提供了十分必要的推

动力，但如果没有独特卖点和大幅度降价，它们不太可能走得更远。

相对而言，近期更重要的是 5G 手机。MWC 大会期间共计发布了 6 款 5G 智

能手机，这些手机在之前 CES 和 OEM 活动上发布的基础上推出的。成本细

节基本上没有披露，但我们预计定价将比高端 4G 机型高出 10-20%。如果

VR 和 AR 领域出现新的用例，溢价将会更高，但目前尚无证据证明这一点。

对于运营商来说，5G 很可能会从速度升级（尽管是暂时的）方面推高部分价

格，不过 LTE 容量分流和减少网络拥堵带来的好处同样重要。

“华为 Mate X [比其他竞争对手] 展示出更多的

创新性，将智能手机领域带入了一个新时代。”

全球移动大奖评委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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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obileworldlive.com/featured-content/home-banner/samsung-ushers-in-new-era-with-galaxy-fold-s10-5g/
https://www.mobileworldlive.com/featured-content/top-three/huawei-unfolds-new-smartphone-vision/
https://www.mobileworldlive.com/devices/news-devices/xiaomi-enters-5g-era-with-mi-mix-3-5g/
https://www.mobileworldlive.com/devices/news-devices/hmd-spotlights-camera-system-launches-5-devices/


设备：微软创混合现实技术之先河，倾力打造沉浸式体验

在 MWC 大会上，微软正式发布 HoloLens 2 以及一系列新的应用程序和云服务。与上一

代相比，设备硬件有了明显的改进，材质更轻，视野更好，并且手部跟踪和语音命令更加

精确。软件和开发人员工具包对于开发新用例和改善开发人员生态系统同等重要。虽然没

有实际推出新的消费设备，但演示了一系列娱乐用例。

新闻亮点

• 微软发布 Hololens 2。微软公司展示了具有改进功能的第二代混合现实 (MR) 头戴设

备，并推出了提供空间锚点和远程渲染的全新 Azure MR 服务。

• Vuzix 发布新款 M400 企业级智能眼镜。该产品是首批使用高通 Snapdragon XR1 平

台的产品之一。

• Nreal 展示了一款“轻薄” MR 眼镜。这款眼镜可与 LG 5G 智能手机相连，并支持

使用高通骁龙 855 处理器。

独立的 AR 眼镜为消费者提供了更远视野

面向企业的 MR 设备正在寻找更广阔的市场，用例范围不断扩大，云分析能力也

得到了极大提高。MR 已成为微软企业战略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研发人员将硬

件和软件组件不断进行融合，产品定位备受瞩目。Magic Leap 宣布与 SK 电讯

(SK Telecom )达成第一笔美国境外的分销协议。该公司表示，其未来版本的设

备将兼容 5G，而 SK 电讯表示，凭借 5G 技术，AR 眼镜将能够与智能手机和笔

记本电脑集成，并最终取代两者。

消费者设备以潜在的媒体和娱乐用例为定位，但由于外观设计尚未最终确定，暂

时无法进入大众市场。目前的设备体积庞大，需要连接到单独的处理单元，而价

格点仍然是大规模普及的一个重要障碍。围绕包括调制解调器在内的关键部件小

型化的技术问题依然存在，这表明，主流的独立 AR 可穿戴设备至少还需要几年

时间才能得到普及。

沉浸式现实的最终成功（或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支持云技术、边缘计算和

5G 的基础设施。在这方面尚有一些战略和运营问题亟待解决。在短期内，企业

将提供更多的实际用例，并可能成为初始 5G 和边缘计算部署的重点关注对象。

面向大众消费者市场的 MR 设备的采用将取决于更薄的外观和更广泛的网络和边

缘计算部署，以提供满意的用户体验。
沉浸式现实的最终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支持云

技术、边缘计算和 5G 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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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logs.microsoft.com/blog/2019/02/24/microsoft-at-mwc-barcelona-introducing-microsoft-hololens-2/
https://ir.vuzix.com/press-releases/detail/1679
https://www.wearable-technologies.com/2019/03/mwc-2019-nreals-mixed-reality-glasses-are-compact-but-project-high-quality-visuals/


5G：不断接近现实，走进大众？

5G 科技成为了 MWC 大会的主要议程，会议期间安排了大量商业发布活动和用例演示，

并达成了多项合作伙伴关系。这突显出 5G 时代已经到来，尽管是在一些先锋市场中。

然而，MWC 的多家供应商认为 5G 推广过程中需要格外谨慎，特别是在部署和推广策略

的经济效益方面。一方面是兴奋和进步，另一方面是实用性和现实考验，5G 对运营商、

企业和消费者到底有多“真实”?

新闻亮点

• 5G 智能手机占据新闻头条。一系列智能手机的发布，特别是三星和华为，让 5G

技术走进消费大众。

• 芯片组制造商发布重要产品。英特尔宣布将于 2019 年底推出 5G 芯片组，高通推出

了将 5G 集成至片上系统 (SoC) 中的骁龙移动平台。

• 5G 业务部署？NGMN 召集运营商就行业用例进行概括总结，表明了 5G 对于企业

的重要性。

5G 企业级部署不断加速，消费级产品仍处于摸索阶段

此次 MWC 大会的重点是企业。NGMN 行业简报很好地总结了目前各个领域

5G 用例的详情。例如，德国电信采用了一种集成公共和私有 LTE 以及 5G 连

接的双片方式，成功囊括了 4G 和 5G 工业园区网络解决方案。我们认为，这

将成为一种重要的方法，并且组织将受益于取代或增强园区 Wi-Fi 网络的专用

网络部署。

主要 OEM 纷纷推出 5G 智能手机，标志着消费者可以享受 5G 服务，而这一

举措也引发了热烈反响。在基础设施方面，主要供应商联合发布了 12 项网络

采购交易，这表明 5G 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供应商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英

特尔和高通公司展示了大幅改进的芯片组，这是加速 5G 部署的重要前提，尤

其是对于 VR 和 AR 而言，而且这些技术将持续得到改进。

然而，除了 Sprint 和 Hatch Entertainment 达成协议外，鲜有消费者用例能够

真正展示 5G 带来的附加价值。这是运营商面临的商业案例问题：资助 5G 网

络，然后等待“杀手级”应用程序出现。因此，许多运营商仍然专注于开发

LTE 网络，在针对 5G 网络的资本支出重新分配方面犹豫不决。在这方面，区

域差异很明显。中日韩和美国处于领先地位，而欧洲和中东的运营商则在网络

部署方面采取更为谨慎的时间安排。

根据 GSMA 移动智库的当前预测，截至 2025 年，5G 连接将占移动连接总数

的 15%。然而，这只描绘了部分情况。企业是一个单独的范畴，具有更高的潜

在收益和可变性。

截至 2025 年，5G 连接
将占全球连接总数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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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SMA 移动智库

https://newsroom.intel.com/news/mwc-2019-intel-showcases-new-products-partnerships-accelerating-5g-revolution/
https://www.qualcomm.com/news/onq/2019/02/25/mwc-2019-5g-here-and-its-time-celebrate
https://www.ngmn.org/news/ngmn-news-and-press-releases/ngmn-news-and-press-releases-details/5g-future-revealed-as-ngmn-gathers-leading-global-operators-for-briefing-on-industry-use-cases-build.html


5G：乐天走在网络模式前沿

在 MWC19 大会上，设备供应商宣布与运营商客户达成 5G 协议的新闻不绝于耳。新一

代移动技术无疑备受供应商的热烈欢迎。运营商则更为谨慎，在 5G 频谱价格高、商业模

式不明朗的情况下，他们制定了明确的前进目标，力求在网络中实现成本效益。即将成为

日本第四大运营商的乐天在此时脱颖而出。采用完全基于云的基础设施，一个采用全新网

络的网络规模企业的颠覆性潜力显而易见。然而，其影响不应被夸大，也不会为大型电信

公司提供一种新的运营模式。

新闻亮点

• 多家供应商宣布与乐天达成协议。其中包括与诺基亚就其 IMPACT 物联网平台达成协

议，与 Siena 就光学网络达成协议，与 Red Hat 就 NFV 达成协议，与 Sercomm 就小

型电池达成协议，与 NEC 旗下的 Netcracker 就 OSS 和 BSS 达成协议。

• 思科投入 5G 资金。除了强调与乐天的合作外，思科还宣布将在未来三年内投入 50 亿

美元的 5G 资金（供应商融资），助力 5G 推广。

• 第二工作组启动云移动网络。由思科资助的 Telenor 子公司宣布推出一个全新平台，提

供云管理移动网络，并在 AWS 上运行控制和用户平面。

乐天表示，更大范围的网络成本削减势在必行。

在聘请曾任职 Reliance Jio 负责技术开发的前高级副总裁领导技术堆栈开发

后，乐天进军日本移动市场肯定会带来颠覆性的影响。乐计划于 2019 年 10

月推出完全虚拟化的基于云的网络和软件架构。现任乐天首席技术官 Tareq

Amin 声称，与传统运营商相比，通过在 RAN 中应用软件设备，乐天的运营

成本就地降低了 35%。

乐天代表了一种激进的思维，即致力于尝试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运营 LTE/5G

网络，以降低成本投入。尤其有趣的是，这种思维来自一家互联网公司。有

一种普遍的说法是，乐天可能正在引领一种全新的运营模式实际上，作为采

用低频段频谱的第四大运营商，该公司正在采用一种聪明的方式来管理生活。

它可以通过从东京电力公司租用电线杆，利用无源技术，实现这一目标。

RAN 软件化的成功之处在于，数据中心可以被压缩到日本人口密度极高的

城市。在依赖漫游协议的郊区或农村，这不是一种理想选择。

对于拥有全国性网络的移动运营商来说，其业务重点仍是推动虚拟化。供应

商演示包括零接触配置（甚至 5G 固定无线安装）、基于人工智能的服务保

障工具，以及运营商借助混合云解决方案扩展边缘部署，以满足峰值需求。

但这需要时间。T-Mobile 首席技术官 Neville Ray 指出，RAN 的复杂性是网

络虚拟化的主要障碍之一，而 MU-MIMO 等其他的无线电技术以及支持使用

高频毫米波频谱的技术加大了这一挑战。

“我们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不是一家电信公司。乐天

非常善于运营 IT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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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天首席技术官 Tareq Amin

https://newsroom.cisco.com/press-release-content?type=webcontent&articleId=1969002
https://newsroom.cisco.com/press-release-content?type=webcontent&articleId=1969058


物联网：运营商介入私有企业网络

5G 企业用例现在以物联网为中心。虽然窄带物联网和 LTE-M 满足了大规模物联网的

需求，但关键的物联网（低延迟、高带宽、网络切片）尚未完全定义。运营商和供应

商采用分级方法，通过推出私有 LTE 网络和/或园区网网来测试切片方法的可行性。

MWC 大会上的许多演示展示了这种网络在实践中的可用性，这是较以前有关概念级

别讨论取得的可喜进展。

新闻亮点

• 德国电信和欧司朗推出园区网。该网络基于“双切片”方法，此方法将公共和私

有 LTE 网络结合在一个通用平台上，以实现智能工厂用例。

• Telefonica 展示其 LTE - 企业 (LTE-E) 解决方案。这是 Telefonica 与爱立信、

ASTI 和 Geprom 针对工业环境联合开发的解决方案。

• 诺基亚与 KT 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来合作开发和试用 5G 技术。合作内容包括

NFV 和网络切片，以及为 KT 的企业客户开发新的应用程序和业务模型。

重新定位，抓住企业机遇

企业垂直领域提供了 5G 时代最大的收入增长机遇，其中大部分涉及物联网。

但是，我们不能再将运营商假定为默认连接提供商。MWC 提醒业界，如果可以

通过授权或未授权的波段（例如 CBRS）对频谱进行安全保护，那么一些垂直

行业已经准备好自行开展这项工作。一些采矿和制造企业以及公共部门已准备

好对已经部署或正在开发的私有网络进行更新。

对于运营商而言，我们认为企业物联网的成功取决于两个因素：高等级、灵活

和安全的网络，以及企业文化的重新定位。目前，园区网采用 LTE 进行构建，

因为它可以满足大部分带宽和处理要求。虽然 5G 显然不存在延迟增益，但系

统已配置为软件可供升级。

文化变革难上加难。GSMA 移动智库物联网企业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公司

已经部署了物联网解决方案，但只有 10% 的公司将运营商作为主要供应商。

当被问及哪种技术能力将更有助于未来 5G 在物联网中的部署时，更快的速度

（74% 的受访者）、网络切片 (49%)、边缘计算 (41%) 和低延迟服务 (31%)

都有体现。企业不确定哪种技术可以解决问题，这一问题亟待解决。要想成功，

运营商需要清楚地阐明 5G 的价值主张，说明它如何解决企业的痛点和需求。
“5G 时代已经到来，构建全新一代服务
的工具亦是如此”

爱立信运输与汽车
业务发展经理 Friedhelm Ramme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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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elekom.com/en/media/media-information/archive/telekom-and-osram-launch-campus-network-564112
https://www.nokia.com/about-us/news/releases/2019/02/24/mwc19-nokia-korea-telecom-to-conduct-5g-trials-for-service-automation-network-virtualization-and-slicing/
https://www.ericsson.com/en/blog/2019/2/5G-next-generation-connected-vehicle-services


物联网：“追求简约”

GSMA 移动智库的物联网企业调查显示，物联网部署的三大障碍分别是集成、安全和

成本。因此，在 MWC 上，“简化部署”的主题显而易见，并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相

应的改进。

新闻亮点

• 沃达丰与 ARM 携手并进。自 2020 年起，沃达丰将成为所有 ARM 物联网芯片上

默认启动载入的 iSIM 配置文件。

• 德国电信推出了 eSIM (nuSIM)、数据集市 (Data Intelligence Hub) 并展示了汽车

解决方案。

• 新加坡电信有限公司则选择 Microsoft Azure 作为其物联网云合作伙伴。这将为

企业专注于业务成果的精细化战略提供支持。

• 诺基亚推出数字运营架构。该架构主要面向需要敏捷架构的运营商，它能够为自动

化管理提供安全、网络、设备和应用程序可视性。

针对务实性、实践性和目的性的需求

MWC19 强调，物联网生态系统正在逐渐简化，以解锁必要的部署需求。

集成挑战：集成公告通常是运营商云合作伙伴关系。今年却更加不同寻常。

沃达丰与 ARM 在 iSIM（集成 eUICC）上的合作，使企业能够避免冗长的

连接性续约合同谈判。与此同时，Oracle/HERE 和 Azure/SAP 都能够更快

地向企业提供有用的数据，例如位置分析和企业系统。

安全保障：如今机器学习算法补充了现有的加密协议，使企业客户在安全威

胁和响应方面具有透明度。ARM 为通过其三级安全测试计划的公司创建了

全行业安全认证（PSA 认证），这也有助于减少有关如何严格评估供应链

上潜在供应商的困惑。

成本挑战：硬件和连接的规模是物联网经济的关键驱动因素。考虑到物联网

所承载的大量对象（到 2025 年将达到 250 亿），连接和硬件的定价将踏上

通货紧缩之路。然而，对企业而言，最为重要的是总成本。附加值存在于应

用程序和服务层，而这一领域目前由数量有限的云联盟以及企业 SaaS 公司

主导，这样一来便限制了定价的合理化。

安全与数据隐私

46%

受访者比率。来源：GSMA 移动智库 2018 年第 4 季度企业物联网调查

与现有系统的集成

47%

实施成本

45%

物联网部署面临的三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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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vodafone.com/business/news-and-insights/press-release/arm-and-vodafone-commit-to-work-together-to-simplify-iot-deployment
https://www.telekom.com/en/media/media-information/archive/nusim-dt-leads-development-of-integrated-sim-for-iot-561128
https://dih.telekom.net/en/
https://www.singtel.com/about-Us/news-releases/singtel-colaborates-with-microsoft-to-launch-ai-powered-iot-network-cloud-ser
https://www.nokia.com/blog/stretch-your-business-digital-operations-fabric/


内容：企业 AR 备受关注

在 MWC19 上，关于沉浸式现实的演示可谓是不容错过。大多数领先的 VR 和 AR 公司都

专注于企业应用程序。这些用例是实实在在的，它们明显地节约了客户的成本，并使企业

在扩展内容库与企业装置的良性循环中受益。游戏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最为直观可见。尽管

娱乐直播和社交 VR 方面具备长期的投资支持，但近期前景却比较黯淡。

新闻亮点

• Microsoft 发布了适用于 Hololens 2 的混合现实 (MR) 服务。该公司还发布了新式

Azure MR 服务 - 空间锚和远程绘制。

• 索尼、英特尔和诺基亚正在创造沉浸式体验。这些公司通力合作，通过 5 G 技术带来

蜘蛛侠 VR 的游戏体验。

• SK 电讯展示社交 VR。SK 电讯与德国电信合作展示了Oksusu 社交 VR。

• Vuzix 展示了几个消费者 AR 应用程序。

消费者 VR 目前仍值得关注。

影响沉浸式现实装置的三个关键因素是内容可用性、经济性以及客户体验。而

这些因素目前都更适用于企业部门。

企业的内容库可能不像消费者内容库那么大，但它往往针对特定的需求。常见

的示例包括产品开发、培训和远程协作。在成本节约方面的表现显而易见 - 例

如，减少产品开发周期或降低旅行成本。试想一下，如果石油钻塔和采矿工人

能够开展远程作业，而无需进行现场勘察。宾特利系统 (Bentley Systems) 是

一家建筑公司，它展示了 4D 物体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协作体验，而不是传统意

义上通过 2D 屏幕描绘 3D 物体的交互。

开放式访问平台有助于扩大规模。例如，企业可以将 Hololens 与非 Microsoft

商店的 MR 应用结合使用，并将 Azure MR 应用与 iOS 和 Android 终端结合使

用 - 正如我们在报告“未来终端”中所强调的那样。通过跨多个行业的合作伙

伴关系来创建可定制的沉浸式现实应用程式，同样有助于扩展企业的内容库。

消费者的情况更加发人深省。成本、耳机人体工程学和交互便利性被证实是难

以克服的问题。内容库的薄弱反映出极其高昂的制作成本，因为缺乏能够通过

VR 得到充分增强的格式，很少有工作室愿意支付高昂的制作成本（甚至连

Netflix 也不愿意）。体育和娱乐直播或将成为值得注意的例外，但由于需要与

广播公司（或其他权利所有者）、电信公司和场地所有者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且尚未敲定盈利协定，或将进一步减少。

内容可用性、经济性和客户体验都更适用于

企业部门。消费者的情况更加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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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logs.microsoft.com/blog/2019/02/24/microsoft-at-mwc-barcelona-introducing-microsoft-hololens-2/
https://newsroom.intel.com/video-archive/video-spider-man-soars-in-intel-5g-powered-vr-experience/
https://newsroom.intel.com/video-archive/video-spider-man-soars-in-intel-5g-powered-vr-experience/
https://www.telekom.com/en/company/details/sk-telecom-to-showcase-oksusu-social-vr-at-mwc-2019-with-dt-563498
https://ir.vuzix.com/press-releases/detail/1678/vuzix-exhibiting-industry-leading-smart-glasses-technology
https://www.gsmaintelligence.com/research/2019/01/future-of-devices-smartphones-ai-immersion-and-beyond/717/


内容：游戏复兴

在 MWC19 展会现场，与会者可以发现许多 5G 游戏演示。供应商和运营商展示了 5G 的

相关功能，它能够满足游戏的低延迟和高速率要求。移动和 VR 游戏需要低延迟，尤其是

在多玩家模式下。高速率能够为丰富游戏环境的流畅运行提供支持。Sprint 和德国电信的

公告表明，电信公司正在努力寻求将游戏行业作为 5G 用例的前沿阵地，以此验证并吸引

人们对这一技术的关注。

新闻亮点

• Sprint 宣布与 Hatch 的合作伙伴关系。Hatch 为移动游戏设计的云流媒体服务将在

5G 网络上运行。订阅者可以访问多个游戏，并可以在不同的屏幕上进行操作。

• 德国电信公布与 Niantic 和 MobiledgeX 的合作伙伴关系。Niantic 是一家移动游戏开

发商，而 MobiledgeX 则负责支持边缘计算技术的实施。经过多年开发，多玩家 AR 游

戏“Neon”终于问世。

“Netflix 游戏”- 是异想天开吗？

把游戏转移到云端的概念在十年前就已经出现。其理论基础主要是 Nteflix

式的订阅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客户可以通过个人电脑或移动设备，按需

进行自助餐式 (all you can-eat) 消费。

然而游戏和电视节目/电影之间存在根本的区别。游戏需要实时渲染，这比

Netflix、亚马逊或 Hulu 呈现的静态视频内容需要更多的计算资源。带宽需

求意味着供应商必须租用额外的 GPU 以及核心数据中心空间，以避免缓

冲或者其它干扰对游戏体验造成困扰。OnLive 是这一领域的先驱，但最终

在这些经济因素的重压下倒闭了。在内容方面，如果消费者没有明确的意

愿停止购买个别书目，那么出版商始终不愿意许可授权。音乐产业的困境

提醒人们注意这些隐患。

5G 会改变这种情况吗？据估计，全世界约有 20 亿玩家，其中约有三分之

一的玩家是通过最新一代游戏机（例如 Xbox One、PS4）或使用具有高清

晰度的个人电脑来玩游戏。如果流模型能够实现，这一群体都将升级到流

模型。考虑到庞大的数据中心规模、现有的消费者产品线以及与出版商谈

判的能力，亚马逊、微软、腾讯和阿里巴巴可能最具优势。电信公司可以

利用 5G 来驱动定价杠杆；AT&T 最近正在商讨针对游戏行业提供高端的

5G 计划。在某些情况下，运营商可能也要尝试扩展至内容集成（例如

Verizon 已经在测试其游戏流媒体服务 Verizon Gaming），尽管这样做困

难重重。
“5G 能够帮助我们再创游戏行业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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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ger Solé，Sprint 公司首席营销官

https://www.mobileworldlive.com/featured-content/top-three/sprint-sets-5g-launch-date/
https://www.telekom.com/en/media/media-information/archive/mobile-world-congress-5g-is-getting-real-in-2019-564080


赋能技术：边缘炒作与具体策略

作为 5G 网络和服务演化的一部分，边缘云创新使计算和存储更加贴近用户，因此吸引

了广泛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 5G 需要网络转换，而边缘功能可以集成到这

一过程当中。再者，边缘资产也将成为支持 AR/VR、自动驾驶和关键通信等 5G 用例的

关键。随着 5G 的到来，预计更多关于边缘解决方案和策略的细节也将接踵而至。

新闻亮点

• AT&T 通过 5G 将边缘技术应用到 VR 领域。在 MWC19 之前的一篇博客文章中，

AT&T 详细介绍了 5G 和 VR 在铸造边缘计算区域的运行情况。

• MobiledgeX 为德国电信启用了公共移动边缘网络。MobiledgeX 还宣布发布其

Edge-Cloud R1.0 解决方案，详细介绍了它是如何在 DT 网络内实现“移动用户到

应用程序云容器”的连接。

• 西班牙电信概述了收敛边缘计算架构。西班牙电信在其 UNICA 虚拟化计划的基础上，

推出了一个所谓的开放式接入网络的原型，将固定和移动接入技术与边缘计算融合

起来。

运营商在边缘计算方面的策略成为所有宣传炒作的重点

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技术展示在 MWC 上比比皆是。这表明了一定程度的炒

作，可能会导致预期过高，同时还可能促进混淆视听的营销。以上就是 MWC

上边缘计算的情况。

再多的演示也无法回答边缘生态系统正在努力解决的关键问题。谁将主导市场

- 运营商还是公共云企业？哪些用例将推动边缘计算的发展？运营商将如何以

及在何时采取行动？他们会关注内部用例（节约各自的运营成本），还是会关

注能够带动收入的外部用例？

关键运营商推出的边缘解决方案和架构表明了它们对内部和外部应用程序的关

注基本平衡。这与我们的调查证据相吻合，即运营商可以平等看待边缘计算所

支持的新增收益和运营效率（请参见我们的报告“分布式边缘云”）。虽然运

营商在发布第三方应用程序方面没有良好的记录，但可喜的是，他们看到了一

系列合作伙伴关系，并且有迹象表明，一个新兴的生态系统将有助于这方面的

发展。

尽管我们的研究将企业边缘云的用例确定为运营商和供应商首要的关注点，但

消费者应用程序在 MWC 上似乎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 尽管目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

这将是一条盈利之路。直接相关的是对资本支出预算的影响，由于 LTE 升级以

及光纤扩展，这些预算陷入紧张状态，处于窘境。大型运营商也许能够消化增

量支出，但对于在特定国家拥有 3 或 4 个牌照的小集团来说，这将困难许多。

运营商平等看待边缘计算所支持的新增收益和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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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bout.att.com/innovationblog/2019/02/edge_computing_vr.html
https://mobiledgex.com/press-releases/2019/02/19/deutsche-telekom-completes-worlds-first-public-mobile-edge-network-powered-by-mobiledgex-edge-cloud-r1-0
https://www.telefonica.com/en/web/press-office/-/telefonica-presents-the-first-prototype-of-an-open-and-convergent-access-network-that-integrates-fixed-and-mobile-and-enables-edge-computing
https://www.gsmaintelligence.com/research/2019/01/distributed-edge-cloud-definitions-dynamics-and drivers/722/


支持技术：区块链和整合的需要

早在 2017 年，几家运营商便成立了运营商区块链研究小组 (CBSG)，这是一个专注于推

进区块链和 DLT 在电信领域应用的电信联盟。自那时起，宣布的 PoC 数量有限，有一种

暂时搁置区块链的感觉。然而，今年的 MWC 却对区块链重燃了兴趣，根据发布的公告，

在 2019 年，我们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区块链的大型商业实施。

新闻亮点

• 软银集团和 TBCASoft 推出了基于区块链的工作小组。这将适用于 CBSG 下识别和

身份验证的解决方案。

• 宣布新的跨运营商支付解决方案。FarEasTone、软件银行集团和 LGU+ 旨在降低游客

在国外消费时的交易费用，并计划集成其他 OTT 支付应用程序（非加密）。

• Electroneum 宣布其与南非一家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 The Unlimited 之间的合作伙伴

关系。The Unlimited 的用户将“挖掘”ETN（Electroneum 加密货币），并从 The

Unlimited 接收双倍的通话时间和数据。

• 超级账本推出了一个电信专用组。这个专用组将在区块链、原生云和网络技术的交叉

领域发挥作用。

电信公司和区块链：旨在节约成本

到目前为止，电信公司之间的区块链实验仅限于试验阶段。MWC 发出了在

2019 年迫切向现场部署过度的信号。

这主要是为了节约成本，而不是为了增加收入。漫游仍然被视为最容易实现

的目标。数字身份被誉为潜在的“杀手级应用”，尽管迄今为止很少有人能

够破解它。其它由电信公司主导和参与，并将在 2019 年从试验阶段成功步

入商业阶段的用例包括：移动支付、号码和信用可携性以及防止手机盗窃。

此外还有一系列运营流程目标，例如管理零售店的供应链、内容分发和物联

网的数据管理。

但挑战仍然存在。首当其冲的是从众多选项中甄选正确的分类账簿技术。运

营商之间以及 OTT 外部的互操作性也需要规模化。最后，需要整合一系列

联盟和工作组，形成一套通用的标准，以帮助推动部署和第三方开发人员生

态系统中的规模经济。

这主要是为了节约成本，而不是为了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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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oftbank.jp/en/corp/group/sbm/news/press/2019/20190226_01/
https://newsroom.sprint.com/carrier-blockchain-study-group-cbsg-consortium-adds-new-members-and-completes-cross-carrier-cross-border-mobile-payment-field-trials.htm
https://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190225005075/en/Electroneum-Mobile-Cryptocurrency-Partners-South-African-FSP
https://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190225005075/en/Electroneum-Mobile-Cryptocurrency-Partners-South-African-FSP
https://www.hyperledger.org/event/mobile-world-congres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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