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 如何引发电子行业革命
5G 技术成就下一代制造革命和自动驾驶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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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如何引发电子行业革命

5G：不仅仅关乎速度
5G 技术的到来改变了游戏规则，但方式却不似预
期。全球各地的智能手机用户一直热盼减少信号盲
点数量，获得更快的下载速度（如果能快 20 倍，那
简直是不可想象）。1 但在电子企业看来，5G 技术
带来的变化远不止这些 — 而是有望到 2030 年，
释放 300 亿物联网 (IoT) 设备的巨大潜能。2 据分
析机构估算，到 2035 年，5G 价值链将带动 3.5
万亿美元的新经济产出，创造 2,200 万个就业岗
位。3 为了让这项预测变为现实，并证明投资的必要
性，电子行业必须将 5G 扩展到手机业务之外，充
分利用其全部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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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额 5G 投入必须获得丰厚回报
关于 5G，大多数人都认为它肯定不便
宜。成功的实施需要大量投资。据分析
机构估算，2020 到 2035 年间，美国、
中国、日本、德国、韩国、英国和法国
的网络设备公司、电信公司和政府机构
的平均年研发和资本支出总计将超过
2,000 亿美元。4 与行业规模相比，预
估的投资总和无疑是巨大的。相比之
下 ， 在 2017 年 ， 移 动 网 络 运 营 商
(MNO) 的全球收入约为 1.4 万亿美
元。 5 虽然 5G 投资将分摊在多年进
行，并由 MNO、电子企业和政府机构
共同分担，但仍是一笔巨大开销。智能
手机收入本身并不足以证明这笔投资
的合理性。6 但扩展价值网可以从中受
益，并为投资回报做出贡献。

电信行业与网络设备提供商 (NEP) 必
须将软件作为差异化优势，在各行各业
借助更广泛的用例寻求业务增长。这包
括旨在满足特定用户需求的应用、分析
和定制软件设计；例如，基于人工智能
(AI) 的制造、面向运输即服务的特定于
边缘的决策，以及可为从电力维修到建
筑贸易等各项工作提供帮助的增强现
实等。许多情况下，基于 AI 的芯片支
持边缘应用。
芯片组供应商可以同时满足物联网设
备的硬件和软件需求，从而在靠近设备
的位置做出决策，而无需将数据发送到
云端。这并不意味着云计算将会退出历
史舞台，只是意味着更多的处理工作将
在本地完成，也就是在设备层面完成。
正如 Apple iPhone X 面部识别在手机
而非云端执行一样，边缘计算也需要在
接触点迅速做出决策。7

边缘计算和 5G
边缘计算解决方案可在物联网设备和云
之间开展分析和共享信息，从而加快应答
速度。为了满足 5G 用例需求，由边缘驱
动的解决方案会不断增加：5G 规范要求
往返事务延迟不得超过 1 毫秒。8 1 毫
秒大约相当于在零无线电波和交换机延
迟的情况下，在光纤中往返 120 英里或
单向行进 60 英里。
对于正在驶过十字路口的车辆或实施心
脏手术的机器人手术臂而言，低延迟的边
缘计算可以加快决策和动作速度。而分布
式边缘计算还能帮助避免意外结果，如零
部件、 工厂机械设备和移动应用发生灾
难性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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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新用例切实发挥作用
从本质上说，5G 比前几代技术更灵活、
更易于扩展。5G 网络的构建方式决定
了可在虚拟的网络功能片段中进行配
置，根据需要提高速度、专用容量和吞
吐量。这有助于缩短延迟。每个虚拟网
络均可独立运行，可通过控制和配置来
满足用户的特定需求，无需创建新的物
理网络。软件定义网络 (SDN) 架构支
持对网络控制进行编程，虚拟化则使底
层基础架构对于应用实现抽象化。统筹
功能说明要调用哪些协议和进程以及
调用顺序。

EMBB 用例侧重于内容和速度。EMBB
有助于增强动态网络配置与管理，按需
分配带宽以满足信号接收和速度需求。
有了 EMBB，餐厅、体育场馆或酒店大
堂等场所的数字标牌显示器可实现更
多功能 — 提供更丰富的图像，更快地
更新内容。而企业也能借此改进整个组
织范围的协作、培训和教育，从而实现
更大的效益。EMBB 刷新速度更快，而
且可以更广泛地连接各种网络，因此有
望改善车间内的无线连接，确保手机或
平板电脑上的应用更顺畅的运行。

5G 技术必须以三种重要模式交付：
增强型移动宽带 (EMBB)、大规模物
联网 (MIoT) 以及超可靠低延迟连接
(URLLC)。

全球有很多工厂的占地面积达到了数
十万平方米。尽管存在环境嘈杂和信号
差等问题，但车间两头的操作人员和机
器设备之间仍需进行通信。当发现需要
更换生产的产品、生产速度放缓、出现
危险苗头、有新配置或需要维修等情况
时，EMBB 会向操作人员以及机器发出
提醒。如果设备停机进行维修，技术人
员可通过 EMBB 与远程指挥中心分享
机器的状态信息，就维修方案进行沟
通。指挥中心则作出回应，发送增强现

增强型移动宽带 (EMBB)
5G 的特点之一在于它将影响到大多数
消费者，EMBB 提供更快的无线连接速
度，大幅扩展蜂窝网络的服务范围，覆
盖以前不曾触及的区域。EMBB 还能在
用户密集区域支持更多的设备和数据，
为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等高带宽应用
保驾护航。

实样式的维修指令，帮助设备快速恢复
正常工作。
在电子行业，设备制造商以及电信提供
商则可能重点利用 EMBB 开发基于家
庭的新型网络扩展器以及其他信号增
强功能。许多情况下，5G EMBB 功能
将直接嵌入到摄像头等终端设备，支持
超高清移动流媒体之类更复杂的媒体
应用，交付不间断的视频体验、沉浸式
便携游戏体验以及混合型现实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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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物联网 (MIoT)
随着社会的互联互通程度越来越高，
人们需要更多的能量为其提供动力。
互联城市、能源和公用事业、农业和运
输业都是 MIoT 的主要 5G 应用领
域，提升边缘计算和机器对机器应用
的规模与速度，同时降低能耗。MIoT
用例有望提高多个领域的机器智能，
比如造就智慧农业的拖拉机、为智慧
城市带来互联交通网络的列车等。在
能源和公用事业行业，基于 MIoT 的
监控工具可对更广泛的实体基础设施
和智能电网技术进行监控，实时报告
并响应不断变化的情况。
MIoT 还支持扩展能源市场，整合面
向电动汽车的智能充电站。随着基于
MIoT 的 指 示 牌 得 到 日 益 广 泛 的 应
用，零售商可根据具体情况调整产品
推荐、标牌和定价，从而与购物者建立
更紧密的关系。MIoT 可通过多种方
式提高应急和救灾能力，例如扩大无
人机摄像头的使用。加大资源跟踪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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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力度将有助于提高损害评估的准
确性，从而更有效地开展协调工作。
超可靠低延迟连接 (URLLC)
URLLC 解决了对时间和安全最敏感
的消息传递问题，URLLC 对自动驾驶
汽车以及水电站或深海石油钻井平台
等远程设备操控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工厂可能会使用云
计算和网络切片技术以及名为微蜂窝
的低功率蜂窝基站，构建以车间为中
心的私有网络，尤其是在 IP 密集型场
所或军事应用中。
URLCC 还可以帮助外科医生操纵远
程手术机器人进行手术，并与患者进
行安全的远程视频通话。URLCC 可以
帮助智能电网简化流程，保护运营安
全，检测并解决问题。URLLC 还可以
帮助自动驾驶车辆相互通信，以便在
接近十字路口或遇到潜在危险时做出
明智决策。

5G 试点早于预期
爱立信联袂中国移动和英特尔，试运行
配备传感器的物联网设备。该设备旨在
通过传输实时数据，替代人工的维护与
使用跟踪，最终帮助延长工厂机器设备
的使用寿命。该设备只用了不到 6 个
月的时间就实现了投资回报。9 诺基亚
携手威瑞森完成了面向行驶车辆的首次
5G 信号传输，推动 5G 朝着移动宽带
和车联网应用迈出了重要一步。10 韩国
在 2018 年平昌冬奥会上对 5G 进行
了充分展示，包括基于 5G 的沉浸式广
播，以及借助冰场上 100 台摄像机构
成的“互动式时间切片”，提供 360°全方
位的即时回放、暂停、角度调整和变焦
等效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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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型合作关系及合资企业成为大势所趋
网络切片技术
5G 在带宽、大规模物联网数据和低延
迟方面都比上一代无线网络技术有长足
进步。但是，如果没有所谓的网络切片，
这些技术进步所创造的优势将会大打折
扣。这种特殊形式的虚拟化技术支持多
个逻辑网络共享公共的物理基础架构。
每个逻辑网络（也称切片）都可动态进行
重新配置，并可针对速度、带宽、延迟和
安全性等指标进行优化处理。
通过将切片从接入网络扩展到核心网
络，可创建包含虚拟计算、存储和网络
控制等功能在内的端到端网络。只需一
个 5G 基础架构，便能够在可动态重
新配置、可升级软件的网络中同时支持
无线消费者服务，独立而安全的应急响
应网络、针对服务质量 (QoS) 进行了
优化处理的内容分发，以及实时自动化
工厂通信等等。

5G 正 在 催 生 一 系 列 的 全 新 合 作 关
系。MNO 负责容量和网络运营，其他
电子企业则负责提供技术和专业知
识。因此，5G 计划催生出一系列合资
企业，包括：
–

–

英特尔、爱立信、丰田、日本电装和
NTT DoCoMo 正在日本开展 5G
试验，当他们从 5G 联网车辆上传
输 4K 视频时，实现了 600Mbps
到 1Gbps 的传输速度。12
诺基亚携手 T-Mobile，共同构建了
“全国性的” 5G 网络，并提供包
括无线平台、核心网络技术及管理
系统在内的产品。13

–

爱立信携手 IBM 研究院，共同开
发了支持 3GPP 5G 标准的无线
前端解决方案，支持客户通过复用
现有的室内网络基础架构，从 4G
升级到 5G。14

–

英国电信与华为建立了 5G 研究
合作关系，考察在全球范围内部署
速度更快的通信网络的技术和商
业可行性。15

建立合作关系能给企业、市场或其服务
的整个行业创造更多价值。例如提高机
器到机器的通信效力。监测控制与数据
采集 (SCADA) 系统可在其运行和监
控的网络中提供更高的可扩展性和互
操作性，还能通过更高水平的嵌入式安
全功能，快速发现入侵行为。
由于 5G 有能力跨越多个网络支持多
个同步物联网传感器连接和边缘决策，
导致此类多孔网络需要额外保护。企业
在开发 5G 应用时有义务共同承担责
任，政府则有义务做好任务分配工作。
无论解决方案是面向政府机构还是私营
领域，均需开展尽职调查。鉴于交通控
制和医疗设备是 5G 的潜在应用领域，
因此，必须事先做好安全准备工作。准
备是否充分可能真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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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抑或美梦

专家对此话题的观点

从自动驾驶汽车到互联设施，强大的 在调查 5G 将对贵公司产生怎样的影响
5G 用例覆盖到每个行业。5G 正朝我 时，请考虑以下问题：
们走来，许多运营商均已开始投资 5G，
– 贵公司在哪些领域具有试点 5G 应用
尤其是 NEP 和 MNO。对此，电子行
的独特机会？
业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
– 5G 可从哪些方面给贵公司的当前战
其一：借助适当的应用，利用现有的物联
略或投资组合带来裨益，从帮助提高企
网数据，结合 AI 芯片组和子组件形成
业价值？
商业价值与洞察。其二：需要将 5G 功
能嵌入到 SCADA 系统、手机、物联网 – 哪些合作伙伴最适合帮助贵公司实现
用例价值并满足安全要求？
传感器、网络控制器和工业机械中。对他
们而言，将机器设备安全融入到 5G 网
关于专家洞察报告
络中的难度越低，解决方案交付速度越

Martin Kienzle

快。NEP、MNO 和政府机构已经开始各
尽其职。业界其他玩家也应尽快加入进
来，加速挖掘 5G 的市场潜力。

专家洞察代表了思想领袖对具有新闻价值
的业务和相关技术主题的观点和看法。这
些洞察是根据与全球主要的主题专家的对
话总结得出。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iibv@us.ibm.com

电子行业负责人，
IBM 行业学会成员，联系方式：
kienzle@us.ibm.com
https://www.linkedin.com/in/martinkienzle/
Rami Ahola
电子行业能力中心全球主管
IBM 行业学会成员，联系方式：
rami.ahola@fi.ibm.com
https://www.linkedin.com/in/ramiahola/
Mike Edholm
业务发展主管，
IBM 行业学会成员，联系方式：
mike.edholm@se.ibm.com
https://hk.linkedin.com/in/edho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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