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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5G 应用前景极为广阔，并蕴藏着巨大的商业价值。据预测，2030
年，5G 带动的直接产

出和间接产出将分别达到 6.3 万
亿元和 10.6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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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创造了近代文明，解决了信息的远距离实时

传输；电视标志着现代文明，解决了信息的远

距离多媒体传输；互联网是当代文明最高峰，

解决了信息的双向交互传输。 

如今，我们正迎来第七次信息革命的起

点——智能互联网。 

智能互联网随着现今大数据以及物联网技

术的发展而诞生，信息对通信传输的要求越来

越高，4G 已经无法满足需求，社会迫切需要一

种速度更快、成本更低、功耗更小、传输更为

安全可靠的通信技术，5G 通信技术应运而生。

作为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5G 主要用于满足

2020 年以后的通信需求，是智能互联网的应用

载体和“基础设施”。 

国家战略：抢占信息高地 

2019 年 6 月 6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

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 5G

牌照，宣布中国正式进入 5G 商用元年。 

工信部部长苗圩表示，5G 支撑应用场景

由移动互联网向移动物联网拓展，将构建起高

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与此同时，5G 将加速许多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并且更多用于工业互联网、车联网等，拓展大

市场，带来新机遇，有力支撑数字经济蓬勃发

展。 

对于一国而言，5G 究竟能带来怎样的经济

价值？按照《5G 经济》报告预测，到 2035 年，

5G 将在全球创造 12.3 万亿美元经济产出，创造

2200 万个工作岗位。 

全球5G进入商用部署期。中国、美国、欧洲、

日本和韩国是全球范围内 5G 发展最受关注的

国家和地区。 

美国拥有 5G 的“硬核”玩家高通，高通

是目前全球范围内为数不多的能生产 5G 基带芯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国外做了一个街头

调查，主题是：手机会成为你的生活必备品吗？

大部分人回答：不会，如果需要联系，写信就

可以了。 

2011 年，媒体巨头特艺集团（中国）负责

人在一场 IT 领袖峰会上表示，不要对 4G 抱有

太多幻想，不到 2020 年 4G 不会起来，大家还

是在用 3G。 

而站在 2019 年，4G 已经普及，没有手机

的日子人们难以想象。 

回望过去，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信息进

化史。至今人类每一次信息革命，都具有划时

代的意义。 

语言创造了世界，解决了信息分享；文字

创造了文明，解决了信息记录；纸和印刷术达

到古代文明的最高峰，解决了信息分享；无线

信息革命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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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信息传输

信息远距离实时传输

信息远距离多媒体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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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感应、储存、分析、预测



25MEGA FINANCE   2019  06

库将告别信号盲区；三是低时延，5G 对于时延

的最低要求是 1 毫秒，这将满足未来无人驾驶、

工业自动化等领域的必然要求；四是低功耗，

产品的充电频次和用户体验将大大增强；五是

万物互联，通信业对 5G 的愿景是每一平方公里，

可以支撑 100 万个移动终端；六是重构安全，

5G 基础上建立的智能互联网是要建立起一个社

会和生活的新机制与新体系。 

如果说 4G 改变的是生活，那么 5G 将要改

变的是社会。六大特点加身，给产业转型以巨

大的想象力。 

医疗保健方面，通过健康医学数字化可以

让用户能够接入健康医疗系统，比如说可穿戴

的设备可以检测心率，像可连接的心脏起搏器

还有其他的相关装备，可以提醒患者什么时候

忘了吃药等等。医生可以通过 VR 获得实时影

像数据，以便在手术过程当中了解病症的位置。 

媒体和娱乐产业的 5G 应用有非常大的市

场空间。更高的带宽、更高的清晰度、更高的

帧率，更高清晰度的 3D 将会成为有可能的现实。

5G 广泛应用于内容交付的创建范围，例如，可

以在拍摄时播放日报。超高清电影可以即时下

载或者播放。在植入观众—秒数数据的视频反

馈的基础上，小额支付可用于激励观众制作他

们的 4K 或 8K 视频反馈实时提供给视频拼接引

擎，用于呈现 360 度众包视频。 

零售业服务会进一步精确化。比如带有价

格和产品信息（如原产地、最佳购买日期和成分）

的数字标志或“电子货架标签”，可用于显示

动态价格并与客户互动。根据购物者的兴趣和

情绪分析，这些价格可能会有所不同。 

5G 将帮助驾驶员和乘客及其车辆相互连

接，连接到路边基础设施、行人和网络，以获

取信息和可用的服务。新的拥堵管理方案使用

分拥堵区域或分拥堵时间的动态定价，可以根

据所走的特定路线、街道、交叉口或确切的交

通状况算得更精细。算法将使成本或时间最小

片（实现 5G 信号从发射编译到接收编码全过程）

的企业之一。美国是通过开放更多的频谱资源

推动运营商规模化建设 5G 网络的基础设施。

目前，美国的四大移动网络运营商 Verzion、

AT&T、T-mobile、Sprint 已经在一些城市试用

5G 技术。 

日本希望在基础设施全部覆盖后再推出稳

定高效的商业服务，在应用期实现赶超。它已

定下短期应用目标，全力为 2020 年东京奥运会

提供 5G 技术支持。 

韩国在去年 12 月推出 5G 商用服务，是全

球首个 5G 商用服务的国家，并希望借此先发

优势来保持领先地位，而后再以迭代模式来优

化服务。 

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冰岛五个北欧

国家在欧洲的 5G 建设上最为领先。五国已经提

出了一系列举措，包括鼓励开发新的测试设施；

确保区域内 5G 频段的技术协调；消除 5G 网络

部署过程中的障碍，尤其是基站和天线的建立；

鼓励并规划 5G 在特定行业的发展，比如运输、

通讯、制造业等。此外，英国在 5G 方面的进

展也引人瞩目，陆续在相关城市推进 5G 网络。 

中国方面，早在 2015 年 9 月 28 日，时任

国务院副总理的马凯即提出中国力争在 2020 年

实现 5G 商用，此后几年，政策文件不断加码

支持 5G 发展。2018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要求加快 5G 商用步伐。2019 年，5G 牌照已

发出，首批 5G 网络覆盖城市也已公布。 

产业转型：插上5G的翅膀 

相比于 4G，5G 有六大突出的特点：一是

高速度，与 4G 相比，5G 的基站峰值要求不低

于 20Gb/s，这意味着用户下载一部高清电影的

时长可以用秒计；二是广覆盖，既包括横向广

泛性也包括纵向深度覆盖，高山峡谷和地下车

如果说 4G 改变
的是生活，那么 
5G 将要改变的
是社会。六大特
点加身，给产业
转型以巨大的想
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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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包括支付优先切换交通灯的费用。 

对于公共交通来讲，5G 不仅可以在快速

行进的地铁、火车上提供媒体娱乐服务，还

通过让汽车和公交车有优先通过权等方式来

解决城市的拥堵问题，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能力。 

5G 将会助力智能城市建设，将城市的所有

信息源与公民和政府雇员、历史数据、监测和

报告、控制和紧急行动连在一起。智能 5G 城

市将能够以更低的运营成本提供更高的生活质

量和更好的居民和游客体验，并获得更高的优

质服务收入。例如，居民可以根据自身需求为

额外的垃圾清运付费，智能停车计时器可以动

态定价，只有行人或汽车在附近时路灯才会亮

起等等。 

金融服务已经变得高度移动化，5G 将这一

点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比如交通保险可以

更精确化，车辆在快速启动、紧急制动和车道

变道穿行时会生成每英里或每分钟的实时微观

保费，加上实时成像数据可以使这些价格更加

公平和精确。 

而每一种产业升级的背后都蕴藏着巨大的

商业价值。 

背后的故事  

根据中国信通院的研究，2030 年 5G 带动

的直接产出和间接产出将分别达到 6.3 万亿元

和 10.6 万亿元。在直接产出方面，按照 2020 年

5G 正式商用算起，预计当年将带动约 4840 亿

元的直接产出，2025年、2030年将分别增长到3.3

万亿元、6.3 万亿元产出，十年间的年均复合增

长率为 29%。在间接产出方面，2020 年、2025

年和 2030 年，5G 将分别带动 1.2 万亿、6.3 万

亿和 10.6 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24%。  

尽管 5G 前景极为广阔，2019 年又被很多

5G 的六大特点

全球 5G 标准专利申请占比 

5G 基站峰值速度
不 低 于 20Gb/s，
可每秒下载一部高
清电影

5G 时延要求最低
1 毫秒，边缘计算
也会被广泛应用

5G 支持多终端，
包括生活用品、设
施等，让社会生活
更加智能

建立智能互联网新
机制 - 安全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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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认为是“5G 建设元年”，但不少专家指出，

5G 成熟应用的还需要一些时间和空间。具体来

说，还面临着技术、产业以及应用三大挑战。  

技术方面。5G 带宽从几十兆跃升至几个 G，

对终端芯片的处理能力要求非常高，而 5G 终

端目前技术尚不成熟，存在体验不成熟、稳定

性不好的问题。  

产业方面。5G 网络建完后，网内将会有多

少终端，而终端数量的多少取决于终端价格，

而终端价格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芯片，芯

片的价格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规模。所以，

5G 在 2019 年商用很大程度上面临这一产业问

题。  

应用方面。预想中的 5G 应用场景非常广阔，

但短期内仍将以手机为主。通信领域的发展，

必须充分考虑其用户对技术应用的需求，而目

前 5G 的杀手级应用仍伏在水下，需要交给时

间去发掘。 

而除了经济前景和目前面临的挑战问题，

抢滩 5G 的背后，是一个关于标准制定和经济

增长的故事。 

用中国工程院院士邓中翰的话说，从 1G

发展到 5G，我们要实现的是从 3G 跟随、4G 并

跑到 5G 时代的全球领先。 

通信技术的标准有多重要？在 3G 时代，

美国芯片厂商高通掌握了近乎垄断地位的标准

和话语权，直到现在还可以靠 3G 信号的专利

费躺着挣钱。到了 4G 时代，中国主导的 TD-

LTE 成为国际主流的 4G 技术之一，最直接的

变化就是扭转了中国通信企业向国外缴纳高额

专利费的被动局面。 

移动通信一直是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和经济

增长的新引擎，也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

要驱动力，很多发达国家都将移动通信视为“构

筑竞争优势的战略必争地”。过去像美国、日韩、

以及欧盟很多发达国家都是依靠移动通信实现

和保持了国家的领先优势。 

因为 5G 带来的广泛应用场景，其标准制

定影响的不单单是高额专利费的问题。在万物

互联的未来，自己掌握通信标准对于信息安全

乃至国家安全都是巨大的保障。据全程参与 5G

标准讨论的专家透露，整个过程只能用“惨烈”

来形容，各个国家的通信专家各执一词，为自

己阵营极力宣传。 

专利数据公司 IPlytics 报告显示，截至 2019

年 4 月份，中国企业华为拥有 1554 族 5G 标准

必要专利，全球第一。中国四家公司拥有全球

36％的 5G 标准必要专利。这也是中美经贸摩擦

中华为成为焦点的原因。 

自亚当·斯密以来，整个经济学界围绕着

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争论了长达 200 多年。从

古典增长理论到新古典增长理论再到内生增长

理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涉及到人力、资本

和技术。中国经济在经历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

后增速放缓，欧洲发达国家已经长时间处于低

速增长期甚至负增长，尚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

元气。 

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两位宏观经

济学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亟待探索

新的经济增长。评委会给宏观经济学家保罗·罗

默的颁奖词写道：“保罗定义了知识是如何成

为长期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当经济每年都有

几个百分点的增长并且保持数十年的时候，人

们的生活方式将随之发生剧变。之前的宏观经

济强调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

是并没有展示经济政策和市场条件如何决定技

术变革，保罗通过演示经济力量对公司愿景的

管理，进而产生新的创意和革新这种方式解决

了上述问题。” 

5G 的出现就是眼下的技术创新，各方抢滩

5G 恰是应对这种技术变革的市场布局。未来，

相似的剧情还会再次演绎，只是主角由目前尚

未可知的新技术替代了 5G 而已。

（本文由香港海学联理事李洋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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