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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文称，发布了5G系统在3000-

5000MHz频段（中频段）内的频率使用规划，我国成为国际上

率先发布5G系统在中频段内频率使用规划的国家。

规划明确了3300-3400MHz（原则上限室内使用）、

3400-3600MHz和4800-5000MHz频段作为5G系统的工作

频段；规定5G系统使用上述工作频段，不得对同频段或邻频

段内依法开展的射电天文业务及其他无线电业务产生有害干

扰；同时规定，自发布之日起，不再受理和审批新申请3400-

4200MHz和4800-5000MHz频段内的地面固定业务频率、

3400-3700MHz频段内的空间无线电台业务频率和3400-

3600MHz频段内的空间无线电台测控频率的使用许可。

本次发布的中频段5G系统频率使用规划综合考虑了国际国

内各方面因素，统筹兼顾国防、卫星通信、科学研究等部门和行

业的用频需求，依法保护现有用户用频权益，能够兼顾系统覆盖

和大容量的基本需求，是我国5G系统先期部署的主要频段。

为保证规划制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工业和信息化部结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修订和国际电联2019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相关议题的准备工作，全面梳理了相关

频段国内外的规划和使用现状，跟踪研究全球主要国家或组织

的5G系统频谱策略。

工信部全球首发 5G 系统在中频段内频率使用规划

5G技术正日益受到全球各界的关注，

据工信部部长苗圩近期表示，中国下一步将

加快5G建设应用，争取实现2020年全球首

发，助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

5G网速到底有多快？
5G就是第五代移动通信，5G速率会比

现在的4G快10-100倍，下载速度可达到每秒1-10GB，从客

户感知角度看，一部4GB大小的高清电影，在5G网络下，仅需

1秒钟就可以下载完成。

网速快，5G还有五大特点
速度快、大容量、低延迟、低功耗、终端类型多样化。网络

连接容量更大，会极大推动物联网的发展，实现万物互联。5G

的低延迟可以带来很多目前4G不能实现的行业应用，比如：远

程手术，无人驾驶车辆，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VR/AR）。VR/

AR目前已经是很热门的技术应用，但是它在5G时代会爆发。5G

还会提高信号传输效率，功耗低，利用这一点可以部署寿命超过

10年的低成本、低功耗传感器电池。从终端类型多样化来讲，智

能终端的类型不仅限于我们现在用的智能手

机，还有可能是我们佩戴的眼镜，驾驶的汽

车，甚至可能是我们居住的房子等。

现在5G技术发展到何种程度？
5G商用之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技

术还在标准化过程中，无线频谱还有待分配，

网络和终端设备的成熟还需要一个过程，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时间

和资源。目前，国际电信联盟ITU已经为5G分配了6GHz以下可

以使用的频段，并且计划下届会议讨论6GHz以上频率的划分；

国际标准组织3GPP 也正在抓紧5G网络标准的制定，预计在今

年年底完成一个中间版本。

全球5G进展情况如何？
全球目前很多国家都在积极开展5G工作。日本宣称2020

年奥运会推出5G服务，韩国称2018年冬奥会推出，我国是要

在2018年进行大规模5G测试，2020年商用。AT＆T已经在多

个市场扩展了固定无线5G试用；日本KDDI已率先在高速行驶

车辆中实现了5G基站切换，5G的步伐已经越来越近了！

5G 网络标准制定：预计今年年底完成中间版本

我国5G技术研发试验于2016年1月全面启

动，分为关键技术验证、技术方案验证和系统

方案验证三个阶段推进实施。目前，第二阶段

测试中面向5G新空口的无线技术测试已顺利完

成，2017年底前还将完成网络部分的测试。

第三阶段试验将于2017年底、2018年

初启动，遵循5G统一的国际标准，并基于面向商用的硬件平

台，重点开展预商用设备的单站、组网性能及相关互联互通测

试，计划在2018年底前完成。

5G不仅仅是移动网络进程中的所谓下一代，也是对移动行业

流行的网络和商业模式的巨大转变。随着5G逐渐走向现实，外媒

对5G的技术相关的领域、标准组织和专有词汇进行了描述：

1. 4G LTE
4G LTE是目前的网络基础设施，已被全球广泛采用和应

用。在5G标准出现和全面实现之前，目前的4G LTE基础设施对

未来5G网络的演进和功能至关重要。过去，从1G-2G-3G-4G

的网络转型基本上都是全新的网络建设，但是在即将到来的5G

领域，4G LTE仍然会是其实现的温床。然而，由于目前的LTE

网络正在被推向技术范畴，因此将会有一个全面的过渡。

2. 3GPP
5G即将实现，但目前仍然没有统一的标准，3GPP是5G

标准的制定者之一。3GPP是移动行业标准机构，将向国际电

信联盟(ITU)提交拟议的规范，国际电信联盟将会发布最终的标

准，也成为IMT-2020。3GPP旗下有7个电信标准开发组织，

并监督所有蜂窝电信网络技术。移动运营商和厂商正在通过5G

试用参与到标准的制定中来，由于产业压力，3GPP将于2017

年12月前完成首个5G非独立空口规范。

3. 云无线接入网(cRAN)
云无线电接入网络(cRAN)是未来蜂窝网络的一种架构，其

部署的前提是网络实现虚拟化，cRAN将目前连接到无线的基

带处理转移到云端，移动资源在云端将会集中于RAN，使移动

连接更有效率。此举将会推动宽带处理的过渡，将目前RAN上

的宽带处理迁移到云端，提高性能并降低运营成本。Verizon和

诺基亚的早期测试表明，该架构能够提供与4G LTE同水平的

服务，同时还能够满足网络吞吐量、容量和弹性的需求，且具

备更强大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Verizon和诺基亚不是唯一推动

cRAN的企业，NEC目前已经建立了cRAN产品线，爱立信也

宣布推出一款名为Elastic RAN的cRAN产品。

4. 网络边缘
网络边缘是网络中最动态的部分，其中可编程性使得网络

边缘更容易控制工作负载。在网络边缘增加计算的灵活性使其

成为多种用途的理想选择，它使得提供商按需移动和卸载，并在

需要时更加轻松、高效地实时扩展并测试新服务。当将5G应用

程序推送到网络边缘时，由于与用户的物理接触，应用程序将运

行地更快。边缘计算也被称为多接入边缘计算(MEC)，并且这两

者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模糊，MEC是一个基于

云的IT服务环境，在网络边缘运行，能够让

运营商在边缘提高性能和连接性。

5. 网络切片
网络切片是5G实现的核心技术之一，它

是指对单个网络进行分段，使网络动态化。这种技术对5G来说

至关重要，它使得5G能够支持多种用例和新服务。基于特定用

例或市场细分的需求，网络切片将使运营商能够通过创建单个

网络的逻辑片段来分配速度、容量和覆盖范围。网络切片的应

用就好比将用户放在单独的网络上一样，只是在共享的物理基

础设施中将会有多个虚拟网络，然而报告显示，最初的5G部署

不会采用5G切片技术。

6. 毫米波
毫米波(mmWave)是频率在30 GHz和300 GHz之间的频

谱，今天4G LTE使用的是低于6 GHz的频谱。对于5G的毫米

波频谱的需求主要是因为当前的无线频谱非常狭小，随着无线

网络上传输越来越多的数据，导致服务速度降低，连接丢包率

直线上升。使用了毫米波的5G网络，由于毫米波具有更高的频

率，将能够实现极快的5G传输速度。

毫米波频谱的一个主要缺点是其传播范围端，难以穿过建

筑物或障碍物。在使用毫米波频谱而不是传统的蜂窝塔时，一

种新技术小型蜂窝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7. 微基站
5G需要比目前适用于4G LTE基础设施更大规模的基础

设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工程师们开发了便携式迷你基站，

即微基站。微基站功率较小，可以在城市中每隔250米放置一

个，以创建密集、灵活的网络。毫米波频谱需要更小的天线，

因此它们比传统天线更不突出，但却提供更有针对性和有效的

频谱。然而，虽然微基站的可移植性使其成为城市环境的理想

选择，但由于所需数量过于庞大，在非城市地区难以实现。

8. 无许可频谱
今年3月，3GPP推动了由高通领导的关于5G无线光频谱

段的研究和毫米波频谱的研究，FCC将之命名为许可豁免，用

户不需要FCC的许可即可在该频谱范围内运行。在将其引入5G

领域时，它将提供更大的容量，更好的频谱使用和独特的部署

场景，主要是因为该技术支持广泛的用例，而不需要相关的许

可。虽然5G可能不会仅仅在无许可频谱上运行，但是许可和无

许可频谱的配对将使得移动运营商提供更多的容量和带宽，使

消费者能够享受5G带来的高速传输。

9. 用例
5G定义长久以来悬而不决的原因之一是5G用例非常广

泛，移动网络的大幅增长需要从视频流到虚拟现实到无人驾驶

等领域，这要求5G具有更高的传输速度。5G的商业用例和试

用包括视频流，解决视频流量困境和虚拟现实，5G运营商正在

进行额外的测试和试验。

10. 虚拟无线接入网(vRAN)
虚拟无线接入网(vRAN)涉及虚拟化RAN中的功能，将功

能与传统的远程无线单元或基站分离，并将其作为虚拟网络功

能运行。这将降低总体拥有成本，提高性能和可扩展性。在5G

标准化之前，vRAN的部署将使移动运营商能够面对未来的发

展，以期更好地预测5G的发展。

近期，通讯事务管理局表示，26GHz~28GHz内的部

分频谱可发展5G，目前，26GHz频带正在香港作为固定服

务，该局已要求受配人在2019年4月前操作现时链路，迁移

至其他频带，以腾出频谱给予5G服务，而28GHz则未有作

任何服务。

至于用作卫星服务的3.5GH频段，也可发展为5G。通讯事

务管理局称，顾问会研究能否让卫星服务和流动服务共存，预计

明年4月就是否编配有关频带，发展流动服务作决定。并计划从

下周起邀请业界和有兴趣人士提交意向书，为期6个星期，明年

上半年展开公众咨询，最快2019年作出指配，作为首批提供5G

的新频谱。

通讯局指出，收集意见的主要范畴为频率规划、将提供的

服务及应用、频率需求和上限、设备供应和指配频谱的时间表、

频谱共用、服务水平要求和网络铺设计划、技术测试。

香港通讯局：计划将 26GHz~28GHz 作为 5G 潜在频段

12月3日，举世瞩目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水乡乌

镇隆重开幕，大会表彰了为世界互联网进步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

厂商，华为5G预商用系统喜获“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奖”。

据悉，华为将于2018年推出面向规模商用的全套5G网络设

备解决方案，支持全球运营商部署5G网络，让移动互联网再上

一个新台阶，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承担起各行各业数字化的历史

使命。华为也将于2019年推出支持5G的麒麟芯片，并同步推出

支持5G的智能手机。

华为 3GPP 5G 预商用系统获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奖

近期，爱立信携手Corda Campus在比利时哈瑟尔特推出

首个5G生活园区（5G Life Campus）。该生活园区位于技术

园区Corda Campus内。该5G生活区与爱立信在德国亚琛研发

中心全面对接，该研发中心目前正在开展5G开发以及各类国际

试点项目。

爱立信和Corda Campus合作打造5G生活园区，旨在为业

界提供一个测试环境，让他们能够利用最新的下一代移动技术开

发和测试新应用，比比利时预期的5G商用部署提前了好几年。

比利时将开放首个 5G 生活园区

近期，中国电信董事长杨杰透露，中国电信打造了新一代

的智能信息基础设施。目前，中国电信建成国内全覆盖4G网

络，4G基站达125万个，有效人口覆盖率98%。同时积极布

局5G，计划2020年前后商用。

其中，NB-IoT网络基于800M低频覆盖优势，基站数超

过30万个，已实现城市、农村全覆盖。在云基础设施方面，

中国电信按照“2+31+X”的布局，建成安全可信、全网统一

的云资源池，IDC机房超过500个，机架总数超过25万架。

中国电信建成 125 万个 4G 基站 NB-IoT 网络基站超 30 万

短讯

5G，业界不得不知道的十大领域

11月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

布《关于采用竞争性方式开展乌鲁木齐市1800MHz无线

接入系统频率使用许可试点工作的公告》，首个试点正式

启动。

据悉，此次竞争性频率使用许可范围分为两个频率使用

段：A/1790-1795MHz；B/1795-1800MHz。申请人可申请

一个频段也可同时申请两个频段。频率使用覆盖区域包括乌鲁木

齐市辖区范围内地面及地下区域。频段使用期限为10年。自频

率许可有效期起始之日起计收频率占用费。频率占用费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每年收取。

首个竞争性方式开展 1800MHz 频段使用许可试点启动

5G的脚步越来越近，业界都在“踩油门”。5G和物联网蕴

藏着巨大的商业潜力。通过解决关键行业领域的5G连接问题，

运营商就有望在2026年增加36%的营收。此外，5G所带来的

机会将大大超越现有的通信行业生态系统，改善众多行业以及这

些行业的连接能力，为更广阔的行业带来巨大变化。

高通携手IHS Markit发布的《5G经济》报告显示，到2035

年，5G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将带来12万亿美元的经济影响，5G价值

链本身就能创造3.5万亿美元的总收入，同时创造出2200万个工作

岗位。与此同时，5G也将在未来促进不同技术的跨界融合。

5G NR向预商用迈进的重要里程碑
持续推动全球5G商用之路的高通再为业界注入一剂“强心

针”，近日，高通与中兴通讯、中国移动联合宣布，成功实现了

全球首个基于3GPP R15标准的端到端5G新空口（5G NR）系

统互通（IoDT）。

此 外 ， 在 广 州 举 行

的中国移动全球合作伙伴

大会上三方举行了端到端

5G新空口系统互通发布

仪式，首次公开演示完全

符合3GPP标准的端到端

5G新空口系统互通。

互通演示在中国移动5G联合创新中心实验室进行，在中国

移动的合作推动下，采用了中兴通讯的5G新空口预商用基站和

高通的5G新空口终端原型机完成互通。端到端5G新空口系统

运行在3.5GHz频段，支持100MHz大带宽，协议实现完全符

合3GPP R15标准定义的新空口Layer 1架构，包括可扩展的

OFDM参数配置、先进的新型信道编码与调制方案，以及低延

迟的自包含帧结构，能够高效地实现单用户每秒数G比特级传输

速率，与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4G）相比空口时延显著降低。

值得一提的是，端到端5G新空口系统运行在3.5GHz频

段，目前国际标准化组织3GPP正在制定5G新空口标准，5G新

空口将充分利用广泛频谱资源，而利用6GHz以下频段对于实现

全面覆盖和能够满足未来大量5G用例的容量至关重要。

攻克毫米波，5G将支持全频段
5G新空口将实现跨频谱类型和频段的统一设计，可支持

TDD和FDD频段，也可支持低频和高频频段。6GHz以下的频

段在中国有很大机会，目前已开始了大量试验，并取得了很多进

展，此次高通与中兴通讯和中国移动三方实现的全球首个基于

3GPP R15标准的端到端5G新空口系统互通便是例证之一。

另外，6GHz以上的毫米波也能够为5G带来很好的连接

性，尤其是对于热点的覆盖，可实现无缝的多连接覆盖，将成为

未来5G的重要频段。要想实现毫米波的移动化，则需要智能的

波束搜索和波束追踪技术，需要全新的系统设计。而高通一直致

力于毫米波技术的研发，在现实环境中实现了毫米波的移动性，

也推出了应用于毫米波频段的5G原型系统。

高通公司工程技术高级副总裁Rajesh Pankaj在接受通信世

界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高通已经研发出5G新空口毫米波

原型系统，原型系统包括毫米波UE、毫米波gNodeB以及基带

平台3类，高通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测试，涵盖了端到端的TDD

系统、800MHz带宽，将在未来5G NR IoDT和OTA实验中使

用，促进毫米波原型系统2019年的商用移动部署。”

在智能手机设备上商用毫米波具有可行性，例如华硕Zenfone 

4 Pro可支持802.11ad，证明了60GHz毫米波在手持设备中的可行

性。此外，“高通正努力通过28GHz下行链路覆盖以及LTE共址，

实现5G新空口毫米波的覆盖。我们现在已经具备相当条件，能够实

现毫米波的大规模覆盖。”Rajesh Pankaj透露。

驱动3GPP标准进程，支持5G商用提速
端到端5G新空口系统的成功互通是5G新空口技术向大规模

预商用迈进的重要行业里程碑，推动了符合3GPP标准的5G网

络和终端产业快速发展。

3GPP作为信息通信行业重要的行业标准组织，对信息通

信技术创新起着决定性的驱动作用。3GPP目前正在制定5G标

准，计划将于今年年底完成5G新空口非独立规范的冻结，以推

动在2019年实现5G的大规模试验和商业。而多年来，高通一直

致力于推动5G新空口全球标准的制定，为3GPP标准化活动做

出重要贡献。

3GPP定义的是完整的端到端系统规范，包括无线接入网

络、用户设备、服务和核心网，以保证整个系统可以完成通信需

求。在具体工作中，3GPP设立3个技术规范组（TSG）及他们

管理的16个工作组（WG）。3GPP是端到端的标准化组织，因

此在衡量一家企业的3GPP标准领导力时，必须要考虑其在端到

端方面的技术和研发领导力。“在业界看来，高通最出名的是芯

片产品，但从高通的企业DNA和发展历史角度来看，我们最根

本的使命是要解决端到端的系统级设计问题。”高通技术标准副

总裁柯诗亚此前在接受通信世界全媒体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跟踪3GPP规范

进展至关重要，因为

它可以促进遵循和验

证全球5G标准，加快

推出符合标准的终端

和基础设施。一直以

来，高通是3GPP 5G 

NR标准的积极贡献者

和倡导者，持续推动3GPP的5G相关工作。通过3GPP与行业

紧密合作，共同推动5G标准化，加速5G标准化进程。

在2017高通4G/5G峰会上，高通还预展了其首款5G智能

手机参考设计，旨在满足手机的功耗和尺寸要求，对5G技术进

行测试和优化。克里斯蒂安诺·阿蒙介绍道：“推出参考设计的

目的不是为了提前定义5G智能手机的最终特性，而是打造一个

终端形态的参考基准，借此终端形态对技术性能（如射频前端设

计、天线的位置摆放和性能等）表现进行验证，之后再与基础设

施供应商、运营商和OEM厂商共同进行外场测试，从而进一步

优化5G新空口系统的性能。”

此外，高通还推出了6GHz以下、毫米波频段及频谱共享技

术的“全覆盖”5G新空口原型系统，以支持测试、展示及验证

5G设计，推动和追踪3GPP 5G新空口标准化进程，加速5G新

空口大规模试验和商用部署。

给力！高通展示全球首个 5G 新空口系统互通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