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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

推出《中国5G经济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报告称2020

年，5G总投资额将达到0.9万亿元，2025年将达到1.5万亿元。

5G 应用将极大提高

生活、生产效率，并

且将渗透到社会的各

个方面。

报 告 称 ， 中 央

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大

力支持与行业资本投资，已经在中国形成了充满活力的5G产业

环境，而中国消费者拥抱新科技的积极态度，为5G的推广应用

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人口众多和快速部署使中国成为一个富有

吸引力和充满竞争的活跃市场。

当前，与5G主题相关的产业基金目标规模已超过近千亿规

模，充足的“弹药”可以为工业4.0、物联网、大交通、智能家

居、金融科技、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的基础。

5G商用过程的挑战集中在五个方面，包括通信技术供给和

相关行业应加强沟通；5G网络建设和运营面临新难题；普通消

费者和行业用户较难看到5G的长期裨益与回报；市场亟需培养

5G复合型高端人才；政策环境供给和5G创新需求应相辅相成。

其中，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于实现5G的经

济价值至关重要。标准是促进创新成果转化的桥梁和纽带，创

新是提升标准水平的动力。

日前，中国移动公布了2019年5G第一批测试仪表采购项目

的中标候选人，星河亮点的SP9500测试仪表独家中标5G协议

一致性测试仪表和5G射频及RRM一致性测试仪表。

伴随5G商用和越来越多5G手机型号的发布，中国移动致力

于联合产业合作伙伴构建高效完备的5G终端测试认证体系，为

5G终端规模商用保驾护航，本次中国移动终端公司仪表招标项

目就是为5G终端技术研发、品质保障提供测试支持。星河亮点

作为首批进驻中国移动的5G测试仪表厂家，是唯一一家具备5G

全系列解决方案的国内品牌。

SP9500作为星河亮点新推出的5G all-in-one测试平台，

同时可以支持5G独立组网SA和非独立组网NSA两种模式，一

台仪表就可以完成5G终端测试中所需要的协议互联、射频指

标、无线资源管理以及功耗、吞吐量等各种应用场景的测试， 

SP9500具备业内领先的协议、射频、RRM三大一致性共平台

无缝切换特性，满足中国移动终端品质保障中测试项目多样化

要求，除此之外，SP9500还可以同时支持OTA、EMC、SAR

的系统集成，可作为众多芯片、终端厂

家和认证实验室的首选测试仪表。前不

久星河亮点的SP9500在GCF CAG#60

会议上针对中国移动5G的商用频段，独

家完成了SA N79和NSA B3-41频段WI

激活，也标志着5G终端测试用例和星河

亮点测试平台的日趋成熟。

SP9500 5G终端一致性测试系统

SP9500 5G终端综测仪

值得一提的是，星河亮点还中标了中国移动研究院2019年

仪器仪表采购招标项目中的5G终

端综测仪、5G终端射频及RRM

一致性测试系统两个标包，这也

是研究院首次针对5G测试仪表的

招标项目。

楷登电子（美国Cadence公司）与National Instruments 

Corporation（美国国家仪器公司）共同宣布，就Cadence意

向收购AWR Corporation达成最终协议。

据了解，AWR是NI的全资子公司。AWR是高频RF EDA

软件技术的领先供应商，其产品在半导体、航空航天、国防、

通信和测试设备行业中用于设计射频和高频元器件和系统。此

次收购之后，AWR的专业的射频人才团队也将加入Cadence。

同时，Cadence与NI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深化合作，推动通信

领域的电子系统创新。

AWR软件可以助力微波和射频工程师为复杂的高频RF应

用设计无线产品。该技术适用于通信、航天和国防、半导体、

计算机及消费电子领域，可帮助客户加速系统设计和产品开发

周期，大大缩短从概念到生产的时间。

“客户在设计高速增长的5G/无线应用的通信和雷达芯片、

模组及系统时，面临越来越大的产品上市周期压力。打造差异

化产品的同时缩短设计周期，需要设计、仿真和分析环境的无

缝集成，” Cadence公司总裁 Anirudh Devgan博士表示。

“AWR的人才和技术将帮助Cadence开发更优化和更紧密集

成的RF设计解决方案，从而加速系统创新，继续推动我们公司

“智能系统设计”战略的执行。”

传统的RF/微波设计流程极易出错，造成生产力下降和

性能损失，是设计师面临的巨大挑战。AWR®设计环境将与

Cadence® Allegro® PCB 设计工具和业界领先的Virtuoso®

及 Spectre® 平台无缝集成，从而帮助客户实现RF集成电路

（IC）的卓越设计。通常，电磁和热分析工具的设置和使用

非常困难，给设计师带来了很多挑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Cadence也同时集成了包括Clarity™ 3D 解算器，Celsius™热

解算器和Sigrity™ PowerSI® 技术在内的Cadence系统分析工

具。

“RF/微波/毫米波应用需要业界领先的解决方案，才能

实现设计首次通过，确保最优设计性能，”AWR公司总经理 

Joseph E.pekarek表示。“加入Cadence后，我们将充分发

挥Virtuoso和Allegro两大设计工具平台的核心优势，与AWR

设计环境平台无缝集成，为复杂IC、封装和电路板交付最完整

的解决方案。”

AWR技术与Cadence计算软件集成后的工作流程将与NI 

LabVIEW和PXI等模块化仪器系统及半导体数据平台紧密结

合，构成全新的战略联盟合作。

按照最终协议条款规定，Cadence将在收购交割时支付约

1.6亿美元，约110名AWR员工将加入Cadence。本次收购预

计在2020年第一季度完成，且应满足包括监管机构批准在内的

其它通例成交前提。

近日，湖北移动和中国信科携手于中国宝武旗下鄂城钢铁

厂区内建成首个5G基站。5G网络与鄂城钢铁信息化业务平台联

调成功，打造了中国宝武在华中地区首个搭载5G应用的钢厂工

业互联网。

中国宝武旗下鄂城

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是湖

北省最大的建筑钢材生

产基地。钢铁行业有着

工业制造领域最丰富和

复杂的应用场景，生产

制造环境存在着高温、

粉尘、腐蚀、电磁干扰

等复杂恶劣情况，是复杂流程工业的典型代表，对网络的可靠

性和稳定性有极高的要求。大量生产过程数据要与平台实时交

互，通过传统的WIFI等网络传输方式，很容易受到干扰出现延

迟、误码，这种传输链路质量问题存在工厂安全事故隐患，而

5G技术的高速率、大带宽、低延时、高可靠特性，正是为工业

互联网的连接多样性、性能差异性、通信多样化的需求而生，

能将网络等待时间控制在毫秒级别，为保证系统精确控制提供

支撑，使工业制造领域提升安全生产水平具备条件。

通 过 建 设 5 G 行 业

专网的方式，实现了鄂

城钢铁数据不出厂、流

量本地卸载、本地业务

优先处理的5G行业应用

新模式。通过5G专网可

实现企业内高速无线内

网，通过5G手持终端，

无论室内室外，即可随时访问生产系统，极大提升运维能力。

生产线部署的自动化设备及监控平台，可通过部署在鄂钢的5G

网络，对于炼钢、铸钢、轧钢、仓储物流的数据进行集中监

控，实现钢厂经营管理和操作控制业务数据移动查阅与控制。

为移动互联网提供电信，企业和消费者技术解决方案的主

要国际提供商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宣布，中兴通讯和中国电

信已联合推出全球首个中国上海进行商用5G磁悬浮(磁悬浮)高

速网络测试。该测试测量了火车以最高500KM / h的速度行驶时

的通信。在测试过程中，5G商业终端稳定且易于支持各种高性

能移动宽带服务，表明5G网络可以为高速磁悬浮列车提供理想

的宽带通信。

上海磁悬浮列车是世界上第一条商业运营的磁悬浮列车，

也是目前最快的商业高速列车。自开业以来，它一直是上海乃

至中国的名片。5G网络由中国电信和中兴通讯共同构建，使用

全套中兴5G系统设备，使乘客能够快速获得高速数据访问，并

享受移动工作，视频会议，高清/超高清视频或互动游戏，确保

全新的交流体验。

由于特殊的场景限制，为高速列车提供高质量的网络覆盖

一直是运营商和设备供应商面临的挑战。如果以比2G，3G和

4G网络更高的频率部署5G网络，情况将更加不理想。为了解决

这些问题，中兴通讯和中国电信通过技术讨论和测试不断挑战

技术极限，在多方面取得了突破。利用专有的多普勒频移信道

补偿技术，可以消除由于高速移动而导致的无线信道恶化。该

解决方案可支持超过500 KM / h的移动速度，满足各种高速列

车的速度要求。此外，Multi-RRU(远程无线电单元)组合可以

实现单小区6-12km的带状覆盖，减少90%的小区间切换，并

确保连续稳定的访问。与传统的2T2R解决方案相比，中兴通讯

率先推出了8T8R RRU，以在5G行业实现高速铁路覆盖。多通

道设备与5G特色通道和波束扫描技术相结合，可以显着提高覆

盖范围。还值得一提的是，该解决方案是通过基站网络侧的技

术创新实现的，对终端没有特殊要求。

用于上海磁悬浮线的5G网络解决方案可以为HSR(高铁)宽

带通信提供一整套网络设备。无线电部门可以支持全球主流的

5G频段，例如N41和N78。上海磁悬浮列车的最高速度是全球

商业列车中最高的，这意味着该5G网络解决方案可以应用于全

球各种高速铁路和磁悬浮线路，并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多年来，中兴通讯和中国电信共同提供了宽带信息通道，

用于高铁运输。LTE覆盖已部署到多条高速铁路线上，受到了

用户的高度评价。展望未来，双方将继续优化5G网络的商业性

能，并根据特定的服务特性稳步推进测试和验证，以促进无处

不在的高速宽带接入。

日前，通信仪表测试公司EXFO宣布，EXFO携手深圳林

普世纪成功中标2019年中国电信传输类仪表集中采购项目。这

次集采中，作为唯一一家连中两个最大标包的企业，EXFO成

为本次电信集采的最大赢家。 

据悉，此次集中采购吸引了来自国内外所有业内仪表厂商

的参与，竞争异常激烈。最终，凭借过硬的产品技术，EXFO

力拔头筹赢得了标包五增强型OTDR 60%的份额，标包一

100G高速协议分析仪40%的份额。 

通信仪表测试公司EXFO总部位于加拿大魁北克，是致力

于光纤测试、测量、监测和自动化解决方案的研制和开发的国

际著名公司，凭借设计和制造先进的创新型测试和测量解决方

案，在全球光通信领域占据领导地位。

在5G+工业互联网高峰论坛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

刘多介绍了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现状。她认为， 5G是数字化

转型的关键支撑，工业互联网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基石，

“5G+工业互联网”对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做

大做强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具有重要意

义。

全球工业互联网正处在一个快速扩张期，各国纷纷加强在

战略层面的指引和对新技术新应用推广的力度，例如美国国防

部给予数字制造创新中心6000万美元支持，德国联邦投入5亿

欧元支持技术研发应用，日本投入2亿日元部署试点示范。工

业互联网正成为驱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工业

数字化加快推进，工业数字经济呈现加速增长态势，2013年

~2018年工业数字经济渗透率累计增长43%。

据了解，我国已经形成了多样化的应用模式和路径，产业

规模正快速增长。目前，已形成数百项工业互联网典型应用案

例，覆盖制造业各个主要门类和场景，预计2019年我国工业互

联网产业规模将达8000亿元，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依托工业互

联网产业联盟构建产业生态的步伐也在加快，联盟的规模不断

壮大、协同作用不断凸显、国际合作实现了多方突破，工业互

联网产业联盟已成为我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产业生

态载体。

刘多认为，5G超大带宽、超低时延、海量数据的特性，为

工业互联网新兴基础设施建设和融合创新应用提供了关键支撑

和重要机遇，超过八成的5G应用将来自于工业互联网等垂直领

域，因此工业互联网也为5G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5G+

工业互联网将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应用维护、供应链管

理、质量管理等方面创造出更多可能。

12月17日下午，魅族科技副总裁

华海良在微博花式“炫富”，晒出了一

台价值几百万的5G调试设备。

华海良在微博上称，魅族是目前

少数拥有自建科研实验室的手机厂商，

总投资1亿多人民币，为魅族5G手机研

发、生产、测试提供了专业技术保障，

并且科研实验室通过了中国合格评定国

家认可委员会(CNAS)资质认证。

据了解，魅族科研实验室是一家综合性的实验室，成立于

2006年，总投资额接近1亿元人民币，占地超过2000平方米，

有280台(套)专业的检测设备，支持600台手机并行检测。

在2017年4月，魅族科研实验室通过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

认可委员会(CNAS)的现场评审((ISO17025))及授权。表明其

数据相当精确已经拥有先进的检测水准。

不过，目前魅族并没有一款在售的5G手机，在诸多国内

厂商先后发布5G终端时，魅族并没有

“紧跟潮流”，而是继续打磨其即将发

布的首款5G手机——魅族17。

华海良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魅

族很早就已布局5G，并将在2020年第

一季度推出支持SA、NSA的双模5G产

品，该机搭载高通骁龙865处理器。同

时会加强跟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

电信的合作，全力推进5G。

此前，魅族创始人黄章曾表示，“5G第一代产品可以说就

是测试机，第二代是测试机改进版，至少第三代后对普通用户

来说才是尝鲜版，能否成熟大批投入市场都未必”。不过按照

目前的5G手机发展速度来看，5G手机已经成熟，各大手机厂

商都在纷纷推出5G手机，2020年将会激发人们5G手机换机热

潮。

12月17日，中国移动5G终端先行者产业联盟首届理事会会

议暨成员大会在京举行，会上确定联盟组织架构并发布2020年

工作计划，积极推动5G终端产业生态繁荣,为未来终端发展开拓

新的方向。

中国移动5G终端先行者产业联盟成立后，得到产业积极

响应，迅速汇集终端产品、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应用内容、

解决方案、测试仪表厂商等各行各业的超百家合作伙伴。在5G

商用新阶段，联盟秉承“终端先行、开放共享、创新共赢”愿

景，以“丰富5G终端新产品，加强5G与各行各业融合，探索

5G新型商业模式，构建5G+终端繁荣生态”为使命，致力于推

动5G终端产业成熟及行业繁荣。

本次会议通过中国移动5G终端先行者产业联盟章程，确定

联盟组织架构。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担任理事长单位，中国移动

终端公司、华为、高通、科大讯飞、阿里、三星、小米任副理

事长单位，OPPO、VIVO、MTK、百度、京东、海康威视、

达闼科技、HTC等厂商任理事单位。罗德与施瓦茨公司作为测

试与测量仪表厂商的代表，当选联盟理事单位。

联盟理事长、中国移动李慧镝副总裁在致辞中表示，中国

移动将持续深化多模式频段，多终端形态，多用户选择，新产

业形态的“三多

一新”终端产品

策 略 ， 围 绕 个

人 、 家 庭 、 政

企、新兴市场，

实现融合融通融

智协同发展。深

入实施“5G+”计划,携手产业推进“五个升级”，推进技术迭

代，深化网络能力智能升级；融入千行百业，助力产业转型动

能升级；服务百姓大众，促进信息消费体验升级；优化品牌体

系，加速用户全量服务升级；完善共赢机制，实现开放合作生

态升级。并向终端联盟下一步工作提出三点倡议：一是丰富芯

片和器件产品供应能力；二是持续推动多种形态5G终端成熟和

规模发展；三是加大5G特色应用创新力度。

罗 德 与 施

瓦茨公司全球副

总裁Guenther 

Loll先生和中国

区产品及应用部

高级总监金海良

先 生 代 表 公 司

出席了本次联盟理事会并接受了理事会员单位授牌。金海良先

生表示会和联盟会员单位进一步加强合作，为中国的5G商用提

供丰富的高性能测试解决方案。未来希望基于联盟这个平台，

扩大5G的实施范围，影响更多的垂直行业用户，助力5G海量连

接，大带宽，低时延等新特性的生根发芽，实现5G时代的良好

生态和合作共赢。

2020 年，5G 总投资额将达 0.9 万亿元

中国移动公布第一批 5G 测试仪表采购项目中标候选人

Cadence 收购 NI 子公司 AWR 
加速 5G RF 通信的系统创新

5G 商用后华中地区首个 5G 钢铁工业互联网建成

中兴通讯与中国电信
推出全球首个商用 5G 磁悬浮高速网络测试

EXFO 中标 2019 中国电信传输类仪表集中采购项目

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规模将达 8000 亿元

魅族副总裁在线炫富：一台 5G 调试设备造价几百万

中国移动 5G 终端先行者产业联盟首届理事会在京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