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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过去的 30 多年间，通信行业基本一直保持着 10 年为一个技术周

期的发展模式。这种技术创新周期决定了 5G 的发展也将会经历从政

策驱动到业务驱动，最后到需求驱动的历程。当前全球的 5G 发展正

处于从政策驱动到业务驱动转变的进程中。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下，

中国 5G 网络的建设期即将迎来高峰期。5G 发展能否顺利地从政策

驱动、业务驱动转向需求驱动，其核心还是在于对未来 5G 应用场景

的开发。目前对于 5G 应用场景的设想是“万物互联”，具体来看可

以划分为三类场景：增强移动宽带、海量机器类连接和超高可靠低时

延通信。从应用场景的发展路径来看，5G 中前期，受技术及标准成

熟度影响，5G 最快落地应用可能主要是面向公司的应用场景，如云

VR/AR、超高清流媒体。5G 后期，重要应用场景可能是“物联网”，

包括网联无人机、车联网、智能制造、安防监控、云端机器人等。 

随着中国的人力成本和环保成本的逐步提高，未来的高质量发展

要求中国调整自身在全球信息产业链中的定位，这将导致中美不可避

免地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国正在积极地寻求“去美国化”，尝

试实现关键领域的自主可控，但目前来看仍任重道远。贸易冲突或打

破全球化垂直分工所基于的商业信任和自由贸易规则，使得各国更加

重视供应安全与自主可控，但也会带来资源浪费、研发和投资低效、

对市场响应速度变慢和全球技术标准割裂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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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产业的历史演进 

从上世纪 80 年代到现在的 30 余年里，信息产业所经历的多次跨

越式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现代移动通信技术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第一代移动通信技术被称为“1G”，其移动通信

的载体是大哥大，而中国在 1987 年开始有了大哥大。1G 通信可以提

供语音通话服务，但是语音品质低、信号不稳定、易被干扰；到 90 年

代，“2G 时代”来临。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的通信标准是 GSM，全球

在 1990 年开始推进 GSM 网络的商用，而中国也从 1993 年开始使用

2G 通信，除了更优质语音通话服务以外，2G 通信还可以提供短信服

务及简单的低速数据服务；2000 年以后，全球进入“3G 时代”，中国

在这方面发展较为滞后，直到 2009 年中国联通才拿到了中国第一张

3G 牌照。 

 

图 1：信息产业的“云管端”演进趋势 

全球 3G 商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带来了移动互联网。结合这

一时期迅速发展的智能手机，手机的功能发生了一次飞跃，以往只能

打电话、发短信的手机，开始可以同时传输声音和数据信息、提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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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多媒体业务，成为了人们与世界互联的重要窗口。受益于此，

移动社交、移动支付、手机游戏等产业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到如

今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2010 年开始，全球 4G 商用开始普及。中国也在 2013 年底发了

商用的 4G 牌照，这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了“4G 时代”。4G 技术允许

快速传输数据、音频、视频和图像，可以为短视频平台发展提供必不

可少的基础。以抖音为代表的移动视频平台从 2014 开始进入加速发

展期，发展至今，抖音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每年能获得约几百亿的广告

收入。 

2019 年 6 月 6 日，中国工信部发放了 4 张 5G 商用牌照，中国即

将进入“5G 时代”。相比于 4G，5G 在速率、效率、空间容量、移动

性能、网络能效、连接密度、延时等多个技术指标上取得了突破性的

发展。5G 跳出了 1G/2G/3G/4G 主要面向人服务的范畴，可以与各

行业深度融合，更好地支持“万物互联”。5G 有望实现全球统一，带

来全球移动数据流量以及众多新型应用的爆发。 

表 1 移动通讯发展史 

 1G 2G 3G 4G 5G 

起

始

时

间 

1980s 1990s 2000s 2010s 2020s 

全

球 

1978 年，美国贝尔

实验室第一次开发出

高级移动电话系统

（AMPS） 

1989 年，欧洲以

GSM（全球移动通

信系统）为标准进

入商业化应用 

2001 年 10 月，日本

NTT DoCoMo 运营商第

一个在世界上开通了

WCDMA 服务 

2010 年世界移动通

信大会将下一代演进

技术（LTE）作为世

界关注焦点 

2018 年 6 月第一版标

准 R15 冻结，2019Q4

或 2020Q1 第二版本

标准 R16 将冻结 

中

国 

1987 年，开始部署

1G 网络 

1993 年，嘉兴

GSM 网成为我国第

2009 年三大运营商获发

3G 牌照 

2013 年 12 月，三大

运营商获发 4G 牌照 

2019 年试商用，2020

年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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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数字移动通信

网 

标

准

网

络

协

议 

AMPS GSM、CDMA 

电信 CDMA2000、联通

WCDMA、移动 TD-

SCDMA（中国主导） 

TD-LTE、FDD-LTE 将全球统一 

使

用

频

段 

300Hz-3400Hz 
900MHz-

1800MHz 
1880MHz-2145MHz 

1880MHz-

2665MHz 

3.5GHz、2.6GHz、

700MHz、毫米波等 

主

要

特

点 

模拟信号传输、语音

通话 

数字信号传输、语

音通话、短信服

务、简单的低速数

据服务 

可同时传声音和数据信

息、提供高质量的多媒体

业务 

可快速传输数据、音

频、视频和图像 

增强移动宽带、海量机

器类通信、超高可靠低

延时通信 

缺

点 

语音品质低、信号不

稳定、易被干扰 

数据传输容量有

限、通信加密成较

弱 

容量有限、传输速率较

低、标准统一 

全球使用频段过多，

对物联网支持有限 

频段较多、较高，覆盖

弱 

表 2 5G对标 4G 

技术 峰值速率 体验速率 频谱效率 空间容量 移动性能 网络能效 连接密度 时延 
5G 20Gbps 100Mbps 3× 10Mb/s/m² 500km/h 100× 100万终端/平方公里 1ms 
4G 1Gbps 10Mbps 1× 0.1Mb/s/m² 350km/h 1× 10 万终端/平方公里 10ms 
倍数 20 倍 10 倍 3 倍 100倍 1.43 倍 100倍 10 倍 1/10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通信行业基本一直保持着 10 年为一个技术

周期的发展模式。这种技术创新周期决定了 5G 的发展也将经历从政

策驱动到业务驱动，最后到需求驱动的历程。具体而言可以分为四个

阶段：一是政策主导与技术推动；二是业务驱动与产业主导；三是需

求推动，后发加速；四是学习复制。而在 5G 技术的发展历程中，中

国将会从学习复制者转而成为 5G技术推动的主要动力之一，并在 5G

技术中发挥更具主导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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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球 5G商用“四波推进”示意图 

二、从 5G 新基建到 5G 新应用 

当前全球的 5G发展正处于从政策驱动到业务驱动转变的进程中。

自 2016 年起，全球主要经济体就开始高度重视 5G，中国也深度参与

其中。5G 对于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第一次有机会参与全球

通信标准的制定。 

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力推 5G，可能在 2019 年实现超 50 城市 5G 小

范围商用，2020 年实现所有地级市 5G 规模商用。为实现这一目标，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求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为此，地方政府密集发布 5G 产业规划，推动 5G 建设加速，

三大运营商也积极响应。自 2019 年 1 月以来，多个省、市级政府陆

续出台 5G 相关规划，其中均提及加大 5G 投资、加快 5G 建设进度

以及大力发展与 5G 相关的应用场景，并将 5G 作为拉动地方经济的

新的增长点。从公开数据的不完全统计，各省市 2019 年 5G 基站计划

建设量 5.6 万站，2020 年累计达到 18.5 万站。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2019 年 8 月公布的数据来看，三大运营商年内预计新建 5G

基站不低于 14 万站，三家分别为 5 万、4 万、4 万。对标 4G 基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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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周期，预计 2020 年中国将新建 5G 基站 68 万站，覆盖全部地级

市的城区。 

5G 网络建设，首先拉动的是通信网络设备市场的需求提升，表

现就是电信运营商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加。例如，中国 4G 主建设

期，2015 年三大运营商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 4386 亿元，2019 年

随着 5G 开建，运营商投资规模再次呈现增长态势。同时中国的 5G

基建投资开始采取共建共享的模式，即三大运营商共同建设基站、共

同使用基站，这将有效的降低 5G 基建成本。在此基础上，预计中国

5G 建网将投资约 1.2 万亿人民币，是 4G 基建投资总额的 1.55 倍。 

 

图 3 中国及全球电信运营商固定资产投资 

5G 网络的建设即将迎来高峰期，5G 发展能否顺利地从政策驱动、

业务驱动转向需求驱动，其核心还是在于对未来 5G应用场景的开发。

目前对于 5G 应用场景的设想是“万物互联”，具体来看可以划分为三

类场景：增强移动宽带、海量机器类连接和超高可靠低时延通信。第

一类场景增强移动宽带是指可移动的宽带，在美国和韩国已经有比较

成熟的应用，在美国主要用来实现网络覆盖的最后一公里，而韩国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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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于高清赛事直播，目前这个场景可能是最快实现的。第二类场

景海量机器类连接是指智慧城市及物联网，这一场景对带宽的要求相

对较低，但是对终端密度的要求非常高。当前中国物联网发展已加速，

其中基于移动通信网络的物联网连接数在 2015-2018 年净增量分别为

0.39 亿、0.65 亿、1.85 亿、4 亿。2018 年我国物联网连接数预计为 30.6

亿个，较 2017 年增长 92%，预计 2020 年将达到 83 亿个，较 2018 年

增长 171%。第三类场景超高可靠低时延通信则主要指如无人驾驶、

智能医疗、工业自动化等场景，其发展可能还要依赖于更加成熟的技

术与设备。 

 

图 4 5G的三大应用场景 

从应用场景的发展路径来看，5G 中前期，受技术及标准成熟度

影响，5G 最快落地应用可能主要是面向消费者的应用场景，如云

VR/AR、超高清流媒体（视频、云游戏等）。5G 后期，重要应用场景

可能是“物联网”，包括网联无人机、车联网、智能制造（工业控制）、

安防监控、云端机器人等。 

三、信息产业链自主化的机遇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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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数十年，中国的电子信息产业依靠全球产业转移的红利快速

发展，但是随着中国的人力成本和环保成本的逐步提高，未来的高质

量发展必然要求中国调整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定位。具体来讲，就

是产业要从低端走向高端，但这也导致中美不可避免地陷入“修昔底

德陷阱”。 

 

图 5 全球科技产业链现状 

目前的全球科技产业链的竞争格局如上图所示，美国核心技术优

势突出，而中国则在高端制造领域具备竞争力。在过去 20 年间，美

国凭借着自身雄厚的科技基础与创新研发实力，在全球半导体集成电

路、设备、软件等领域形成垄断优势；中国在电子元器件制造组装、

移动互联网等领域逐步具备竞争力，但在核心技术领域仍较薄弱，在

半导体、基础软件等领域严重依赖美国，基础研究短板尚待填补；日

韩在材料设备上具有比较优势，包括集成电路和显示设备生产。 

全球专业化分工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在过去是最高效的。但是从

2018 年 4 月开始的中美贸易战表明，未来的中国不仅要追求产业链的

效率，还要追求产业链的安全。在效率优先的全球化背景下，分工带

来了以半导体、通讯行业为代表的行业集中度的提升，也使得我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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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发水平要求高的半导体、高端射频、模拟芯片、FPGA、CPU 等

方面高度依赖美国，这种高度依赖性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对中国企

业有着巨大的影响。 

短期来看，若美国企业停止供货，中国厂商生产效率、设备质量

会受到较大影响。美国的集成电路产品在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平

板电脑等消费电子领域占据绝对优势。这些消费电子产品性能稍差就

会导致商业竞争力大大降低，不仅是华为，包括 OPPO、vivo、小米

等中国整机厂商都对美国半导体元器件高度依赖，一旦美系企业停止

供货，短期影响较大。 

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美国长期出口管制将倒逼中国企业提高自

主研发投入，加强自主研发，提高核心零部件的安全性。上游核心元

件能否自主可控是掌握贸易话语权的关键，中国科技产业将加大对上

游核心元件的研发，同时国家也将加大对半导体、高端射频芯片的投

资，并致力于减免企业税负和优化营商环境。华为等设备商，一方面

在加强自己光芯片方面的布局，同时也在大力扶持国内的一些具备

5G 芯片生产能力的上市公司及创业公司。贸易冲突有望助力国产化

进程加速，长期利好国内科技公司，通信和电子产业链上游公司有望

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在软件领域，美国长期垄断操作系统将成为中

国消费电子产业未来发展的潜在风险。长期而言，我国自主开发操作

系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期，华为宣布将发布“鸿蒙系统”，有望突

破目前困境，挑战美国企业在操作系统中的垄断地位。 

总体而言，中美贸易战一方面给以华为为代表的科技公司带来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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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也给供应链策略带来积极的变化。由于美国的技

术封锁，关键部件供应链有望朝亚太、欧洲市场调整，给亚太、欧洲

的供应商提供较大的市场空间和机会。中国在芯片、高频材料、射频

前端、软件等领域的自主可控有望加速推进，国内优秀厂商有望迎来

发展机遇。 

国内公司已有“去美国化”意识，国产替代效果初显但仍任重道

远。2018 年，美国主要芯片和核心器件厂商的平均中国区营收占比为

41.93%，相较于 2017 年下降 0.56%。美国主要芯片和核心器件厂商中

国区营收占比下滑的主要时间段是 2018 年。部分芯片和核心器件厂

商在其最新年报中披露了中国公司国产替代的风险，如 Qorvo、

Skyworks、Ti 和新飞通等。但在 CPU、FPGA、手机射频前端、高端

交换机芯片等核心芯片及器件上，中国的自给率仍然极低，因此该类

公司的中国区的营收占比仍在提升。 

5G 时代的到来为全球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为未来产业

发展、产业链重构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随着国力的发展与技术的进

步，当前中国有能力深入地参与到 5G 标准的制定当中，更好地享受

技术创新带来的红利，但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也成为了难以

回避的矛盾。贸易冲突或打破全球化垂直分工所基于的商业信任和自

由贸易规则，使得各国更加重视供应安全与自主可控，但也会带来资

源浪费、研发和投资效率底下、对市场响应速度变慢和全球技术标准

割裂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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