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 与物联网产业双周观察
第 54 期
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

2019 年 06 月 24 日

5G 牌照发放，中国移动首先开启 5G 集采，范围包括核心网、无线工程和
终端。6 月 6 日，中国移动公布《2019 年核心网支持 5G NSA 功能升级改造设
备采购信息公告》；6 月 10 日，中国移动启动 2019 年 5G 一期无线工程设计及可
行性研究服务集采招标，预计金额达到 192.58 亿元（不含税）；6 月 11 日，中国
移动公告集采 5G 终端 13,100 台，其中 5G 手机 8,100 台，5GCPE 终端 5,00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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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网：6 月 6 日，中国移动公布《2019 年核心网支持 5G NSA 功能升级
改造设备集中采购_单一来源采购信息公告》。采购内容为升级现网 450 套 MME
设备支持双连接、承载迁移、流量上报和安全等功能，升级现网 681 套 SAE-GW
设备支持流量上报等功能，并对现有 EPC 核心网 SAE-GW 设备补偿流量处理硬
件。从采购份额来看，华为份额最大，爱立信次之。

无线工程设计：6 月 10 日，中国移动发布了 2019 年无线工程设计及可行性
研究服务的集中采购招标公告，中国移动 2019 年 5G 一期无线工程设计及可行
性研究服务预估工程费 1（设计费计价基数）为 192.6 亿元（不含税），预估工程
费 2（可研计价基数）为 192.6 亿元（不含税），预估勘察费（无折扣）为 2.0 亿
元（不含税）。
终端：6 月 11 日，移动发布 5G 终端（测试版）采购信息公告，此次集采
将采购 1.71 万台 5G 终端，其中 5G 手机 10100 台，5G CPE 终端 7000 台，华为
份额最大，共提供 1 万台终端设备，手机终端份额占比近半，5G CPE 终端份额
占比超 70%。近期，中国移动终端公司还进行了第二次 5G 终端，集采规模为 2700
台，其中 5G 手机为 2200 台，拟选取 6 家供应商；5G 数据类终端为 500 台，拟
选取 2 家供应商。
产新君点评：
从进度看，中国移动连续下单 5G 核心网设备、无线工程设计和手机终端，
这是自 6 月 6 日我国 5G 商用牌照发放后，由运营商启动的第一轮 5G 集中采购
中国移动的先发动力可见一斑，同时也标志着 5G 相关厂商开始进入业绩兑现阶
段。从金额看，2019 年中国移动资本开支计划为 1669 亿元，总体与 2018 年持
平，其中 5G 相关支出为 170 亿元左右，然而，从这几次招标规模来看，中国移
动在 5G 方面的投资或将超出预期。
核心网采购内容为，升级现网 450 套 MME 设备支持双连接、承载迁移、流量
上报和安全等功能，升级现网 681 套 SAE GW 设备支持流量上报等功能，并对现
有 EPC 核心网 SAE GW 设备补偿流量处理硬件。从本次采购份额看，华为是最大
赢家，其次依次为爱立信、诺基亚和中兴。中国移动在 5G 网络部署方面一直十
分专注，此次采购侧面说明了中国移动在早期 5G 网络部署方面将选择 NSA（非
独立组网）的模式，将继续沿用 4G 的核心网络，5G NR 锚定于 4G 系统，这样的
部署模式可以快速的引入 5G NR，但要提供 5G NR 服务必须要保持 4G 核心网的
更新。

 政策速递
1．工信部韦乐平：5G 会带来数千万量级光模块用量。6 月 12 日举行的“2019
中国光网络研讨会”上，工信部通信科技委常务副主任、中国电信科技委主任、
中国光网络研讨会主席韦乐平表示，5G 时代光模块将迎来巨大机遇，按照上行
边缘速率 3Mbps 和不同组网方式，所需 5G 室外宏站数至少是 4G 的 1.2-2 倍；

若室内覆盖主要依靠数千万个小基站，预计 5G 会带来数千万量级 25/50/100Gbps
光模块用量。
进一步考虑我国数据中心的巨大发展空间（美国占 IDC 数 45%，我国宽带
用户是美国的 3 倍，但才占 8%），韦乐平认为高速光模块的发展空间更加可观。
同时，基于 PAM4 的 4 电平调幅是目前主流技术方案，波特率仅为速率 50%，
可望降低带宽需要和用低成本光器件，增强色散容限，20 公里 400ps/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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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白宫改口：将在两年期限内实施华为禁令。6 月 13 日，据路透社报道，
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已经告诉美国国会，它将在两年的最后期限前禁止与中国
公司华为有业务往来的公司签订政府合同，这是美国去年通过的一项国防法的一
部分。“国会已在最近几天明确表达了在两年内实施法律的重要性，我们也将遵
循这一时间期限。”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代理负责人 Russ Vought 在致参议院军
事委员会主席、参议员 JamesInhofe 的一封信中写道。

 技术产品
3．中国移动：SPN 已基本成熟具备规模试商用条件。我国 5G 商用牌照已
于近期发放，这无疑让运营商网络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5 作为与 3G/4G 完全不
同的通信技术标准需要全新的承载技术来进行支撑。在技术的选择上，中国移动
没有选择 IP RAN 或者 OTN 的方式，而是选择了 SPN。这意味着 SPN 能否快速
成熟可商用直接关系到中国移动 5G。
产新君点评：
中国移动早在 2016 年就对 5G 进行需求分析和研究，在 2017 年提出 5G 传输

方案 SPN，并在同年完成整个 SPN 方案设计，从 2018 至今不断推进设备研发、
现网测试、标准立项等，SPN 已成为 ITUT 新一代传送网核心标准 G.mtn；OIF 设
立 SPN 传送层标准 FlexE 2.1，FlexE 2.1 标准保障了 5G 传输网中能够采用信
道化的 50GE 光接口，降低 5G 传输网络光接口成本。
4．华工科技向华为交付国内首个 5G 光模块订单，产业链准备就绪。6 月
14 日，在“沟通创造价值真诚赢得未来—湖北辖区上市公司 2019 年投资者网上
集体接待日”活动上，华工科技董事会秘书刘含树介绍，公司重点布局 25G、50G、
100G、200G 高速率光模块产品，提供全套解决方案；公司首个 5G 光模块订单
已成功交付，成为国内首家获得华为 5G 光模块订单的企业。

 投资动态
5．中国铁塔注资 50 亿成立能源公司。6 月 5 日，中国铁塔注册成立铁塔能
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 亿元。铁塔能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电池、光伏、
风电、充电桩、能源产品、能源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电池的
销售、租赁；软件服务；机动车充电销售；换电设施销售；电力供应等。5G 基
站对于供电、备电的旺盛需求，要求中国铁塔需要寻找到既能满足提供稳定充足
的电量，又能保证成本提升较小的方式。成立专业公司的方式使中国铁塔在能源
利用上更为专业，并可以根据自身资源实现开源节流。同时，发展能源产业，可
为中国铁塔提供更多的收益，从而通过降低租金，维护费用的方式来反补运营商。
6．中国电信集采 85 万只光模块。6 月 21 日，中国电信启动了 2019 年光模
块集采。此次集采共分为三个标包。标包一约 65 万只 10G 及以下光模块；标包
二为约 6 万只 10G 以上光模块；标包三为约 14 万只 PON 光模块。中国电信要
求，申请人的投标产品必须是自主研发、生产（包括仅生产环节 OEM）且成熟
稳定的，并提供以下证明文件：
一、2018 年 1 月 1 日至今（截至本资格预审公告发布前 1 日，以发票开具
日期或报关日期为准）用于光模块生产所采购的核心器件（至少包含“激光二极
管、PD、IC、BOSA、TOSA、ROSA、TO-CAN、管芯”其中的三种）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
二、应在国内（不含港澳台）具有研发、生产基地并提供详细地址，如为
OEM 生产的需提供代工工厂详细生产地址及长期稳定独家代工合作的证明。
三、需具备所申请标包内所有型号规格产品的自主研发、生产能力。
四、投标产品（不区分标包）的年产能不少于 100 万只。

五、应具备成熟稳定的生产流程及质量控制追溯体系。
产新君点评：
中国电信此次光模块采购背后透露了两大重要信息：第一：降低成本。此次
采购是面向设备厂商，设备厂商再向光模块厂商进行采购。而在新的模式下，采
购的流程环节减少了，资本开支随之就降低。换言之，就是通过压缩交易环节来
降低成本。第二：5G 需求初现。假设 3.5GHZ 的 5G 基站数是 1.8GHz 的 4G 基站
的 2 倍 ， 基 站 按 三 扇 区 考 虑 ， 预 计 整 个 5G 网 络 会 带 来 数 千 万 量 级 的
25/50/100Gbit/s 高速光模块用量。标包二中约 6 万只 10G 以上光模块就是中国
电信建设 5G 网络的初期需求。

 区域动态
7．北京已建成 4300 5G 基站，主要覆盖城市核心区等场所。6 月 12 日消息，
根据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发布的消息显示，截至 5 月底，北京地区铁塔公司已交付
给三家基础运营企业的 5G 站点共计 4983 个，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共建设完成了
5G 基站 4300 个。目前主要覆盖区域为城市核心区、冬奥会相关园区、世园会、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及典型应用场所等。

 全球概览
8．西班牙沃达丰正式宣布 5G 商用。6 月 15 日凌晨 1 点，西班牙沃达丰团
队成员在社交媒体发出 5G 邀请信"我们希望您知道，从今天起，您是第一批在
西班牙享受 5G 技术的人之一。享受 Vodafone5G，这是有史以来创建的最低时延
的最快网络"，华为是其 5G 设备的核心供应商。
据西班牙《世界报》报道，沃达丰选择在西班牙推出其首个超快速蜂窝网络
即 5G 服务。5G 技术将在 15 个城市投入使用：马德里、巴塞罗那、瓦伦西亚、
塞维利亚、马拉加、萨拉戈萨、毕尔巴鄂、维多利亚、圣塞瓦斯蒂安、拉科鲁尼
亚、维哥、潘普洛纳、希洪、洛格罗尼奥和桑坦德。新技术依托华为网络运行，
爱立信也提供少量支撑。沃达丰将向订阅无限流量套餐、同时手机支持 5G 的用
户提供 5G 服务。
9．华为要求 Verizon 支付超过 10 亿美元专利使用费。北京时间 6 月 13
日据路透社报道，华为公司已告知 Verizon 通信公司，这家美国运营商应该为使
用华为的 230 多项专利支付许可费，总金额将超 10 亿美元。华尔街日报此前报
道称，一位华为知识产权许可执行官在今年 2 月份写道 Verizon 应该支付费用“解

决专利许可问题”。这些专利涉及该公司 20 多家供应商的网络设备，其中包括
美国主要科技公司，但这些供应商将为 Verizon 提供赔偿。
10．德国 5G 频谱拍卖结束。6 月 13 日，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宣布，继 3
个月 497 轮竞标之后该国 5G 频谱拍卖正式结束，四家竞标者共出价 65 亿欧
元。德国电信出价 21.7 亿欧元获得 11 段频谱，其中 2GHz 频段 2x20MHz 、
3.6GHz 频段上 90MHz 。沃达丰以 18.8 亿欧元的较低价格获得了相同数量的频
谱。 西班牙电信德国公司以 14.2 亿欧元获得 9 段频谱，其中 2GHz 频段上
2x10MHz 、 3.6GHz 频段上 70MHz 。新进入者 1&1 Drillisch 获取的频谱最少，
包括 2GHz 频段上 2x10MHz 和 3.6GHz 频段上 50MHz ，总出价 10.7 亿欧
元。
11．韩国 5G 商用 69 天，用户超百万，显示 5G 需求较为强烈。据韩国《京
乡新闻》6 月 12 日报道，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当天消息称，韩国加入 5G 服
务的用户在 1 日突破 100 万人，此时距离韩国 5G 商用化仅有 69 天。我们这一
数据表明用户使用 5G 的意愿较为强烈。

 会议预告
2019 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海（MWCS）-上海- 2019 年 6 月 25-28 日
注：本期信息来源主要包括工信部、C114、北京市通信管理局、MWC、OFweek、
通信产业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铁塔、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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