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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肆虐全球之际，全球卫生系统和

经济面临巨大压力，互联需求发生剧变。疫情防控

对互联趋势、移动技术应用场景以及 5G 技术的部署

和采用前景产生了显著影响。我们将发表一系列文 

章研究移动技术对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影响，而本文

是该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本文列举了 5G 技术在疫情

早期的应用案例，并分析了在高带宽互联技术变得无

处不在且愈发重要之际，5G技术的推广前景。 

 

 
 
 

关键术语定义 
 
固定无线接入（FWA） 

固定无线接入是一种不需要用固定线路连接接入点

的无线宽带网络连接方式，一般通过授权 4G LTE或

5G 连接实现，但也可以通过非授权或共享频谱实

现。 

 

移动技术 

在本文中，移动技术被定义为与互联网连接的任何

移动设备或终端，无论互联网连接的来源是什么。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定义下，移动技术不限于通 

过授权频谱（例如 3G、4G、5G）实现的网络连接，

还包括与 WiFi 连接的设备和终端。 

 

4G LTE  

4G LTE 指第四代蜂窝通信技术。LET 指长期演进技

术。 

 

5G 

5G 指第五代蜂窝通信技术。相比 4G，5G 在带宽、

延迟、可靠性、连接密度和安全性方面有所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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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
互联趋势和移动技术应
用场景 

 
 
 
 

我们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对全球互联现状进行了

分析，发现新冠肺炎疫情主要在五个方面对互联技

术产生影响： 

 
– 远程办公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兴起 

 
– 远程教学替代课堂教学 

 
– 在线社交替代面对面聚会 

 
– 商业和零售行业做出调整，努力适应消费

行为突变 

 
– 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响应 

这些快速变化的互联趋势推动了诸多新旧互联技术

应用场景快速增长。5G 的推广会增加移动设备的普

及度，并且会通过固定无线接入（FWA）技术扩大

高速宽带网络的覆盖范围，从而进一步推动移动技

术应用场景的发展。5G 技术不仅会加强这些应用场

景，还会创造出许多新应用场景。 

 
除了与现有互联趋势直接挂钩的关键应用场景，世

界经济论坛正在编写一份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应

用场景概略。 

 
 

图 1     新冠肺炎疫情催生的移动技术应用场景 

 

 远程办公 远程教育 在线社交 商务与零售 公共卫生 

关键 
趋势 

 

57%的美国员

工在家办公 2  

带宽需求增长 

 

与疫情爆发前相

比，网络游戏增长

75%9  

全球线上零售交易
13增长 74% 

 

远程紧急医

疗服务使用

人次增长

490%17 

 

AT&T 核心网

络流量增长

22%3  

全球 41%的人口

缺乏可靠的网络

连接 6  

Houseparty 应用软件

在 2020 年 3 月在西

班牙的下载量增加

2360倍 10  

UberEats 全球收入

增长 54%14 

 

一些国家通

过“接触者

追踪”来控

制新冠肺炎

疫情 

未来 
展望 

推特员工可以无限期在家办

公 4 

 

到 2030 年，50%的 Facebook 

员工将在家办公 5 

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约 50 万

学生，美国最大高校）在 2020

年秋季实行远程授课 7 

 

2020 年，在全球范围内，学校

将在教育科技上投入 15.9%的预

算，而 2018 年仅投入 3.9%18 

全球社交疏离措施将至少持续至 2021

年中 11 

 

2020 年全球移动游戏收入增长 11.4%

（2019 年增长 6.3%）12 

服装连锁店 Gap 正在加速部署自

动化技术 15 

 

移动数据应用的增加推动缅甸数

字经济发展 16 

 

荷兰、瑞士和美国正在对医

疗交付无人机进行测试 18 

 

三星和 O2 正在英国对智能

救护车进行测试 19 

 

关键 
应用 
场景 

视频会议 

 

加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

（VR）培训 

 

远程资产访问 

虚拟教室 

 

AR和 VR 教学内容 

群组视频聊天 

 

虚拟运动课程 

在线零售 

 

食品配送 

 

智能仓库 

公共卫生人工智能 

 

远程医疗 

 

联网医院 

 

联网交通/无人机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202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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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5G 技术驱动新能力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许多新旧移动技术应用场

景兴起。虽然大部分应用场景不需要用到先进的

5G 技术，但由于这些应用场景的存在，我们更需

要用 5G 技术来扩大宽带覆盖范围和进一步支持新

的应用和服务。 

下文列出了由 5G技术驱动的一些关键功能。 

 

 

5G 技术的关键功能驱动因素 

功能驱动因素 描述 附加值 应用场景 

 
 

增强型移动宽带（eMBB） 
更快的连接速度、更大的处

理量以及更高的容量（高达

10 Gbps） 

支持将蜂窝网络拓展为多元架

构（覆盖大型场馆），能够用

海量数据处理大量设备 

固定无线接入服务，增强型室内宽带服务，实时增强现实

服务，实时虚拟和混合现实服务，拥挤或密集地区服务，

增强型数字标牌，高清云游戏，公共保护和灾难响应服

务，海量内容流媒体服务，远程手术和检查 

 

高可靠低时延通信（uRLLC） 
 

 

数据从设备上传至目的地所

需时间缩短（4G需要 50 毫

秒，5G只需要 1 毫秒） 

用于支持时效性较高的无线网

络连接 
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和机器人应用，医疗监测系统/远程

医疗，智能电网和智能仪表，智能交通，工厂自动化，远

程操作，无人驾驶汽车，关键任务服务（安全和安保），

高清晰度实时游戏 
 

安全 

强大的安全性能，高可靠性

和可用性 

打造高可靠度网络连接，支持

容错度极低的应用 

 

 

大规模机器类型通信（mMTC） 
增加频谱效率，部署小型基

地台 

支持大量连接，为数据密集型

应用提供支撑 
资产跟踪和预见性维护，智慧城市/建筑/农业，能源互联网/

公共事业管理，工业自动化，智能物流（先进远程信息处

理），智能电网和智能仪表，面向消费者的智能可穿戴设

备，环境管理，智能监控和视频分析，智能零售 
 

电源效率 
大 规 模 多 输 入 多 输 出

（MIMO）小型基地台的部

署对能源效率有较高的要求 

能够降低成本，支持大规模物

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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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技术展望 
 

 

 
 

3.1 行业和经济大变革对 5G 推广的影响 
 

 
根据预期，5G 技术的推广应当分阶段进行。然

而，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改变这些阶段的相对重要

性。疫情对 5G 推广工作的影响因国家而异，具体

取决于各个国家的疫情严重性和相应的经济损

失。 

但是，许多地区都愈发需要优先向企业定向推广固

定无线接入。而用于支持新客户服务的大规模 5G

推广工作可以在之后开展。 

 

通过定向推广固定无线接入，可以填补数字鸿沟并催生新应用场景 

 

就业机会、教育机会和医疗服务的获取越来越依

赖高速宽带，上文所述的趋势和应用场景也体现

了这一点。许多大型企业开始实行远程办公，例

如，推特宣布员工可以无限期在家办公。21 因此，

为那些缺乏高速宽带接入的国家和地区消除数字

鸿沟成为了一项愈发重要的社会问题。部署 5G 固

定无线接入（尤其是在光纤覆盖率较低且固定线

路连接安装成本较高的农村地区）能够帮助消除

这一鸿沟。 

与工作学习有关的高级应用场景给家庭网络容

量、带宽和延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体现这一要

求的主要应用场景包括在家中同时开启多个视频

聊天以及针对工作、学习、在线游戏、虚拟旅行/

休闲体验（如线上游猎或虚拟博物馆展览）的增

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应用。 

 

上周，我参加完一个有关面向学生的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会议

后，转而又参加了一个指导学生如何下载 PDF 文件的会议。 

伦敦大学学院副院长兼工程学教授 John Mitchell 
 

向企业定向推广 5G 技术可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 

 

 
 

 

 

 

 

 

 

 

 

 

我们加速了资本投入，正在向 10 个城市推广我们的 5G 家庭宽

带服务，希望推动远程医疗、数字教育和远程办公的快速发

展。 

Verizon 5G 实验室和创新中心主任 Christian Guirnalda 

一旦得到实施（借助 WiFi 或 5G，后者将愈发普

及），智能仓库将使得员工能够在工作时保持安全

距离，并确保工作效率不会受到影响。 

 

同零售仓库一样，工厂的运营也离不开线下员工。

因此，为了保障员工安全，引进社交疏离技术变得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社交疏离和医院患者数量剧

增，推动了医疗领域对先进互联的需求。通过借助

视频会议和许多与云端连接的物联网终端，5G 远程

医疗（包括远程患者监测）使得患者能够在避免感

染新冠肺炎病毒的情况下获取医疗服务，同时降低

医院床位压力。此外，5G 技术还能用于接触者追

3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某些行业的 5G 需求，也减缓

另一些行业的 5G 需求。线下零售、场馆和机场的

5G 需求大幅下降，这是因为这些行业所依赖的客

流量有所下滑；在冠肺炎疫苗普及之前，这一趋势

可能将持续下去。 

 

尽管如此，某些行业的 5G 需求正在加速增长。线

上和必要零售（essential retail）、制造以及医疗

（包括生理、心理和老年护理）对 5G 的需求比预 

期更早出现。虽然这些应用场景依赖 5G 带来的一

些先进能力，尤其是针对制造和医疗的私人 5G 网

络，但 WiFi 和私人 LTE仍然能够应付部分需求。 

 

对于线上和必要零售而言，线下员工仍必不可少，

尤其是仓库员工。随着员工努力遵守社交疏离规

定，企业愈发需求借助自动化和大规模物联网技术

（MIoT）打造智能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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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关键。大规模物联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人

工智能可以帮助加强自动化，推动远程机器服务和

远程培训，进而能够在工厂内实现社交疏离；要实

现这一点，移动技术必不可少，同时还需要 5G 技术

带来的更强互联性。 

踪；5G 网络切片技术带来了更强的安全性，能够帮

助快速扩大临时医疗设施以及自动医疗清洁机器人

（能够减少员工接触）等应用场景。 

 

家庭之外的新服务将驱动 5G 网络的大规模覆盖 

 

虽然当前 5G 网络正在增加现有应用场景的带宽用

量，但随着 5G 设备在全球不断普及，家庭之外直接

面向消费者的新服务将继续演变和发展。 

 

这些新的服务需要低延迟、高带宽和高连接密度网

络的支撑，因此推动了 5G 网络的大规模覆盖。其中

一个例子便是用虚拟现实在任何地方观看演唱会和

体育赛事直播，人们可以借助大规模物联网技术实 

现身历其境般的体验。另一个应用案例便是使用自

动无人机进行零售配送，这同样依赖于大规模物联

网和低延迟网络。 

 

由于大部分这类服务尚处于构思阶段且需要其他技

术发展的支撑，因此大规模推广 5G 的优先级低于上

文所述的定向推广。 

 

自从我们推出 5G 以来，客均带宽用量几乎增长了两

倍，大部分用量来自视频流媒体。随着增强现实等技术

的成熟，我们对其他先进 5G 应用场景的增长抱有很高

的期望。 

韩国电信公司经理 Hoerim Choi 

 

某些国家的 5G 推广工作遭到推迟，而另一些国家的 5G 推广工作得到提前 

 

在某些发达国家，需求的增长和供应链的颠覆将改

变 5G 推广时间表。由于疫情抗击措施，欧洲和其他

地方的 5G 推广和频谱拍卖自 2020 年 4 月以来遭到

了推迟。22 但在美国，由于不断增长的需求和竞争压

力，5G 推广工作正在快速开展。 

 

随着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限制措施放宽，5G 需求

的增长可能会加速某些国家正在进行的 5G 推广工 

作，同时还会使某些受到经济或监管限制的国家提

前开展 5G 推广工作。 

 

在发展中国家，5G 推广工作几乎尚未开始，对于那

些严重依赖预付手机套餐的电信公司而言，它们可

用于构建网络的资本受到了短期冲击。但新冠肺炎

疫情增加了对数字基础设施的需求。 

 

新冠肺炎疫情并没有使我们的 5G 推广工作减慢。我们

预计到今年夏天会实现全国 5G 网络覆盖。 

AT&T 5G 市场开发副总裁 Jay C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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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未来之路：政府与行业之间需要开展合作 
 

 
虽然频谱部署在传统上由电信公司主导，其他行业

参与者也在推动 5G 发展。私营部门机构和政府（包

括监管机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扮演着重要

角色。 

世界经济论坛还额外发表了相关文章，详细阐述了

地方政府应如何与行业协作共同推动城市 5G 基础设

施投资。23 

 

如果行业与政府之间缺乏合作，5G 技术将只会扩大数字鸿沟 

 

如果只依靠市场力量来推广 5G 技术，那么电信公司

和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将优先瞄准企业和人口

密集的富裕地区，以此获得最大投资回报。它们在部

署现有网络时就是这样做的，现在 5G 网络也有这样

的苗头。虽然这样做可以满足某些 5G 应用场景，但 

会加剧就业、医疗和教育方面的不平等，因为富裕

地区能够通过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等技术享受先进

的远程医疗、远程办公和教育，而其他地区仍缺乏

基本的网络覆盖。 

 

 

美国政府将 5G 推广工作视作对教育、医疗和国内制造的一

种潜在投资。 

Federated Wireless 首席执行官 Iyad Tarazi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政府和社会认识到先进互联的价值 

 
全球政府已认识到 5G 技术的价值及其带来的先进互

联性。 

那些在过去几次网络部署中处于落后地位的发展中

国家如今将 5G 网络开发视作国家重点项目，即使这

些国家在短期内面临资金问题。 

 

发展中国家担心自己跟不上 5G 时代。它们认识到了数字鸿沟带

来的后果以及 5G 技术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世界银行资深数字化发展专员 Je Myung Ryu 

 

协作能够帮助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最大化 

 
只有政府与行业开展合作，5G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才

能得到释放。政府能够重新引导市场力量，以确保

人人公平享有 5G服务，并帮助加速 5G 网络推广。 

地方和中央政府以及监管机构都需要在这方面做出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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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展望 
 

 

 

 
新冠肺炎疫情给工作、教育、社会活动、零售和医

疗等领域带来了变革。疫情导致的互联趋势变化在

疫情结束后可能会依然保持，尤其是在未来 9-12 个

月，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尽管社交疏离规定不会撤

销，但人们的出行频率会增加。 

 

而出行技术应用场景（大部分依赖高速宽带网络）

正在帮助应对这些挑战。因此，高速宽带网络的覆

盖变得愈发重要，尤其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因为城

市的实体和虚拟世界已变得密不可分，而农村对远

程医疗、教育和零售服务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 

短期内，5G 技术可以通过固定无线接入来填补宽带

覆盖缺口，能够为仓库、工厂和医院提供安全的工

作环境。展望未来，大规模 5G 覆盖将推动许多我们

尚未想象出来的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应用场景。 

 

全球正在步入一种“新常态”。在这种新常态下，人

们需要维持社交疏离，工作模式发生变化，许多商

业模式需要调整。本系列下一篇文章将以这一新常

态为背景，展望 5G 技术的未来，探讨隔离措施放宽

带来的问题以及潜在的市场机遇，并为公共和私营

部门机构提供有关如何利用 5G技术的建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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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编写。多方利益相关者工作小组的支持对本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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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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