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全国首个边坡监测领域的“5G+北

斗高精度定位”融合应用项目落地广西。

2019 年 6 月，工信部正式向中国电信、中

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 5G 商用牌

照，我国 5G 网络建设全面铺开；2020 年，随着

2 颗地球静止轨道北斗三号卫星在太空部署，

北斗三号全球导航系统卫星组网将全面完

成。两大国之重器看似天地相隔，却注定产生

交集。它们的深度融合，将给人们带来前所未

有的风景。正如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

所说：“北斗+5G 将充分发挥北斗系统的天然

特性，实现北斗系统在信息领域深度应用。”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标准研究所副

所长万屹向科技日报记者表示，“5G+北斗”相

关的基本技术和理论已经具备，目前已进入标

准化阶段。假以时日，相关应用将全面铺开。

5G与北斗有天然的渊源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冉承其在 2019年 12

月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北斗系统和

5G具有天然的渊源关系。

冉承其说，北斗本身是国家重要的时空

基础设施，提供高精度的位置和时间信息，

5G 和北斗具有融网络、融科技、融技术、融终

端、融应用的天然优势。同时，北斗可以构

建高精度、高可靠、高安全的新一代信息时

空技术体系，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

智能、区块链等技术都离不开北斗，也离不

开 5G。

两者在融合的同时，也将相互赋能。中国

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原校长刘经南曾在报告

中指出，5G 是智能化时代的基础设施，其“极

高速率、极大容量、极低时延”的特征，可为满

足未来虚拟现实、智能制造、自动驾驶等应用

需求提供基础支撑。

但要实现这些应用，单凭 5G 显然孤掌

难鸣。刘经南表示，解决问题需要新的基础

设施，这就是北斗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北斗

系统能实现全球时间的精确同步，可以在广

域甚至全球范围内，通过 5G 将导航、定位、

授时这些自然界的生物智能赋给机器和网

络环境。北斗与 5G 相互赋能、彼此增强，可

以产生感知、学习、认知、决策、调控五大能

力，让广域或全球性分布的物理设备，能在

感知的基础上具有计算、通信、远程协同、精

准控制和自治等功能。

给生活带来更多可能

5G 与北斗深度融合将实现什么样的应

用？

前文所述边坡监测系统，依托 5G 物联网

技术，将大量用于探测地质松动、细小位移的

监测传感器接入监测网，实现边坡滑坡地质灾

害的智能分析、预警；同时将 5G与北斗技术融

合，实现优于 1 毫米的高精度定位，一旦发生

异常位移，可精确定位隐患位置，便于迅速排

查和第一时间处置。

对于未来的更多应用，万屹表示：“取决于

我们的想象力。”

万屹介绍说，卫星定位技术的优势在于覆

盖面广，但在室内或是有建筑物遮挡的地方，

定位精度会有一定偏差。我国正在开展基于

5G 基站的室内定位技术研究，并致力于将其

与卫星导航系统融合起来，形成无处不在的定

位网络。届时，商场导购、应急救援等场景应

用将大有改善，许多基于定位功能的新业务也

将发展起来。

“我们相信，北斗和 5G的融合将会带来新

业态、新模式，将会在智慧城市、智慧制造、智

慧家庭、智慧农业等未来的新技术方面发挥更

大的作用。”冉承其说。

当然，要实现“5G+北斗”，目前还需要一

个标准化过程。万屹表示，这大约需要 2年左

右的时间。

“现阶段我们发布的 5G 标准主要还是在

做宽带，提高传输速率。从下一个版本开始，

跟物联网、定位以及一些增强技术相关的标准

都会跟上。所以从标准化角度来说，目前还差

一个版本。”万屹说，当标准化工作完成，大家

统一标准、统一系统、统一网络、统一终端，整

个业务便能快速铺开。

可以想象，在可以预见的未来，“5G+北

斗”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可能。

边坡监测、商场导购、应急救援……

5G与北斗互相赋能，应用前景取决于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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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付毅飞

本报记者 张佳星

近期，著名苹果分析师郭明錤发布报告

称，2020 年苹果将发布 5 款新 iPhone，支持

毫米波/sub-6GHz 技术，给一批关注 5G 毫

米波应用的人士带来了小小的惊喜。

国际标准化组织 3GPP 把 5G 频段分为

FR1 频段和 FR2 频段，FR1 频段就是范围为

450MHz—6GHz 的 sub-6GHz 频段，而 FR2

频段则是 24.25GHz—52.6GHz 的毫米波频

段。因此，全球 5G 部署的频段只有两种，

sub-6GHz和毫米波。

不管苹果是否能让预测变为现实，5G对毫

米波频谱资源挖掘的商用前景日渐深入人

心。2019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19

大会），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首

席监管官约翰·朱斯蒂（John Giusti）对5G毫

米波业务前景撰文：“从2020年到2034年，在

15年的时间里，对毫米波频谱资源的利用有

望推动全球GDP增长5650亿美元。”

无线信号的传播以无线电波的形式存

在，就像车辆必须行驶在路上，所有的无线

电业务都离不开无线电频率，它以 Hz（赫

兹）为计量单位。如果每个 Hz 的无线电波

是一个琴键，钢琴的琴键就是全部的无线电

频率，整个无线电频谱被分为 9段（频段），分

别有着不同的应用空间。

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

所言，频谱是无线移动通信技术发展的基

础。如果从意大利人马可尼和俄国人波波

夫同在 1895年进行的无线电通信试验算起，

频谱被认识、开发和利用已超过百年，在这

个不断征服更多频段获得更大带宽的过程

中，5G的出现终于让毫米波成了香饽饽。

毫米波是指 1—10 毫米之间的电磁波，

通 常 对 应 30GHz—300GHz 间 的 无 线 电 频

谱，目前毫米波主要应用于卫星通信、雷达

和军事等领域。

除了 30GHz 之内的频谱资源已被运营

商和各类机构瓜分殆尽外，5G 使用毫米波

的理由简单极了，因为这部分频谱拥有连续

可用的超大带宽，可以满足 5G 对超大容量

和极高速率的传输需求。

但是，频率越高的电磁波传播距离越近，

属于“极高频”的毫米波在传播时有很大的路

径损耗，不但难以穿过建筑或障碍物，甚至一

片叶子、一滴雨水都有可能将它吸收。

高通中国区董事长孟樸说：“5G 几乎将

用到包括毫米波在内的全球所有可用的频

率，5G 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会出现很多新的

技术挑战。比如，5G 射频将有超过 1万种可

能的频段组合，这种复杂性比 4G 时代高出

一个数量级。”

而且，随着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的

提升，毫米波在 5G 时代大规模应用的种种

掣肘也将逐步被解决。

毫米波因5G受宠

当中低频段（6GHz以下）可用的频谱资

源再难被释放，毫米波频段成为支撑和保障

5G 应用的新希望。国际电信联盟（ITU）为

不久前举办的 WRC-19 大会专设的 1.13 议

题便聚焦于 24.25GHz—86GHz 频段范围内

的 11个候选频段，寻找 5G新增频段。

1.13 议题的重要任务还包括在开展兼

容性研究的基础上，修改相关国际规则或制

定保护措施，以避免 5G 业务与已使用这个

频段范围的卫星通信、地球资源和气候变化

监测及射电天文学等无线电业务发生干扰，

求得和谐共存。

中国代表团 5G 毫米波议题主要负责

人、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王坦博士强调，上

频谱焦点之争未休

适时发布 5G 毫米波频段频率使用规

划，是引导 5G 毫米波产业发展的关键。按

照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大中华

区公共政策总经理关舟的预测，5G 毫米波

频段落锤，工信部将很快开启毫米波在国内

的规划。

作为中国毫米波规划工作的重要支撑，

我国 IMT-2020（5G）推进组（以下简称推进

组）组织的中国 5G 增强技术研发试验毫米

波频段的测试试验中，全球产业链中的系

统、芯片、仪表等主要企业均有不同程度的

参与。推进组 5G 试验工作组组长、中国信

通院技术与标准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徐菲称，

测试进展比预期计划大大提前。

那么，5G 毫米波什么时候才可在我国

部署商用？

推进组的测试计划划出了大致时间线：

2019 年 8 月—12 月，验证 5G 毫米波关键技

术和系统特性；2020 年，计划验证毫米波基

站和终端的功能、性能和操作，开展高低频

协同组网验证；2020—2021 年，计划开展典

型场景验证。

从运营商的角度来看，中国移动研究院

首席专家刘光毅在 2019年 5G毫米波技术创

新研讨会上透露，中国移动已完成 5G 毫米

波关键技术验证，计划在 2022 年逐步进行

5G毫米波商用。

显然，中国的 5G 毫米波计划不像美国

那么激进。

美国在 5G 试验和商用部署时使用了毫

米波，中国工程院院士刘韵洁曾分析称，关

键原因在于美国 6GHz以下的频段全部归军

方使用。

与美国相反，中国未陷在频谱“困境”

中 ，在 3GHz 和 4GHz 频 段 的 频 谱 使 用 和

6GHz以下频段的 5G 系统、终端设备均领先

全球，为 5G 初期的大规模快速部署提供了

保障。

毫米波的典型使用场景是自回传，不

需要光纤链路。从网络基础设施的角度

看，美国和欧洲部分地区的光纤覆盖远不

如中国，使用微波技术做回传是经济可行

的方案。

因此，在 5G 毫米波产业链尚不成熟的

情况下，中国当前的 5G 部署策略是更为成

熟的选择。正如工信部部长苗炜所强调的：

“尊重市场规律，推动 5G 应用渐进式发展。

5G 应用涉及很多新兴领域，更需要我们不

断探索、不断总结，在培育过程中采取‘沿途

下蛋’的策略，使 5G应用不断落地。”

商用部署尚待成熟时机

55GG频段扩容频段扩容
毫米波成毫米波成““兵家必争之地兵家必争之地””
本报记者 刘 艳

在《科学》杂志公布的十大科学突破中，量子霸权赫然在列。但公众想要真正

用上量子计算机，还需要有实际功能的程序落地，需要触手可及的量子 APP。

“众所周知, 软件是计算机的‘灵魂’。一旦量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量子软件

的开发将变成真正发挥量子计算机作用的关键。”中科院软件所学术副所长应明生

表示。

近日，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及合作团队正式发布了国内首个量子程序设计

平台——isQ，为量子程序的设计给出“指南”，为程序批量验证提供平台。

量子计算需要一种适宜的新语境，经典编程语境不再适宜。由于量子系统

与经典世界相比有许多完全不同的特征，如量子信息的不可克隆性、量子纠缠

的非局域作用等。经典的软件理论、方法和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直接适用于

量子软件。

微软的一个专利是通过模拟器将经典程序调试的方法“嫁接”到微型量子程序

的调试，其优点是能直接利用已有的手段、方法，缺点是只能针对规模较小的量子

程序。

基于对量子语言的充分理解，isQ 平台包含的编译器能首先将高级语言编写

的量子程序转化为指令集语言，然后交由后续工具进一步处理。平台将帮助程序

开发者方便地编写比较符合程序员思维的高级语言程序，并准确地转换为量子计

算机能理解的指令集语言。相关研究人员表示，平台未来可依据不同的硬件，转换

为不同的指令集，实现对多种量子计算机的兼容。

量子计算语言所下达的指令是否准确，取决于人类与量子世界的“沟通”程度。

程序的纠错与正确性验证，是量子计算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量子程序规模

还比较小，还可以通过人工的方式去完成，比如说写个两三百行、上千行的代码，人

工一行一行去检查错误。但如果代码量达到几万行甚至十几万行，人工验证就失

效了。

由于量子程序与传统计算机程序相比具有很大的不同, 特别是由于量子叠加

和纠缠的存在, 量子程序的验证往往非常困难。

isQ 中包含的定理证明器，是世界上首个能够对大型量子程序是否正确进行

验证的工具。

“它的实现基于团队提出的量子霍尔逻辑。”中科院软件所量子软件研究团队

副研究员应圣钢说，该工具是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可在经典计算机上克服计算时

间与存储空间的限制，为较大规模量子程序的设计提供重要帮助。

具体地说，是通过参数化的方式实现逻辑层面的验证，而不需要真正地在

系统中进行数值运算。因此当量子比特数超过目前传统计算机的模拟运算极

限时，这一方法也能够进行程序的验证。利用定理证明器，一台普通的笔记本

电脑也能进行大型量子程序的正确性验证，这是传统超级计算机通过模拟器运

算无法完成的。

“教”你练就量子APP

国内首个量子程序设计平台发布

模拟仿真技术是现代汽车产品与技术研发的重要手段。工业软件也是汽车智

能驾驶产业化的关键。记者从“地球克隆计划 3”发布会上获悉，以数字孪生技术

驱动的中微观仿真、工业仿真等应用，正日益渗透到交通管理、智慧交通及汽车自

动驾驶等技术研发中，将在未来城市交通中扮演重要角色。发布会还推出了全要

素场景自动化构建平台及“上海数字孪生系统”。

何为数字孪生？记者了解到，数字孪生是充分利用物理模型、传感器更新、运

行历史等数据，集成多学科、多物理量、多尺度、多概率的仿真过程，在虚拟空间中

完成映射，从而反映相对应的实体装备的全生命周期过程。最早由美国国防部提

出，用于航空航天飞行器的健康维护与保障，随后逐渐拓展到工业、医疗、智慧城市

及其他领域。

“让真实世界中需要高成本或很难实现的事情，在虚拟世界里得以快速实

施，这正是数字孪生的意义。”某相关技术企业首席执行官李熠介绍。例如如何

找到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解决方案，在现实世界中修改道路或者做实地测试

非常困难。而在数字孪生技术塑造的场景中可以做成百上千种测试。让每一

辆车、每一条路，甚至很多车道线设计、转向设计在模拟器内测试，跑出最优解，

然后再回到现实世界里去实施。此次打造的智慧交通方案中，海量传感器数据

可以实时同步到数字孪生系统中，数据被关联起来后，车路通讯、车车通讯能够

变得更加简单。

数字孪生技术在智能驾驶汽车产品的设计研发测试中将扮演重要角色。

据介绍，李熠所在企业研发的基于物理的 51Sim—One 仿真系统，通过在网页端

根据汽车产品面临的不同环境条件，控制车的传感器、雷达、摄像头等不同零部

件，让车在仿真的环境下运行、测试，大大缩短测试时间，低成本获取以前难获

取的数据。

数字孪生技术

模拟出城市交通最优解

侯树文 本报记者 王 春

述两项任务的结果将对信息通信技术产业

产生深远影响，因此，5G 毫米波议题成为

WRC-19 大会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博弈的

主战场。

虽 然 此 次 大 会 上 ，26GHz 频 段

（24.25GHz—27.5GHz） 、 40GHz 频 段

（37GHz—43.5GHz）以 及 66GHz—71GHz

频 段 全 部 或 部 分 标 识 为 全 球 统 一 的 5G

频 段 ，但 围 绕 这 3 个 频 段 的 使 用 条 件 争

论未休。

比如，全球 5G 产业极力争取的 26GHz

频段具有频点低、带宽大、设备实现难度相

对较小等优点，但该频段与卫星地球探测业

务相邻，制定全球统一的 5G 基站带外无用

射频限值，是降低 5G 系统干扰可能性的重

要技术手段。

限值越小，技术指标越严格，意味着设

备器件研发投入、组网成本越高，频率保护

相应也会增加；限值越宽松，越会对邻频气

象业务带来干扰隐患。带外射频限值是宽

是严，不仅关系到产业利益和人类观测自然

之间的权衡，也关系到各国战略布局。

而被细分为 3 个连续频段的 40GHz 频

段，分布着各种卫星业务、定位业务、射电天

文、空间研究等无线电业务。争论的焦点在

于，是把 3 个频段都用于 5G，还是只明确其

中一段。中国希望空间和地面产业均衡发

展，将其中一部分用于 5G，认为给卫星产业

发展空间与保护其他无线电业务正常运转

同样重要。

模拟城市交通，跑出最优解，再根据模拟结果完善现实交通情况，是数字
孪生技术的重要作用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