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责任编辑 郭 科 I T
2021 年 4 月 20 日 星期二

车 联 网 的 代 名 词 不 是

5G，它还需要蜂窝车联网与

5G融合组网。蜂窝车联网可

以提供低时延、高可靠的通信

能力，已成为国际主流的车联

网通信标准，随着移动通信从

4G向5G演进，蜂窝车联网标

准在与其他标准的全球竞争

中已形成超越态势。

◎本报记者 过国忠
通 讯 员 张羽程 许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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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艳

◎李 迪 陈 科

近日，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车联网产

业发展专委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强调，“十四五”规

划明确提出积极稳妥发展车联网，今后一段时期

是车联网加快部署应用的关键期。

聪明的车+智慧的路组成的车联网也是 5G

发力的重要场景。

4月 12日，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年度全

球分析师大会上提醒业界不要神话技术的能力，

客观看待 5G对车联网对智能驾驶的意义。

确实如此，车联网需要 5G，但 5G 不是唯一

的条件。

随着 5G、蜂窝车联网（C-V2X）、自动驾驶

等技术的不断成熟落地，车联网所需要的数字

化、网联化、智能化诉求日渐满足，智慧交通所展

现的未来图景越发真实可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和《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提出，到2035年，

要基本建成“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通

强国，并实现“智能先进、交通运输感知全覆盖”。

通过车联网我们可以实现交通一盘棋，而要

体现出车联网的威力，5G必不可少。

在这盘棋中，智能汽车是关键棋子，要想同

时实现高传输速率的车载娱乐功能、海量的传感

器数据收集与分析，超可靠低时延的自动驾驶及

车与路网人云之间的无缝互联，需要一个能力超

强的基础网络。具备高可靠、高带宽、低延时等

特性的 5G可以满足这些需求。

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标准研究所

副主任葛雨明看来，5G 等新技术的引入，将促进

车联网两个应用场景创新，一是提升交通的智能

化服务能力及行驶安全和出行效率，二是促进自

动驾驶技术的成熟。

车联网的初衷是让智能驾驶汽车上路，而智

能驾驶的实现需要感知（路况）、认知（环境）、

（AI）决策、（车辆）控制四大技术系统的支撑。

北京市政协委员、资深汽车媒体人陈小兵

说：“让车不再是孤立的设备，让交通不再割裂，

车联网需要 5G。智能驾驶真正实现商业化落

地，5G 是首要条件。乐观地说，除了认知系统还

在等待 5G的连接，其他系统日趋成熟。”

车联网的终极目标是无人驾驶，什么时候实

现还说不好。可以预见的是，这个目标一旦实

现，将颠覆汽车、交通及相关的所有产业。

据盖世汽车研究院预测，2020 年车联网全

球市场规模将突破 6500 亿元，渗透率达 20%；至

2025 年中国车联网市场规模接近万亿级别，市

场渗透率高于 70%。

这场最具颠覆性的产业变革一直在等待 5G

充分展现它的“魔力”。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前部长

苗圩说：“我们确定了车路协同的发展模式，通信

基础设施建设采取适度先行的策略。”

如苗圩所言，我国没有陷入“让路等车还是

车等路”的纠结，5G 网络适度超前建设为基于

C-V2X的车联网铺设了基础设施。

在陈小兵看来，现有以“5G汽车”为卖点的汽

车还停留在浅层次的车机应用阶段，真正的智能

网联汽车还在等待交通基础设施与信息基础设施

统筹布局、协同建设，那才是5G技术的用武之地。

5G是车联网的基础支撑

智能交通和自动驾驶对车联网的通信速率、

时延和可靠性等系统性能提出了更加严苛的要

求。同时，车联网的代名词不是 5G，它还需要

C-V2X 与 5G 融合组网。C-V2X 可以提供低时

延、高可靠的通信能力，已成为国际主流的车联

网通信标准，随着移动通信从 4G 向 5G 演进，

C-V2X是智能交通的必备要素

智能交通的升级正在各个维度展开，但它能

否成为有感知、会思考、能决策、自生长的“交通

神经网络”，有些障碍必须搬除。

车联网系统的庞大性，技术的复杂性，应用

的多样性及场景的个性化特点，使传统 IT 架构

已难以满足其需求。

如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杨元庆所言：“各

行各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离不开基于‘端—

边—云—网—智’技术架构的‘新 IT’基础设施

的支撑和赋能。”

缪军海认为，车联网最大的挑战是还没有强

大的运营主体。与此同时，虽然相关地方政府与

企业合作创新试点，但不排除有的地方过于关注

招商引资，对车联网的建设和运营聚焦不够的现

象存在。

车联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每个环节都

很关键，容不得半点闪失。

近年来，针对车联网的网络安全事件、汽车

信息安全召回事件等时有发生。随着车联网技

术的智能化、网联化进程加快，车联网网络安全

问题日益严峻。

从何处入手解决车路协同的安全挑战？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车联网产业发

展专委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要加快建立车联

网数字身份认证机制，推进车联网跨行业跨地区

互联互通和安全通信，加强网络和信息安全工

作，从源头上提升产品和服务安全水平。

陈小兵说：“备受关注的还有车联网的数据

安全，目前智能网联汽车在数据采集和存储上存

在责任、规范要求不明确等问题。信息和数据的

安全保障性较低，且缺少数据的有效收集和进一

步挖掘，导致相关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显然，只有相关行业齐头并进，车聪明、路智

慧的目标才能实现。

智能交通每个环节都容不得闪失

C-V2X标准在与其他标准的全球竞争中已形成

超越态势。

华为无线 C-V2X 车路协同领域总经理缪

军海的观点是，从把车连到网，以及把车与车、车

与人、车与道路基础设施连成网，实现车与外界

的信息交换这个角度看，车与外界的信息交换网

络跟智慧交通更加强相关。

从自动驾驶的角度看，C-V2X 技术就是高

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的一部分，和摄像头、

激光雷达等多种传感器共同辅助车辆完成高级

别自动驾驶。

虽然从理论上说，单车不计成本地堆砌传感

器也能实现自动驾驶，但是少了 C-V2X 的车辆

就像一座信息孤岛，无法和周围车辆及基础设施

进行沟通交流，存在感知和决策的极大限制。

标准是技术落地的先导，2015年国际标准化

组织（3GPP）就启动了基于4G LTE的C-V2X标

准研究。

作为 C-V2X 标准的提出者与推动者，中国

信科集团副总经理、无线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陈山枝博士见证了 C-V2X 从构想到标

准，从标准到产业的全过程。

“C-V2X概念提出后，也坐了几年‘冷板凳’。

经过近 10 年的努力，C-V2X 技术标准获得了全

球主要国家的认可。”2020年 1月，工信部明确表

态，C-V2X 是中国唯一的车联网技术标准。记

者 从 4 月 8 日 召 开 的 IMT-2020（5G）推 进 组

C-V2X 工作组第十六次会议了解到，为促进车

联网产业链及供应链的进一步成熟，2021 年系

列测试示范活动计划将分区域分场景展开。

今年 5月陆续开始的北京、合肥、武汉、柳州

四站大规模测试，将通过构建面向城市拥挤路口

200 余台 C-V2X 车辆规模化运行的场景，重点

为 C-V2X 设备系统提供大规模环境下的通信

时延、可靠性等性能测试。

2021 年 9 月拉开的武汉 C-V2X 应用示范，

300 余台搭载 C-V2X 设备的城市车辆将开展普

通车辆和网联车辆混行在复杂交通流下的应用

验证。结合城市感知路口建设标准需求，开展路

侧感知系统测评。2021年 10月在“上海—苏州”

开 展 的 C-V2X 跨 省 级 应 用 示 范 ，将 在

“C-V2X+5G+北斗”跨省域车联网综合应用示

范的同时，探索开展 C-V2X 支持自动驾驶、无

人巡检远程遥控驾驶等应用验证。

在近日中国信通院联合中兴通讯举办的

“中国 5G 消息高质量发展线上新闻发布会”

上，双方以中兴通讯 Openlab 和泰尔终端实验

室移动互联网业务创新中心为载体成立信息

通信新技术联合创新实验室，并发布了国内

首个 5G 消息平台技术要求、测试标准及评价

体系。

发布平台标准将对 5G 消息产生哪些影响？

4月 18日科技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以标准引领，提升平台
服务能力
“5G 消息即富媒体消息，是传统短信业务的

升级，在个人用户之间，除了发送传统短信支持

的文本之外，还可以相互发送图片、音视频等多

种媒体和多种格式的信息。”江苏理工学院电气

信息工程学院信息工程系主任贾子彦副教授说，

同时，政府和企业等行业用户可以将公共服务和

商业服务以多媒体消息和交互式卡片的形式呈

现给用户。

业内专家认为，随着我国 5G 消息商用进

程的加快，迫切需要测试标准的支持和引领。

因此，工信部把 5G 消息系列标准列入重点推

进项目，并着力稳步推进这项工作，旨在通过

标准的制定，提升 5G 消息平台服务能力，加速

全行业 5G 消息生态建设，更好地满足行业客

户的需求。

在贾子彦看来，这次发布的标准对于 5G 消

息平台在文本、图片、音视频、文件传输、富媒体、

位置等 6 方面业务的一对一传输能力与策略管

理、任务管理、数据统计、运营功能以及内容安全

和审核能力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技术要求。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针对一对一传输能力，

标准要求从能力兼容性角度进行评价；针对策略

管理、任务管理、数据统计、运营功能，分别从可配

置的发送人群和可量化的发送指标、定时发送有

效期机制和目标人群发送、5G消息数据传输失败

原因、辅助行业客户定性定量的运营5G消息等方

面进行评价；针对内容安全和审核能力，通过审核

准确率、误差率等指标进行定量考察，从服务应用

性系统安全角度进行定性考察。

此次发布的5G消息平台评价体系，构建了三

级评价指标体系，分别是一星完备级、二星优秀级、

三星卓越级。这是5G时代的一个重大突破。

通过完备级测试及评价的 5G 消息平台，意

味着其具备较为完整的平台功能及内容审核能

力，并具备 5G消息兼容性能力；通过优秀级测试

及评价的5G消息平台，意味着其能为用户提供较

好的平台使用体验，具备完备的内容审核能力，并

具备较强的5G消息兼容性能力；通过卓越级测试

及评价的5G消息平台，意味着其具备高度灵活可

配置的功能单元，和根据各行业需求完整定制5G

消息平台的使用及运营功能，具备完备的内容审

核能力，并具备较强的5G消息能力兼容性。

5G消息平台，促进多场
景深度融合

业内专家认为，随着 5G 消息行业客户需求

越发明确，运营商网络建设持续完善，终端覆盖

范围不断扩大，网络安全系统（CSP）发展规范良

好。5G 消息将作为首批 5G 落地应用之一，今年

有望全面商用。

“这次中兴通讯与泰尔实验室推出的不是5G

消息的标准，而是 5G 消息平台的标准。”贾子彦

说，“5G 消息标准是 GSMA RCS UP标准，该标

准的最新版本是在2020年10月推出的2.5版。”

贾子彦告诉记者，5G 消息是手机需要支持

的基本功能，虽然可能不会有一系列 5G 消息

App 问世，但是在各种 App 中加入对 5G 消息的

支持并与 5G 消息进行协作将会是一个必然的

趋势。

未来，随着 5G 消息生态的飞速发展，普惠、

安全、服务到人的 5G消息将融入千家万业，在金

融、教育、传媒、交通、电商、民生等领域都将有广

泛的应用。

其中，CSP在构建 5G 消息平台时，可为不同

客户提供包括符合其个性化需求的聊天机器人

在内的解决方案，并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与 5G消息进行融合，从而促进 5G消息与行业业

务场景的深度结合。

规则先行，加速推动5G消息高质量发展

下一代移动通信系统将不仅仅具备通信功能，它将构建物理世界与

数字世界连接的神经中枢，真正开启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能的时

代。4月 15日，第一届通信感知一体化学术研讨会在四川成都举行，相关

领域专家学者们认为 6G技术的愿景是成为连接物理和数字世界的桥梁，

而通信感知一体化是核心使能技术之一。

6G 是什么？会上，华为无线首席技术官童文指出，6G 网络具有网络

感知和机器学习两大新特征，它不仅是连接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纽带，

更是物理世界与智能世界的神经系统；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副理事长、秘

书长闻库表示，目前业界有很多答案，也有很多未知，最大的未知不是这

个技术是什么？而是我们用 6G做什么？拓展应用范围是当前推进 6G的

重要任务之一。

随着行业生产和智慧生活服务加速发展，极大地拓展了移动通信网

络服务能力的边界，6G 技术将进一步扩展和深化物联网的应用范围及领

域，有效地服务智能化的生产与生活。

会上，闻库风趣地介绍，手机像漂亮的姑娘，基站是英俊的小伙儿，小

伙儿和姑娘用“无线”的眼神进行沟通。小伙儿的眼神里主要“惦记”的是

姑娘，这也一直是“通信人”的科研追求。

“实际上，小伙儿看到的不仅是姑娘，还有围绕在姑娘周围的‘美丽的

信号’，只不过这些信号被通信科研人员暂时‘无情’地搁置。”他说，未来

希望能够在现有的 5G网络接收机上加上更强大的软件，把搁置的信号矿

渣再次进行“提纯”，找到 6G 技术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通信感知一

体化”领域的创新点。

此外，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在会上表示，6G 技术的发

展带给我们无限的憧憬，智能内生、多维感知等新能力孕育着新的应用场

景；中国移动研究院副院长黄宇红提出，未来网络和终端都需要支持通信

和感知能力，这将孕育诸如无人驾驶等多种新业态，加速通信技术应用深

度；中国电子学会通信分会朱洪波主任表示，当今通信系统被要求不仅仅

以人为链接对象，更是要求万物“按需互联”。

“提纯”搁置信号

找到“通信感知一体化”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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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峰）如今数字化时代，包括政府机关、企事业

单位的重要文档在内的各类文档大都实现了数字化。但这庞大的数据如

何管理？怎样保证这些数据的安全？记者 4月 17日从安徽省档案局了解

到，国内首款运用了区块链技术的档案一体机在安徽合肥正式问世并投

入使用。

“我们与浪潮联合研发的 G6 档案一体机，可在档案管理过程中利

用区块链技术将流转过程上链，构建可信可靠的流程跟踪溯源，以保障

共享区存储数据的安全（防篡改），实现对数据的授权访问，再通过档案

区块链 API 开放平台的多节点接入，同时优化了公共资源利用率。”安

徽宝葫芦信息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总监王国才说，“这款档案

一体机主要针对国产化适配各种复杂环境，保障数据安全、提高软硬

件兼容稳定性，同时也优化了业务流程，符合国家信创要求。”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对加快档案信息化战略转型、推进政府

机关、企事业单位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加强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

案管理都提出更高的要求。”王国才说，这些留存于各类档案当中的

数据，是对社会和经济极其重要的数据资源，只有在充分保证这些数

据安全的情况下，将其充分挖掘出来，从而服务与造福社会，这些档

案数据才更有价值。而区块链技术在这一领域的应用，正是一种积

极有益的探索。

运用区块链

让档案数据管理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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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讯 （记者段菁菁 华洪立）4 月 16 日在杭州举办的第七届

中国数字阅读大会上，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了《2020 年度中

国数字阅读报告》（以下称《报告》）。《报告》显示，2020 年，中国数字阅

读产业规模达 351.6 亿，数字阅读用户规模达到 4.94 亿，人均电子书阅

读量达 9.1 本。

伴随“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数字阅读已经成为中国人获取知识、信

息的主要方式。《报告》指出，2020 年中国数字阅读产业规模达 351.6 亿，

增长率达 21.8%；数字阅读用户规模达 4.94亿，增长率达 5.56%，人均电子

书阅读量 9.1本，人均有声书阅读量 6.3本。与此同时，人均纸质书阅读量

6.2本，同比去年减少 2.6本。

数字阅读习惯的养成，让越来越多用户更愿意为优质内容付费。

2020年，电子阅读付费用户中的 26.8%每月平均花费 100元及以上。

大众阅读用户中，不同年龄阶段呈现出明显的偏好差别。《报告》显

示，“70 前”偏好健身类图书；“70 后”偏好军事战争类；“80 后”偏好时尚

类图书；“90 后”更喜欢阅读旅游旅行类的书；“95 后”则对漫画绘本情

有独钟。值得一提的是，儿童已成为阅读的重要用户，儿童数字阅读付

费增长 56.5%，日均数字阅读时长 29 分钟，每晚 20—22 点是儿童数字阅

读的高峰。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及 5G 商用的普及加速了阅读从数

字化向数智化转型。《报告》指出，数字阅读行业不断探索“5G+”阅读

模式，AI、AR、VR 等新技术、新模式拓展了云端图书馆、云书店等数

字阅读的新空间和新场景，数字阅读领域的云服务、物联网进入发展

快行线。

2020年中国数字阅读

用户规模达4.94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