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世界，触手可及



是机器，更是家人
全球14%的家庭将拥有家用智能机器人。

人机协创
97%的大企业将采用AI。

超级视野
采用VR/AR技术的企业将增长到10%。

无摩擦沟通
企业的数据利用率将达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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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云、IoT、AI的融合应用正在

塑造一个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

智能的世界，它比我们想象中更快地

到来。华为展望2025年行业发展趋

势，让我们一起预见触手可及的智能

世界，每个人、每个企业、每个行业

都将从中获得新能力，挖掘新机会，

创造无限可能。

@2025
2025十大趋势：

智能世界，触手可及



懂“我”道路
C-V2X（蜂窝车联网技术）将嵌入到全球

15%的车辆。

5G，加速而来
全球58%的人口将享有5G服务。

零搜索
全球90%的人口将拥有个人智能
终端助理。

共生经济
基于云技术的应用使用率将达到85%。

机器从事三高
每万名制造业员工将与103个机器人
共同工作。

全球数字治理
全球年存储数据量高达180Z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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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执行概要

智能世界触手可及

当今，以人工智能、5G、云计算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改

变，已在悄然发生，并比你想象中更快地到来。

4岁的孩子能向智能助手发出指令；小机器人能够深入检测地下管道，

看见人类看不见的视野；复杂的按钮正在简化，你的家电开始与你对

话；交通出行由“你看灯”，变成“灯看你”；生活在复杂雨林环境下

的蜘蛛猴因为智能设备对声音的收集分析，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这

些都是我们当下正在发生的真实案例，它们所探索的方向以及背后的技

术，向我们呈现了一个方向：智能世界正在朝每个普通人，每个大小企

业，每个行业走来，并且它是触手可及的。

为此，华为全球产业展望（GIV@2025），旨在通过实际的案例和数

据，勾勒和阐述一个可触碰的智能世界，将如何赋予个人、企业、产业

新的能力、新的机会、新的生活方式。我们试图通过10个趋势，一起探

寻ICT技术应用的发力点，它们看似发生在今天，但已洞见了智能世界

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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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随着材料科学、感知人工智能以及5G、云等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将出现护理机器人、仿生机器人、陪伴机器人、管家机器人等形态丰富的机器人，涌现

在家政、教育、健康服务业，带给人类新的生活方式。

GIV预测：到2025年，G8国家（加拿大、法国、

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英国和美国），

每个养老院将配备10台护理机器人。全球14%的

家庭将拥有家用智能机器人。

趋势一：是机器，更是家人

护理机器人 仿生机器人

管家机器人陪伴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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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护理机器人

仿生机器人

管家机器人

陪伴机器人

在八国集团成员国，每个养老
院将配备十台护理机器人

200亿智能家居设备

全球14%的家庭拥有
智能家用机器人

14% 
10 

20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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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以5G、AR/VR、机器学习等新技术使能的超级视野，将帮助我们突破空间、表象、时间的局限，赋予人类新的能力。

GIV预测：2025年，全球的VR/AR用户数将达

3.37亿，采用VR/AR技术的企业将增长到10%。

趋势二：超级视野

突破距离 突破表象

突破时间突破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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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突破表象

突破模糊

突破时间

眼疾报告

5G

采用VR/AR技术的
企业将增长到10%

全球的VR/AR用户
将增长到3.37亿

突破距离

10% 

3.37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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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受益于人工智能及物联网技术，智能世界将简化搜索行为和搜索按钮，带来人类更为便捷的生活体验：从过去的你找信息，到信息

主动找到你；未来，不需要通过点击按钮来表达你的需求，桌椅、家电、汽车将与你对话。

趋势三：零搜索

以我为中心的
网络

无按钮交互

GIV预测：2025年，智能个人终端助理将

覆盖全球90%的人口；全球将有4.7亿的智

能音箱。

故障零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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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90% 

故障零搜索

无按钮交互

以我为中心的网络

全球将有90%的人口
拥有个人智能终端助理

你好，
智能世界

7



执行概要

智能交通系统将把行人、驾驶员、车辆和道路联接到统一的动态网络中，并能更有效地规划道路资源，缩短应急响应时间，让零拥堵的交

通、虚拟应急车道的规划成为可能。

趋势四：懂“我”道路

零拥堵城市 虚拟应急车道

GIV预测：2025年，C-V2X（Cellular Vehicle-to-

Everything）蜂窝车联网技术将嵌入到全球15%的车

辆。智慧交通系统需要处理海量的多维数据，推动量子计

算的发展，在计算方面带来巨大红利，20%的大型企业

将有望从量子计算发展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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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虚拟应急车道

智慧城市管理中心

Cloud+AI5G

C-V2X蜂窝车联网将嵌
入到全球15%的车辆中

零拥堵城市

20%的大型企业都将有望从
量子计算发展中获益

2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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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自动化和机器人，特别是人工智能机器人，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他们可以从事处理高危险、高重复性和高精度的工

作，无需休息，也不会犯错，将极大提高生产力和安全性。如今，智能自动化在建筑业、制造业、医疗健康等领域中广泛应用。

趋势五：机器从事三高

高危险工作

高精度工作高重复工作

GIV预测：2025年，每10000名制造业员工

将与103个机器人共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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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高危险工作

高重复工作 高精度工作

180    320    268

每10000名制造业员工
将与103个机器人共同
工作

10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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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以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融合应用，将大幅度促进未来创新型社会的发展：试错型创新的成本得以降低；原创、求真的职业精神得

以保障；人类的作品也因机器辅助得以丰富。

趋势六：人机协创

试错型创新

AI启发创作
保护知识产

权，鼓励原创

GIV预测：2025年，97%的大企业将采用

AI，人机协创无所不在，创造更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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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试错型创新

AI启发创作

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原创

20        10万

10万

原创

模仿

AI
AI

Nobel Prize

Nobel Prize

97%的大型企业
将采用AI

全球智能手机的
数量将达到61亿台

97% 

61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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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的应用与发展，企业与客户的沟通，跨语种的沟通都将可能变得无摩擦，因为精准的信息到达，人与人之间更容

易理解、信任彼此。

趋势七：无摩擦沟通

GIV预测：2025年，企业的数据利用率

将达86%。

企业懂客户

交流无国界 包容性沟通

客户懂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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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包容性沟通
企业懂客户

客户懂企业 交流无国界

？？？

处方

？？？

全球联接设备将达到
1,000亿台

公司内部创建的数据
的利用率将达到86%

86% 

1,000 亿

处方

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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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无论身在何处、语言是否相通、文化是否相似，数字技术与智能能力逐渐以平台模式被世界各行各业广泛应用。各国企业都有机会在开放合作

中，共享全球生态资源，共创高价值的智能商业模式，最终改变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模式。

趋势八：共生经济

GIV预测：2025年，全球所有企业都将使用

云技术，而基于云技术的应用使用率将达到

85%。

技术推动包容

技术推动
可持续发展

技术推动
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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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技术推动包容性发展

技术推动合作共赢
相同的成本，更好的结果

相同的成本
更好的结果

技术推动可持续发展

全球100%企业
都将使用云技术

企业基于云技术的应用
使用率将达到85%

85% 

10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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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大带宽、低时延、广联接的需求正在驱动5G的加速商用，将渗透到各行各业，并比我们想象中更快地到来。

趋势九：5G，加速而来

GIV预测：2025年，全球将部署650万基

站，服务于28亿用户，58%的人口将享有

5G服务。

大带宽

广联接低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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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广联接

大带宽

5G

低时延

全球将拥有28亿
5G用户

全球将拥有650万个5G基站

58%的人口享有
5G网络服务

58% 

28 亿

65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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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触及智能世界，也遇到了新的阻力和挑战。随着海量数据的产生，如何确保技术应用方向的正确性，如何保护个人、企业的隐私安全，

如何避免全球数据财富分配不均的“马太效应”？新的规则、法律对于智能世界将意义重大。

趋势十：全球数字治理

GIV预测：2025年，全球将产生海量的数

据，存储数据量高达180 ZB。

全球统一
标准的数字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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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标准化的数字治理以保护全球数字资产

IOIO  OOIOOI OIO
OOIIIOO OIII   OO
OI  IOIIIOOOIOIOI
OIIIOO IOO  III IO
OO I OO OIII OOO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数据监管

……

全球年存储数据量
高达180 ZB

180Z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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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方法论

定量预测需要基于各指标历史数据特征

选择合适的方法，GIV@2025采用了

趋势模型外推和时间序列预测结合的方

法。基于历史数据和业务发展规律建立

回归模型是首选；若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的预测结果不理想，则考虑建立多元线

性回归模型或采用时间序列预测方法。

市场洞察预测

回归分析建模方法

线性回归、逻辑回归、

多项式回归

华为判断

GIV定量预测&定性判断

客户、伙伴调研访谈

国际组织预测 咨询公司预测 业界厂家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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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GIV@2025指标定义
维度 序号 指标 定义 2025 年预测值

数字化

1 V2X 技术渗透率

搭载 V2X 技术的机动车占比

V2X 定义：基于 3GPP 定义的 C-V2X（Cellular Vehicle-to-

Everything）蜂窝车联网技术标准进行的通信，包括车车协同（V2V）、车

路协同（V2I）和人车协同（V2P）等短距离通信以及车辆与应用服务器（V2N）

之间的数据交换

15%

2 VR/AR 个人用户数量 头戴式 VR/AR 设备个人用户数量 3.37 亿

3 企业 AR/VR 普及率 在业务运营中应用 AR/VR 技术的企业占比 10%

4 智能家居数量
智能家居包括各类智能软件及智能安全设备，如智能电视、智能终端助理、智

能摄像头、智能电灯、智能插座、智能锁等
20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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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维度 序号 指标 定义 2025 年预测值

联网化

5 全球联接数量 全球联网设备总数 1000 亿

6 全球互联网用户数量 全球通过各种方式接入互联网的人口数量 62 亿

7 5G 网络覆盖率 居住在 5G 网络覆盖地区的全球人口占比 58%

8 全球 5G 网络用户数量 全球 5G 网络用户总数 28 亿

9 全球 5G 基站数量 全球部署的 5G 基站总数 65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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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维度 序号 指标 定义 2025 年预测值

智能化

10 全球年新增数据量 全球全年产生并存储的数据量，包括复制的数据 180 ZB

11 企业数据利用率 全球企业可用数据中被分析利用的数据量占比 86%

12 企业云服务采用率 采用云服务（包括 IaaS、PaaS、SaaS）的企业占比 100%

13 企业应用云化率 在云端部署的企业应用占比 85%

14
数字化智能个人助理普及

率

使用 Cortana、Alexa、Siri 等聊天机器人或语音助手软件的用户在智能手机

用户总数中的占比
90%

15
全球家庭智能家用机器人

使用率

具有移动能力并搭载先进 AI 技术的家用机器人在全球家庭中的普及率，包括

清洁机器人、烹饪机器人、跳舞机器人、护理机器人等
14%

16
G8 国家平均每个养老院配

备的护理机器人数量

G8 国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英国和美国）平均

每个养老院配备的护理机器人数量
10

17 大企业应用 AI 的比率 将 AI 技术应用于企业的业务、经营或管理等流程的企业占比 97%

18
全球制造业工业机器人密

度
全球制造业每一万名工人所配工业机器人数量 103

19
2025 年获益于量子计算的

大企业占比
2025 年获益于量子计算的大企业占比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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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机器，更是家人
趋势一 



是机器，更是家人

趋势一

护理机器人

仿生机器人

管家机器人

陪伴机器人



是机器，更是家人

GIV 预测，
到2025年，全球14%的家庭
将拥有家用智能机器人。

说到机器人，你头脑中会浮现出哪些画面？是孩子的智能机器人玩

具、家里的扫地机器人？或是《我，机器人》或《终结者》等反乌托

邦科幻电影中险恶而危险的机器人？

无论是怎样的画面，机器人都已进入我们的生活。令人欣慰的是，随

着材料科学、感知人工智能以及5G、云等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到

2025年，机器人将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华为全球产业展望

（GIV）预测，到2025年，全球14%的家庭将拥有自己的机器人。

无论是家政、教育还是健康服务业，机器人都将越来越普及、越来

越高级，造福于人类社会。

下面介绍几种影响现在和未来趋势的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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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机器，更是家人

护理机器人

人口老龄化和医护人员不足是带动护理机器人需求量的两大主要趋

势。

全球老龄化人口每年以3%的速度增长[1]。 例如，欧洲有20%的人口

在60岁以上[1]。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老龄化加速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这意味着，适龄工作人口减少，需要照顾的老年人口增加。但医护人

员却不足。

世界卫生组织（W H O）预测，到2030年，全球医护人员的缺口将

达到900万，其中东南亚和非洲的情况最为严重[2]。医护人员短缺将

导致恶性循环：患者的平均医护人员减少意味着更多人可能在医院感

染，病人的再入院率提高。此外，根据预测，未来家庭护工的需求，

尤其是老年人对护工的需求，将远远高于供给。

为了应对这一危机，多个国家都在加大护理机器人和相关应用的研究

与投入。护理机器人在非临床环境下将具有如下功能：

► 通过可穿戴设备或家居设备内嵌的传感器收集老年人的数据，以

便进行预测性分析，预防和应对潜在健康问题。

► 扮演“急救员”的角色，以毫秒级的速度响应心脏病、哮喘等突

发性疾病，在“黄金六分钟的治疗时间内”实施救治，提高治疗

效果[3]。

► 自动或在医护人员的远程指导下提供身体检查等医疗服务。

► 根据实时数据分析结果，联系紧急服务机构前往患者家中实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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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机器，更是家人

治。据预测，这将降低50%的入院率[4]。

► 将医疗数据传回诊所和医院，确保医护人员实时了解患者信息。

► 作为自动药物分配器，可以为患者管理处方、准确分配和提供

粉末、液体或片状药物，确保患者可以在恰当的时间服用正确

计量的药物。

► 提供清洁服务，例如，利用紫外线灯和过氧化氢蒸汽在几分钟内

对房间进行消毒[5]。

► 避免患者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前往诊所或医院，浪费日益紧张的

医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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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机器人

谁不想跑得更快、看得更清楚、超越年龄的限制？哪个体力劳动者不希

望避免在工作中受伤？人们对仿生机器人的需求不断增加，这里举几个

例子来说明。

► 外骨骼机器人：以美国和英国为例，每年65岁以上和80岁以上摔倒

的老年人分别占30%和50%，由此造成的经济成本十分惊人[6]。

在英国，总经济成本为23亿美元，而在中国和美国，每个老年人摔

倒的平均经济成本是3万美元[6]。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可

能会受到各种疾病的影响，但摔倒可能导致我们的健康每况愈下，

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

智能外骨骼机器人融合了力学、传感器、人工智能和移动计算技

术，已应用于人们的生活，并且需求量将继续增长。外骨骼机器

人不仅能辅助老年人出行、为其提供保护，还能提高工业场景的

安全性，辅助患者进行康复训练，帮助患有神经系统疾病或中风

的患者正常行走。刚性外骨骼机器人的胫部和脚部所应用的算法

可以根据佩戴者的情况辅助其行走。报告表明：当外骨骼机器人

了解了佩戴者的步态后，其能效将提升24%[7]。

► 义肢：智能化义肢比外骨骼机器人的应用场景更具体。机器学习技

术将大脑和义肢相连，自动将佩戴者的意图传递给义肢，使其智能

化水平越来越高[8]。但机器学习并非最理想的解决方案，为了让义

肢能够识别某一指令，佩戴者需要不断重复这一指令。目前的研究

聚焦计算机人体骨骼肌仿真模型，以实现大脑和义肢的自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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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装置：视觉增强技术的进步将深受全球13亿视障人士的欢

迎。中国研发的Eye See头盔利用激光技术进行全方位扫描，

可以感知三米以内的障碍物[9]。云计算和人工智能通过识别标

志上的文字以及年龄等与人相关的特征进一步为视障人士打开

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智能地图和定位还能实时匹配用户的路

线[9]。

随着护理和仿生机器人的发展，它们将帮助解决与人口老龄化和人类脆

弱生理机能相关的诸多问题。

Gartner预测，到2023年，美国急诊部门的人流量将减少2000万人次，

慢性病患者将逐渐使用人工智能虚拟医护服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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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机器人

随着自然语言处理和计算机视觉（包括人脸识别）等感知层面人工智能

技术的发展，社交机器人能够根据日益复杂的决策树，与人类进行多

轮、多层次对话，甚至通过语音语调的细微变化实时影响对话进程。简

而言之，机器人不再是“恐怖谷”理论所描述的僵硬、恐怖形象，而是

可以像朋友或知己一样陪人们聊天。

人工智能语言学家能为我们带来怎样的人工智能应用和经验呢？

►  教育机器人：对于“数字元人”而言，首次与教育机器人接触的平

均年龄在3岁以上，他们使用教育机器人主要是为了学习语言[11]。

目前，玩具型智能机器人深受儿童喜爱，而这些机器人的复杂程度

也在不断提高。到2025年， “爱因斯坦式”的智能导师将能根据

孩子的能力和兴趣为他们定制独特的学习计划，适配有效的学习方

法。除了给试卷评分，人工智能机器人还能评估学生在其他方面的

表现，辅助教师利用分析技术发现各项因素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影

响。例如，在数学课之前进行课前练习是否有助于提升学习效果；

营养的摄入如何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

► 治疗机器人：机器正在健康领域帮助人类预测和治疗疾病[12]。人

们正在研究仿生社交机器人，其主要研究内容是通过脑电图扫描仪

和摄像机记录自闭症儿童与机器人的交互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这

些儿童的大脑信号。平均每68个孩子中就有1个自闭症患者，早期

诊断对治疗效果有很大影响[13]。此外，正在进行的研究表明，机

器人辅助干预可以向自闭症儿童传授社交技能和学术知识，包括如

何识别情绪[14]。

据WHO统计，全球逾3亿人罹患抑郁症，具有同理心并采用决策树

算法的情绪智能机器人在协助患者解决心理健康问题方面发挥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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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15]。与人类医生不同，虚拟医生可以24小时提供服务。我

们已经让机器人通过认知行为治疗技术控制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

[16]。比如一些新的应用程序可以通过分析用户数据流来监控用户

心理健康，一旦发现用户有不良情绪，便会向其自定义的家人或朋

友发送通知[17]。

► 社交机器人：多项调查显示，除抑郁以外，孤独也日益成为社会普遍

关注的心理健康问题。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有孤独情

绪的人增加了两倍。14%的英国人表示他们受到孤独情绪的困扰。

而在日本，独居老人“孤独死”问题日益严重，甚至还催生了一个新

的利基市场——“清理”行业[18]。许多公司都聚焦研发各类仿生陪

伴机器人。人工智能在感知和认知方面的技术进步将使能机器人在其

他场景的应用，提高决策树的复杂性，更敏锐地捕捉人类的情绪。机

器人将成为用户的新家庭成员或伙伴，帮助他们消除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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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家机器人

许多人都不喜欢做家务。在许多国家，家政人员都供不应求。在中国，

家政人员缺口高达5000万[19]。而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雇佣家政人

员是一种奢望。

各类管家机器人的问世可以缓解巨大的市场压力。目前市面上的机器人

只能提供基本的家政服务，如叠衣服、清洁扫除和拾取物品。然而，未

来家政机器人可能会提供更复杂的服务，例如帮助家庭排查安全隐患。

在火灾、煤气泄漏或入室盗窃等情况发生时，管家机器人可以采取如下措

施：发出预警；第一时间采取应对行动，如锁门、关闭供气系统或启动家

用喷水灭火系统；使用内置摄像头通过云端将家庭布局图或视频发送给

相关应急处理部门；防止紧急情况的误报。2017年，伦敦消防局受理了

38,000次火灾误报，每次误报造成的经济损失为323英镑[20]。此外，每

年有18万人死于烧伤，其中90%发生在家中[21]。未来，管家机器人能精

准判断危险，准时准确地报警，极大地降低火灾误报率和发生率。

目前，全球已有2亿个家庭配备了管家机器人[22]。通过不断了解家庭

成员的个人偏好和使用习惯，这些管家机器人将根据用户的语音指令以

及传感器和应用程序传送的指令为个人和家庭提供一系列居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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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越来越多功能丰富的机器人正为ICT行业创造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蓝

海市场，为运营商、开发者、机器人公司、人工智能公司、个人、家庭

以及健康和教育等垂直行业带来红利。

个人机器人还有助于扩大社会包容性，为老年人、残疾人和心理疾病患

者等有可能被边缘化的群体带来便利。机器人还将为儿童提供有趣的启

蒙教育，解放用户双手，让他们去做更多比家务活更有价值的事情。

未来，机器人将不仅是机器本身，更是你的家人、朋友。

GIV预测，到2025年：

► 在八国集团成员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

斯、英国和美国），每个养老院将配有10台护理机器人。

► 智能家居设备数目将会上升至200亿。

► 全球14%的家庭将拥有智能家用机器人。

什么是机器人

即便在ICT行业，各个公司对机器人的定义也各不相同，在人工智能

领域更是如此。在GIV报告中，我们将机器人定义为具有如下功能和

特点的机器：

► 具有能与世界互动的传感器和执行器；

► 可编程，可以执行一系列简单或复杂的操作；

► 半自动或全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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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设备数目
将会上升至

200亿

全球14%
的家庭将拥有
智能家用机器人

在八国集团成员国（加拿
大、法国、德国、意大利、
日本、俄罗斯、英国和美
国），每个养老院将配有

10台护理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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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协创

超级视野

无摩擦沟通

零搜索 懂“我”道路 机器从事三高

共生经济 5G，加速而来 全球数字治理

趋势一

趋势六

趋势二

趋势七

趋势三 趋势四 趋势五

趋势八 趋势九 趋势十

全球 14%的家庭将拥有家用
智能机器人。

97%的大企业将采用AI。

采用VR/AR技术的企业将
增长到 10%。

企业的数据利用率将达86%。

C-V2X（蜂窝车联网技术）
将嵌入到全球 15%的车辆。

全球 58%的人口将享有 5G
服务。

全球 90%的人口将拥有个人
智能终端助理。

基于云技术的应用使用率将达
到 85%。

每万名制造业员工将与103
个机器人共同工作。

全球年存储数据量高达 180ZB。



超级视野
趋势二



突破表象

突破模糊

突破时间

眼疾报告

5G

突破距离

超级视野

趋势二



超级视野

GIV 预测，到2025年，
采用VR/AR技术的企业
将增长到10%。

你想与宽吻海豚一起游泳吗？想去畅游1778年的北京圆明园吗？在

不久的将来，你将能足不出户，探索深邃的海洋和茫茫宇宙，触摸历

史，打开你的“超级视野”。

华为全球产业展望（GIV）预测，到2025年，全球5G网络覆盖率将

达到58%。届时，5G、4K+、VR、AR和AI技术的融合应用不仅能

为人们带来全新的体验 — “超级视野”，它让人们能够以前所未有

的方式看待事物，提高各个垂直行业的生产力。“超级视野”能跨越

距离、表象和时间，为个人、企业和社会带来巨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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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距离
► 电力：目前，天然气资源占世界能源资源总量的22%，需求量每

年增长1.6%[1]。天然气一般由陆地管道输送，绵延数千公里，

往往要穿越人烟稀少的偏远地区或恶劣复杂的地形，难免出现管

道破损，造成天然气泄漏。在美国，年均管道事故近90次，导致

1000万个家庭燃气供应不足[2]。

管道上的一处破裂，往往需要有经验的工程师奔波几周甚至上月

才能找到，而维修施工缺陷又进一步降低了管道维修的效率。维

修施工缺陷是造成燃气管道事故的第三大原因。

然而，“超级视野”让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到2025年，搭载着5G

传输器和4K摄像头的管道巡检机器人将代替工程师监控和检查管道

[3]。工程师坐在控制室里就能看到管道周围的环境，随意调转视角

看清管道损坏的细节原因，进而给出判断，指挥管道机器人进行维

修。据预测：到2025年，全球电站设备巡检机器人数量将达到4200

台，市场价值超过4.9亿美元，高于2017年的7600万美元[3]。

► 污水处理系统：污水管道的直径最小为6英寸（150毫米），而

污水管道外用混凝土衬砌的隧道直径长达30英尺（9米）[4]。

因此，低压污水处理系统更倾向于在每个连接点使用小型研磨泵

[4]。这样的设计导致人工难以检查细小管道是否存在腐蚀、变形

和堵塞。但坚固、防水和防尘的机器人巡检车可以突破人类的极

限，监控故障并进行小型检修[5]。具有强大计算能力的全自动无

绳机器人可以搭载存储器模块，存储视频和图像，传输管道裂缝

的高分辨率图像，并检测两个检修孔之间的故障位置和方向，完

成人类无法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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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表象

► 医疗：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约有430万的医护人员缺口，

到2030年这一缺口将增加到900万[6]。而5G、VR、AR技术的

出现与应用，为全球医疗界带来了“超级视野”，让医疗资源跨

越地理和经济差距，让每个人享受到更多、更平等的医疗服务。

► 眼疾诊断：视力障碍是一个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全球大约有13亿

人患有近视力或远视力障碍，轻微远视力障碍患者达1.885亿人，

中度和重度视力障碍患者达2.17亿人，另有3600万盲人[7]。此

外，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眼中的天然晶状体会变得混浊老化，白

内障等眼部疾病的发病率也会随之增加，最终影响视力。

在发病前，人类医生很难注意到人眼逐渐发生的变化。人工智能

诊断工具可以帮助人们预防可能发生的眼疾并得到及时治疗，

防止病情恶化。目前，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够诊断50多种疾病，

诊断精准度堪比人类医生[8]。一项测试表明，相比八名医生

会诊，这套人工智能软件能在94%的场合给出相同的诊断结果

[8]。为了避免误诊，人工智能机器人采用了一组算法，而非单

一算法，因此任何一种算法的错误都会被其他算法推翻。根据诊

断概率，该系统会对每个诊断结果的可能性进行评估和评分，并

予以注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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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模糊
随着数字成像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扭曲或碎片化的图像能够被转

化为清晰的大师级作品。它的工作原理究竟是怎样的呢？人工智能成

像技术可以还原被雨水浸湿或沾有污渍的图像、重像素化或低分辨率

图像以及被某个元素遮盖的图像[10]。除了图像，这项技术也可用于

还原视频。

该技术不仅仅只是先进的图片编辑工具，还能催生可以像人一样分析

周边环境的人工智能机器。例如，数字成像技术可以帮助自动驾驶车

辆在路况较差和恶劣天气条件下行驶，极大地提高驾驶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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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时间
建筑和艺术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保存、欣赏和传承这些历史文化，

是人类发展的共同愿望。

然而，目前我们保护历史文物的技术还不能帮助我们保护人类文明。据

国际失踪艺术品记录组织（ALR）统计，全球每年失窃和丢失的文物高

达1.2万件[11]。2018年，巴西国家博物馆因为一场大火酿造了人类的

悲剧——馆藏2000多万件文物的90%被燃为灰烬[12]。2019年4月，

巴黎圣母院失火，损毁严重，其标志性塔尖倒塌。

时间也是建筑和艺术的敌人。虽然罗马斗兽场和雅典帕特农神庙依然庄

严屹立、耐人回味，但它们俨然已不是建成之初的模样。

“超级视野”已经成为挽回人类文明记忆的福音，可以让已经消失的

历史古迹重现眼前。阿富汗1500年前建成的巴米扬大佛高53米，但在

2001年被炸毁。技术人员利用AR技术和先进的3D激光投影仪（光通量

为600,000流明，相当于30台电影放映机）使大佛得以1∶1实景重现

[13]。这项壮举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成功，而且精准还原了几个世纪以前

创造的文化遗产。

在欧洲，VR博物馆可以让更多人领略艺术的魅力[14]。荷兰艺术收藏家乔

治·克拉默（George Kremer）曾考虑在一家实体博物馆展出他收藏的

74幅来自17世纪荷兰和佛兰德大师的画作，但苦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场

馆，即便是世界上最好的博物馆，每年也只能接待900万到1000万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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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利用VR技术创建了一个虚拟博物馆，可以让世界各地的人

通过最低6.99美元的头戴式VR设备，更近距离地“接触”和360度观

察这些画作，享受逼真体验的同时还节省了几千美元的现场参观费用

[15]。

“超级视野”跨越了时间的障碍，不仅让历史文化回归现代文明的怀

抱，还能给旅游、文化和教育产业带来新的商机。在AI、VR、AR和

5G等技术的加持下，智慧旅游将会成为新的增长点。

未来十年，VR市场将创造1.3万亿美元的营收[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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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视野

小结
5G、AI、机器学习、VR和AR等技术的融合应用打开了人们的“超级

视野”，使人们的视野跨越时空障碍，突破壁垒，看到前所未见的事

物，同时也更深入地了解我们已经看到的事物。

GIV预测，2025年： 

► 全球的VR/AR用户将增长到3.37亿。

► 采用VR/AR技术的企业将增长到10%。

10



全球的VR/AR用户将增长到3.37亿 

 采用VR/AR技术的企业将增长到10%

VR

52



超级视野

相关引用

[1] IEA. World Energy Outlook.“Natural gas”. Accessed April 29, 2019.

https://www.iea.org/topics/naturalgas/ 

[2] China Gateway to Corros ion and protect ion. NACE: Nat ional

Association of Corrosion Engineers. IMPACT. “Corrosion - a major 

disruption,2016” Accessed April 29, 2019.

http://www.ecorr.org/news/app_ca/2016-08-30/108371.html

[3] SOHU. “In 2025, the global output of robots for inspect ion of

substation equipment will reach 4,200” Accessed April 29, 2019.

http://www.sohu.com/a/250693303_763925

[4] WIKIPEDIA. Entry of “Sanitary sewer”. Accessed April 29, 201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nitary_sewer

[5] Knedlová, Jana & Bílek, Ondřej & Sámek, David & Chalupa,

Petr. (2017).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an inspection robot for the 

sewage pipes. MATEC Web of Conferences. 121. 01006. 10.1051/

matecconf/201712101006.

[6] World Health Organizat ion. “Health Worker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ccessed April 29, 2019.

https://www.who.int/whr/2006/06_chap1_en.pdf

[7] Huawei. “Inter ior Digi ta l Transformat ion Whitepaper of 5G”.

Accessed April 29, 2019.

https://www-fi le.huawei.com/-/media/corporate/pdf/white%20paper/

interior-digital-transformation-5g-white-paper-cn.pdf?la=zh

[8] KPMG. “Securing the benefits of industry digitisation”. Accessed

April 29, 2019.

h t t p s : / / a s s e t s . k p m g / c o n t e n t / d a m / k p m g / u k / p d f / 2 0 1 7 / 0 2 /

vodafonewebaccess.pdf

[9]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Blindness and vision impairment”.

Accessed April 29, 2019.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blindness-and-visual-

impairment

[10] The Verge. “DeepMind’s AI can detect over 50 eye diseases as

accurately as a doctor” . Accessed April 29, 2019.

53



ht tps://www.theverge.com/2018/8/13/17670156/deepmind-ai-eye-

disease-doctor-moorfields

[1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Global Report

on Falls Prevention in Older Ag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ccessed 

April 29, 2019. https://www.theverge.com/2018/8/13/17670156/deepmind-

ai-eye-disease-doctor-moorfields

[12] FastCompany. “This AI Turns Unrecognizable Pixelated Photos Into

Crystal-Clear Images”. Accessed April 29, 2019. 

https://www.fastcompany.com/90149773/this-ai-turns-unrecognizable-

pixelated-photos-into-crystal-clear-images

[13] Havocscope. “Art Theft Cases and Crime Statistics”. Accessed

April 29, 2019. 

https://www.havocscope.com/art-theft/

[14] The Guardian. “Brazi l Nat ional Museum: as much as 90% of

collection destroyed in fire”. Accessed April 29, 2019.

h t tps://www.theguard ian.com/wor ld/2018/sep/04/braz i l-nat iona l-

museum-fire-collection-destroyed-not-insured

[15] XINHUANET. “Chinese high-tech makes the Bamiyan Buddha

statue in Afghanistan "rebirth", 2015” Accessed April 29, 2019.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7/05/c_127985662.htm

[16] Artnet. “The Newest Home for Rembrandt and the Dutch Masters

Is Gorgeous Outer-Space Museum (Thanks to Virtual Reality),2017”. 

Accessed April 29, 2019. 

https://news.artnet.com/art-world/rembrandt-dutch-masters-virtual-

reality-1132646

[17] “Huawei Cloud VR Scenario White Paper”. Accessed April 29,

2019.

[18] VRfocus. “New Study from Intel Finds 5G Networks Will Drive $1.3

Trillion In Revenue By 2028” Accessed April 29, 2019.

ht tps://www.vrfocus.com/2018/10/new-study-from-intel-f inds-5g-

networks-will-drive-1-3-trillion-in-revenues-by-2028/

54



是机器，更是家人

人机协创

超级视野

无摩擦沟通

零搜索 懂“我”道路 机器从事三高

共生经济 5G，加速而来 全球数字治理

趋势一

趋势六

趋势二

趋势七

趋势三 趋势四 趋势五

趋势八 趋势九 趋势十

全球 14%的家庭将拥有家用
智能机器人。

97%的大企业将采用AI。

采用VR/AR技术的企业将
增长到 10%。

企业的数据利用率将达86%。

C-V2X（蜂窝车联网技术）
将嵌入到全球 15%的车辆。

全球 58%的人口将享有 5G
服务。

全球 90%的人口将拥有个人
智能终端助理。

基于云技术的应用使用率将达
到 85%。

每万名制造业员工将与103
个机器人共同工作。

全球年存储数据量高达 180ZB。



零搜索
趋势三



故障零搜索

无按钮交互

以我为中心的网络

你好，
智能世界

零搜索

趋势三



零搜索

GIV 预测，到2025年，
全球90%的人口将拥有个人
智能终端助理

当你打开搜索网站，想要查找信息的时候，你都遇到过哪些困扰？为了

买到想要的产品，你都付出过哪些反反复复的努力？为了找到“知己”

和自己的兴趣“圈子”，你要在APP上添加多少兴趣小组？为了完成

一项任务，你是否需要经过复杂的排查程序，才能确保一切妥当？

华为全球产业展望（GIV）预测，到2025年，全球互联网用户数将

达62亿，因此将产生海量的数据帮助企业基于人们的兴趣/喜好和个

性，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人们不再需要花时间寻觅知己和兴趣

小组，智能系统将通过零搜索向你推荐社交圈子和社交方式。新的人

工智能技术，比如语音识别、人脸识别等，将嵌入在智能家居、自动

驾驶中，甚至你什么也不用说，就能了解你所需，创造零搜索的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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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搜索

故障零搜索

以往很多行业的维修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去寻找故障设备、故障

点，再留出技术上报和安排维修的时间，设备停运等待维修的状况

时有出现，不仅效率低下，也会因为业务的中断而造成经济损失。

智能设备的状况会自动甚至提前反馈到维修人员手机APP中，并自

动推荐维修方案建议。“故障零搜索”正在通过设备自动反馈、预

测性维修等方式，提高维修工作流程效率，降低企业运维成本。

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数据，MRO(维修、修理和大修)的支出占航

空公司运营成本的11%[1]。Oliver Wyman报告称，2018年，全球航

空公司在MRO上花费了774亿美元[2]，预计到2029年将达到1160亿

美元[3]。预防或更好地为计划外维修做好准备，将减轻对航班正常运

营的影响，降低维修成本和时间，改善飞机周转和利用率。两种有效的

方法是预测性维护(在发生故障之前识别潜在的故障)和更快的故障排除

(识别故障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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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搜索

维修行业的龙头企业正在试图发挥人工智能，物联网，VR/AR的技术

优势，打造新的维修工具。比如，机器学习来追踪维修和飞行记录，每

几个小时识别循环出现的故障，进行优先级排序并判断走向，由此，提

示飞机运维人员和维修工程师当前存在的潜在故障[4]。目前，对故障

预测的准确性可达70-80%，而准确性还将随更多次的飞机数据和分

析会持续提高[5]。

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我们可以解析维修手册和记录的内容，收集更多关

于历史故障及其原因和解决方案的数据。挖掘这些数据集将能够推出指

导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快速排查最可能引发故障原因的模式。即使是新

手也可以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节省75%的故障排除时间[5]。在不

久的将来，我们希望看到智能系统能够自动识别精确的故障、损坏和

原因。这种零故障搜索系统将重塑航空公司的MRO体验，降低总体成

本，降低事故风险，防止航班延误。此外，由于缺乏高级技术人员填补

飞机维修岗位，零搜索使他们从低端维修任务中解放出来，使新手有信

心完成任务。

过去，城市路灯维修工程师们主要依靠沿路驾驶车辆，定期对沿线路灯

逐个排查。发现问题后，再进一步了解问题所在，并安排上报，进行维

修。可以说，这是在整个偌大的城市中依靠单薄的人力进行搜索，不仅

效率低，而且成本还高。维修不及时，还可能造成行车危险。如今，技

术人员不再需要对整个城市进行实地巡逻搜索，智能路灯根据灯泡使用

的监测状态，及时甚至提前向技术人员发出维修需求、问题诊断、确切

位置，这也是路灯维修的“零搜索”体验，在此帮助下，城市在基础设

施方面的维修费用节省50%[6]。无论是需要专业技能的高端装备维修

行业，还是城市基础设施管理维修，物联网和AI融合技术将进一步让需

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检索、筛选、排查、甄别等一系列故障搜索的

行业，实现工作效率和资源利用率的双升，进而为企业效益 “节流”。

60



零搜索

无按钮交互
随着语音技术、人脸和行为识别等AI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未来不需要通过

点击按钮进行搜索和指令的操作，就能表达需求。这将给我们带来更为自

然的交互体验。家电、汽车、机器都将与你进行对话，无缝获取你的需

求，自动调整运作状态。

比如，你不需要下达任何指令，手机已经在清晨告诉你，一周后是你朋友

的生日，你需要在网上提前订购他喜欢的围巾[7]，同时，价格最合适的

店铺链接也自动发到你的手机上。又或者，当你在开车过程中“犯困”

时，你的汽车就会自动靠边停车，并向你推荐附近咖啡休息区的位置；当

你导航到达目的地，踩刹车的同时，地图应用就为你推荐最近的停车场路

线；当你回到家的时候，灯光、窗帘、空调、浴缸都因为你的一个开门动

作，运转了起来，就像有一个贴心管家在吩咐家务。

如今越来越多的“零搜索”正在逐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当你的孩子在

上英语课，AI可以通过自动识别孩子的瞳孔和面部细微反应，来判断她理

解知识的程度，是不是真的听懂了老师讲课的内容，实时做成教学报告自

动发送到你的手机上，虽然这时候你可能在开会，没有办法陪她一起上课

[8]；晚上你想独自一人坐某处看会儿书，不需要特地找到对应的灯光开

关，只需要躺到椅子上把书翻开，或者一个轻轻的手势，这个适合阅读的

角落便会亮起来；当你想在睡前泡个澡，临近睡眠时间，你只需要一个手

势，或者一声口令，浴缸便会根据当天的气温，将水温自动调节成你习惯

的温度。

“无按钮交互”释放了人们的双手，让不同的生活需求所想及所得。人们将

与身边的家居、汽车等物品，以及阅读、行车、教育等环境，更加自然、自

由地融为一体，无按钮交互极大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让生活更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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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搜索

以我为中心的网络
零搜索带来的不仅是便利，还能识别一个真正的以我为中心的社交

网络。

随着A I技术渗入旅行、沟通、订餐等服务平台，这些服务平台正

在试着将更多的用户碎片数据进行整合，在用户许可的范围内，进

行信息的联接。各式各样的数据整合到一起，交织成一张以“我”

为中心的网络，并根据用户的喜好自动推荐他可能喜欢的朋友、明

星、艺术家或是想要去的展览、音乐会等，让“知己”、“兴趣

圈”和“喜好的生活文化服务”实时、主动地呈现给用户。

“以我为中的网络”是用户在各个社交互动平台数据拉通后的“新

物种”。虽然目前数据还是比较分散，人们需要分别在不同平台中

寻找所需要的服务。但在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企业将认识以用户

为中心的社交网络的价值，全新的商业模式和用户体验将会从中

诞生[9]，人们不用花费大量时间分别搜索不同服务、不同社交圈

子，这些信息将会以每个人的体验需求为中心，全面考虑到人的各

类偏好、时间安排和其他基本信息，最终提供贴心服务的“零搜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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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信息零搜索”需要能承载在海量用户数据的算法，这些算法能够为

用户提供优质体验。持续增加的互联网人口将毋庸置疑提供更多的训

练数据，以帮助AI优化推荐。无按钮交互和以我为中心的网络，通过

使用复杂的智能技术组合来支撑多样性的用户场景，提供给用户更好

的数字体验。无处不在的联接意味着持续的数据流动，让人与物、物

与物等海量联接设备实现“默认在线”；在智能终端及边缘计算的推

动下，智能家居与智能网联车主动感应到用户需求，自动调整运作状

态。

GIV预测，2025年： 

► 全球将有90%的人口拥有个人智能终端助理。

►  互联网用户数将达6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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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搜索

全球将有90%的人口拥有个人智能终端助理

互联网用户数将达6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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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 预测，到2025年，
C-V2X（蜂窝车联网技术）将
嵌入到全球15%的车辆。

虚拟类游戏的头号玩家们，是否知道十多年来经久不衰的全球知名游

戏《模拟城市》中，最受热捧的攻略是什么吗？很多人可能会说，应

该是如何让城市天际线设计得既有未来感又很炫酷吧。事实上答案很

简单，玩家搜寻最多的攻略是 — 如何让新建的每个十字路口不拥堵。

的确，这个问题也困扰着现实世界中的道路交通规划师们。道路是整

个城市交通系统的“血管”，每一个路口的通畅程度都影响着整个交

通系统的“健康水平”，进而影响着整座城市的运营效率、市民的生

活成本以及宜居指数。

那么，什么样的城市交通系统是“健康”的？对于生活在特大城市的

人们来说，重要的指标包括：即使在高峰时段也不会出现交通拥堵；

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更快或更实惠的出行方式；道路不会因事故造成拥

堵，针对应急车辆作出特殊安排，以便它们能够迅速到达事故现场，

清除路障并挽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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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城市交通网络的健康状况不断改

善，城市道路资源的利用率也越来越高。这意味着交通系统变得更

加高效，城市也变得更加宜居。但要实现理想的交通状况，必须确

保每条道路的畅通。因此，我们需要定制化道路，以实时满足居民

需求。

智能云中心、边缘计算以及无处不在的联接相结合，可以实时传输和

分析人、车和城市道路产生的海量数据。复杂道路系统产生的数据

经过智能分析中心的计算，可以立刻用于路线优化、信号灯调控和

车辆安排。华为全球产业展望（G I V）预测，到2025年，C-V2X

（Cellular Vehicle-to-Everything）蜂窝车联网技术将嵌入到全球

15%的车辆。智慧交通系统需要处理海量的多维数据，涉及的计算场

景高度复杂，这将推动量子计算的发展，在计算方面带来巨大红利，

20%的大型企业将有望从量子计算的发展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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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拥堵城市

► 在世界范围内，堵车发生的情况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严重。全球

每人每天平均至少因堵车浪费15分钟。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是全球

最拥堵的城市。2018年，平均每位波哥大司机因拥堵损失272小时

（超过11天！）[1]。拥堵还会给城市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据统

计，北京居民因拥堵造成的损失为30元/半小时[2]，而交通堵塞让

美国司机每年损失千余美元[3]。除浪费时间和金钱外，拥堵还是大

量城市噪音、二氧化碳气体排放和空气污染的来源。

► 快速、便捷的交通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的核心需求之一。他们希望能

够一路绿灯、畅通无阻地到达目的地。为满足这一需求，基于AI算

法的动态交通规划可以优化道路资源，而每个路口的智能信号灯可

以为市民出行提供“一路绿灯”的畅通路线。

► 除此之外，其他解决拥堵的突破口包括全局预测道路交通状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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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针对特殊人群密集事件或大型活动提前规划线路，对城市交通进

行动态、实时管理。

► 智慧路灯：目前，单个路口的平均绿信比（一个交通灯周期内可用

于车辆通行的时间比例）仅为0.22[4]，因此亟需优化交通信号灯控

制策略，实现实时调整。深圳交警在早晚高峰经常拥堵的9个路口

部署人工智能系统，使得平均车速提升了15%，平均节省司机约10

分钟的时间[5]。《经济学人》的数据显示，在因拥堵而饱受诟病的

洛杉矶，通过给全市469平方英里内的4500个交通信号灯联网并实

现同步控制，平均交通速度提高了16%[6]。随着智能联网汽车进一

步普及，车辆之间、车与信号灯之间将实现互相通信，更多关键路

口的信号灯优化速度将进一步大幅提升，驾驶员也将能够实时接收

更好的行车线路。

► 智能交通控制：对于临时修路、大型演唱会等特殊事件，如果不能

预先规划线路，将形成严重的交通延误。例如，在里约奥运会前

夕，因修路造成的交通延迟整体上升了51%[7]。根据相关报告，

如果可以准确预测单一路口未来1小时的道路交通状况，这一路口

的通行效率可以提升50%到100%[8]。智能交通控制解决方案可以

通过实时分析多来源的数据，监控交通状况，预测可能出现的拥堵

[9]。交警可以据此在事件发生前安排预警，按需做好临时绕行安

排。同时，还利用复杂交通协同环境下的智能算法，从城市道路全

局出发，即时制定动态车道使用方案，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预先采

取措施。对于那些驶向问题区域的互联车辆，人工智能算法将为其

提供交通分流和停车安排等信息。算法还会协助现场交警，优化附

近车辆的路线和停车安排。在这类解决方案的帮助下，北京最堵路

段的平均延误时间减少了15.2%，并带动周边道路的平均延误时间

减少10%-20%[10]。

据InfoComm预计，到2021年，智能交通产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

2200亿美元[11]。通过充分利用5G、车联网、物联网、量子计算

及其他智能技术，智能交通系统可以帮助繁忙的都市居民缓解生活

压力，减少出行支出和时间成本，并大幅提升城市运行效率。基于

高度自动化、智能化、人性化的城市基础设施，“绿灯出行”的普

及速度将比我们想象的快得多。此外，顺畅的交通还将加快商品和

服务流通，加速城市经济发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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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应急车道

应急车道对居民健康和安全至关重要。尽管相关的法律规定和处罚措施

十分严格，救援车辆还是经常被误入应急车道的汽车阻挡。同时，设置

专用的应急车道会浪费宝贵的道路资源，因为大多数时候应急车道需要

保持畅通，或只能承载少数车辆。城市需要更有效的应急交通机制，以

确保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应急车辆能够一路畅行，同时在没有紧急情况时

也能保障道路空间得到有效利用。车道和路线的动态管理将使这一理想

场景成为可能。

将来，应急响应将由人机协同处理，而不是仅由人工管控。有了5G使

能的自动驾驶技术和互联汽车，城市将不再需要专门的应急车道。相

反，道路资源将按需分配，在发生紧急情况时，确保第一时间响应的应

急车辆一路畅通，以挽救生命并保护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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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车辆通过C-V2X等技术实现互联，车辆之间、车与交

通信号灯，以及车与城市交通控制中心将可以相互通信。在发生紧急情

况时，中央系统将利用实时数据，立即为整个城市的交通系统生成最有

效的解决方案，然后向所有相关车辆发出指令，以便让出一条临时应急

车道。

奥迪中国已经完成中国首例实际高速公路场景的人车路协同（V2X）

测试，在前方紧急制动预警、前方事故预警、异常闯入物预警、自动变

道、自动减速、自动紧急停车等高速公路场景中，奥迪L4级自动驾驶汽

车可以根据车道实时状态，进行智能化车道变更。未来，L4级自动驾驶

将得到普及，届时人工智能算法将分析全局道路状况，自动安排绕行、

变道路线[13]，车辆之间会相互自动配合完成变道、合流、分流等交通

疏导任务。

据全球权威分析机构IHS Research预测，到2025年，全球自动驾驶市

场的规模可能达到2万亿美元[14]，在减少交通事故的同时，还能降低

约10%的油耗和20%的空气污染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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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零拥堵的交通管理系统和虚拟应急车道是“可定制化道路”概念的核

心。它们将成为未来智慧城市和安全城市解决方案的关键基础技术。

这些系统将把行人、驾驶员、车辆和道路连接到统一的动态网络中。

通过动态规划，智能交通系统将能更有效地利用道路资源，并缩短应

急响应时间。除了挽救生命外，智能交通系统还可以节省公共预算，

最大限度地减少公民和私营部门的时间成本，并能够减少交通造成的

环境污染。

要实现以上愿景，需要强大的计算能力，对时空数据进行高维分析，

而当前的计算架构无法提供足够的支撑。因此，企业和研究机构正在

加大研发力度，以加快开发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

GIV预测，到2025年：

► C-V2X蜂窝车联网将嵌入到全球15%的车辆中。

► 20%的大型企业都将有望从量子计算发展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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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的大型企业都将有望从量子计算发展中获益。

C-V2X蜂窝车联网将嵌入到全球15%的车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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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 预测，到2025年，
每10000名制造业员工将与
103个机器人共同工作。

机器人将会在工作场所多个岗位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是在高危

险、高重复和高精度工作场景中。 

当前，全球每年平均有278万人在工作中丧生，其中387,500人

（13.7%）是由于事故导致[1]。非致命事故的数量更高，每年高达

3.74亿起[1]。

使用机器人不但可以节省时间、提高生产力，解放劳动力让其聚焦在更

有创造性、更增值的工作上，还能减少不必要的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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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险工作

紧急救援往往是危险和不可预测的，特别是在灾后的危险和不稳定的环

境。一种新型、轻巧、灵活的机器人可以在救援工作中发挥至关重要的

作用。这种机器人能够在复杂的环境和狭小空间内操作，他们可以最大

限度地降低救援人员的风险，执行救援人员无法完成的任务。

► 核泄漏：2011年，日本东北部发生9.0级地震，导致福岛核电站三

座反应堆瘫痪。装有4组履带式轮子和6个电动马达的Quince机器

人在受灾区域穿行[2]。这款机器人配有的红外感应器同时也是二氧

化碳传感器，能够监测福岛幸存者的呼吸和体温。

Quince机器人非常灵活，能够在不扰乱易挥发放射性燃料棒的情况

下，搜寻受灾地区的每座大楼，进行辐射和温度测试。Quince配有

远程控制钳子，可以探测福岛核反应堆底部疑似含有熔化核燃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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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协助规划清理工作。

目前清理工作仍在进行中，预计需要花费40年和757亿美元才能拆除

和清理设施[3]。为了实现这一长远目标，用于特定场景的新一代机

器人不断涌现。Scorpion就是其中之一。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

可以卷起配备相机的手臂，来提供更宽的视角。这款机器人于2016

年投入使用，用来从反应堆内部传递图像[4]。虽然Scorpion传递了

有价值的数据，但在第一次执行任务时却以失败告终。然而，这次实

践为如何设计强大、专用的机器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其迭代版本

Sunfish能够成功地传递熔化反应堆的图像。

机器人在应对灾难中势必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工程师将继续开发更

多新形式的机器人来执行特定任务。

► 消防：为了保护人员和财产安全，全球每年有2500名消防人员因公

殉职或负伤[5]。消防机器人在火灾、爆炸、燃气泄漏等事故救援中

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消防机器人能替代人类进入易燃易爆、有

毒、缺氧、隧道等各类危险灾害事故现场，进行数据采集、处理和

反馈。

2018年，日本东北大学的研究小组开发了一部新型消防机器人，它

们可以通过水的喷射推力，直接将水喷射至火场内灌救[6]。这款机

器人还配备了光学镜头及红外线镜头，更好地帮助消防员了解火场

中的环境，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中国、越南和老挝等国家每一万人才有一名消防员，机器人能有效

缓解消防人员缺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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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灾难：海上救援同样棘手。一个名叫“L i t t l e  R i p p e r

Lifesaver”的无人机通过使用机器学习模型，发现遇险的游泳者以

及诸如鲨鱼等威胁[8]。在一次训练任务中，无人机发现一名遇险的

游泳者，并向操作员发出预警。仅用了70秒，无人机操作员就飞到

了该游泳者身边，成功扔下背心营救[9]。

以肉身拯救肉身的落后救援方式已无法确保成功开展搜寻和救援。

随着更多机器人在危险环境下的使用，未来将会开发出更经济、更

高效的机器人模型，就像在福岛核泄漏事故中不断优化的机器人一

样。机器人不仅仅从事简单的勘测侦察工作，它们甚至可以像人类

消防员一样给受困者提供食物补给，监测人体呼吸，进行环境监测

等一系列复杂的作业。

同样，机器人将在焊接、地下工作、水下勘探、管道清洁等高危险

工作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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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重复工作

机器人不会感到疲倦或无聊，相比人类更适合从事高重复性工作。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高准确性，还因为他们不容易受伤。据估

计，约50%的工伤是由反复性劳损造成的[10]。以下是一些高重复

性、AI和机器人可以胜任的工作。

► 警务：目前的计算机性能已超过人类，在各种光线、角度、遮挡、

表情、年龄、模糊程度的情况下，都可以精准地比对并识别人脸。

AI技术的广泛应用让警察不再依靠肉眼，在海量资料图片中寻找犯

罪嫌疑人照片。目前人脸识别技术达到每秒比对10亿次，对犯罪分

子的精确筛选率高达99% [11]。由此可以看出，机器人和人类在速

度和准确性方面已拉开巨大的差距。

这一技术将给我们带来哪些直接收益呢？其中一个就是有助于降低

失踪人口数量。市场研究公司Gartner预计，如果每年有800万儿

童失踪，由于AI人脸识别技术的广泛应用，2023年全球失踪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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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建筑工人可从中解脱出来，从事技术含量更高的工作。除了节

省时间外，AI还大幅提升了建筑行业的效率。

► 金融服务：AI技术最容易落地的行业是金融业。AI可以实现自动化

表单上传、错误审核等工作，将交易处理周期缩短80%，并减少

50%的失误[15]。

► 法律行业：AI能成为法官们的助手，协助他们快速、准确处理法

律流程[16]。由于法律文件通常具有共同的结构化特征，包括当事

人、应用法条、当庭质证、法庭观点、最后判决等，已经有公司在

研究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来分析法条和法庭判决，并利用工具更

快速、更准确地分析数据，有助于法官从预警报告中查阅并识别关

键文档用于尽职调查。AI将减少大量外勤工作和高度用眼工作，让

法官聚焦在最重要的文档上。

量将会比2018年减少80%[12]。

随着AI技术的发展，犯罪率也会下降。AI帮助警察通过99%以上的

高识别精确度，快速筛选出犯罪分子，锁定其地理位置，追溯和跟

踪其行动，实施抓捕。例如，在2018年，一名戴着面部识别眼镜的

警察在中国郑州火车站，发现了一名海洛因走私犯[13]。

► 建筑业：除了在面部识别和专利保护领域得到广泛的运用，AI在

很多行业从事枯燥繁重且无技术含量的工作，帮助人类提高生产效

率。比如，建筑行业有一项常规的作业：数钢筋，这项工作非常费

时。当钢筋运输车辆进入工地后，验收直条一般都是采用人工计数

的方式，数完一车钢筋要近半小时[14]。

当钢筋进场称重时，AI可以迅速识别钢筋的种类、数量和粗细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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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工作

机器人比人类更擅长的第三个领域是高精度工作。

► 语言学：麦肯锡最新一项数据表明，由于能够识别人类看不到的唇

部细微变化和口型变化，计算机识别唇语的准确率为95%，这一

结果远高于测试准确率仅为52%的唇语专家[17]。计算机的高唇语

识别率不但可以辅助聋哑人士更加顺利地交流，也可以在特定场景

下，例如刑事侦查中，为警方的侦破工作提供有益的协助。

► 外科手术：由于人类的大脑有数以万计的神经元，手术稍有不慎就

可能危及生命，而机器人能帮助降低这一风险。比如神经外科手术

机器人可以辅助医生微创、精准、高效地完成神经外科手术[18]。

如今机器人能通过依靠多模态影像融合、精准的光学识别和导航定

位技术，让脑手术更加安全，医生更容易掌控，并通过大幅缩短手

术时间来提升救治更多病人的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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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医院已实现使用机器人定位开颅摘除脑囊虫，治愈癫痫

[19]。利用机器人完成定位，可以帮助医生显著提高寻找病灶的效

率，减小患者创口直径，进而降低切口并发症的发生率。

目前我们已处在自动化手术的关键点。2016年，在一系列实验中，

智能软组织自主机器（STAR）成功地将两段猪肠缝合在一起，比

专业外科医生更精确[20]。运用先进的三维成像系统和超精准力度

感应来实施缝合手术，精度可达亚毫米级别[20]。

据波士顿咨询测算，2016年全球医疗机器人销售额超70亿美元，

其中手术机器人占60%左右的市场[21]。

► 制造：高精度部件需要人眼无法达到的精确度。工业机器人的精度

主要取决于其关节中的齿轮箱。也就是说，机器人手臂越大，其精

度就越低。随着软件的发展，电子元件变得更小，进一步提高了组

装机器人的精度。

每年，机器人为全球生产力贡献0.8至1.4个百分点，工业维护成本

降低25%[22]。到2025年，预计工业机器人市场将增长175%，市

场规模达到338亿美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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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自动化和机器人，特别是人工智能机器人，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

作方式。这项技术将使我们能够专注于创造性的、知识型任务。

智能机器人可以处理高危险、高重复和高精度任务，无需休息，也不

会犯错，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和安全性。如今，智能自动化在建筑业、

制造业、医疗健康等领域中广泛应用。

GIV预测，到2025年：

► 工业机器人将与制造业人员一起工作，每万名员工将配有103个机

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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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将与制造业人员一起工作，每10000名员工将配有103个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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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机器，更是家人

人机协创

超级视野

无摩擦沟通

零搜索 懂“我”道路 机器从事三高

共生经济 5G，加速而来 全球数字治理

趋势一

趋势六

趋势二

趋势七

趋势三 趋势四 趋势五

趋势八 趋势九 趋势十

全球 14%的家庭将拥有家用
智能机器人。

97%的大企业将采用AI。

采用VR/AR技术的企业将
增长到 10%。

企业的数据利用率将达86%。

C-V2X（蜂窝车联网技术）
将嵌入到全球 15%的车辆。

全球 58%的人口将享有 5G
服务。

全球 90%的人口将拥有个人
智能终端助理。

基于云技术的应用使用率将达
到 85%。

每万名制造业员工将与103
个机器人共同工作。

全球年存储数据量高达 180Z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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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 预测，到2025年，
97%的大企业将采用AI

如果你是一名药物研究专家，你知道未来10年要用自己1060次徒劳试

错，才可能发现一种可以挽救更多生命的新药[1]，你有勇气赌上自己的

职业生涯投入该项目吗？还是特别希望有个得力“助手”，大大缩短筛选

试验过程，你只要用几天时间就成功“邂逅”目标药物分子。

如果你是一名采编记者， 当看到你坚守的新闻阵地正在被低劣抄袭、

同质化严重的快餐式“花边”搞得乌烟瘴气，你是否希望有个“新闻勇

士”站出来，帮你快速把全部没有营养的抄袭内容甄别，并剔除出去，

让每一位读者看到真实深刻且具有独到见解的资讯文章？

如果你喜欢古典音乐，当你知道用手机就能“补齐”舒伯特未完成的第

八交响曲，会不会瞬间点燃你的创作欲望？

随着超级计算机和云上智能技术加速渗透到各行各业，这些听起来的

梦想，正在照进现实。华为全球产业展望（GIV），到2025年，将有

97%的企业在服务和运营管理中采用AI。

智能融合技术的行业渗透深度，直接决定了未来创新型社会的发展高

度。智能机器人和深度学习算法天生就是规律型、重复型等“有限规则

游戏”的标准化选手，也正因为如此，才能帮助人类从消耗大量时间的

繁复劳动中脱身，少走弯路，通过充分释放每个人特有的灵感，让未来

集约高效的智能社会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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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错型创新
创新本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一个科研团队需要反复试错，甚至要将

全部成员的青春奉献在一个课题项目上，才可能获得创新成果。如

今，基于海量高密度数据训练的人工智能算法加之无所不及的智能设

备，不仅能大幅节省创新试验时间，提高创新成功率，还能让更多人

加入创新，实现全社会的“创新量产”。

不断试错在制药行业是普遍现象，具有药物特质的分子多达数万亿

个，比太阳系中的原子数量还要多。为了找到RIP1蛋白（一种可调控

细胞凋亡过程的蛋白，与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多种疾病的发生有

着密切关系）的抑制剂，英国葛兰素史克科学家需要先从77亿标记化

合物库中找到3类活性最好的骨架[2]。据德勤报告显示，全球前12位

生物制药巨头2018年研发上的投资回报率仅有3.2%[3]。

基于云端超级算力的人工智能平台大幅缩短了类药分子化合物成分的分

析及筛选过程，一旦确定了有望攻克的靶向，引入云的超级算力和人工

智能算法，能够显著减少候选药物所需试验数量与错误量，并将相关研

发成本降低60%，将药物的研发时间由原本的三年缩短至一年[4]。生

物技术企业BenchSci的统计结论显示，2018年2月底，全球有16家制

药公司以及60多家初创企业，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药物开发[5]。

与此同时，对于包括药研专家[4]在内的所有科学家而言，人工智能的

深入渗透将帮助他们逃离海量繁冗的反复试验，释放其基于深厚知识

积累的洞察力和专业创新力，在科研创新过程中“全速跑”，尽早回

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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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原创
互联网和社交平台已逐渐成为大众获取信息的最主要平台，而对点击率

的狂热追求，让新闻资讯APP上的新闻开始以博眼球、标题党等方式出

现。一些社交平台的新闻机构将某些吸引人的网络视频画面重新剪辑、

拼接、改变视频码率等手段，配上吸引力十足的标题，炮制成“热搜”

新闻，并打上原创标签。而机器甚至通过对若干“热词”的集合，快速

生成一篇所谓的“原创新闻”，在社交网络上大肆传播。这些都与传统

新闻机构对于新闻准确性和写作质量的要求背道而驰，打击了那些真正

追新闻真实、原创的新闻工作者的信心，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劣效应

，还可能导致读者因为越来越难获得真正高质量的资讯，而失去深刻思

考的习惯和判断能力，最终没有人再关注真正的社会问题。

幸运的是，AI技术能够有效识别不明来源的假新闻。杜克大学实验室目

前有100多家活跃的事实核查网站。用户可以利用AI来查找“拼凑”或

“二次加工”的新闻素材[6]。AI技术为每一个专业新闻工作者提供保

障，鼓舞记者坚持新闻真实性，追求深度报道，思考并解决社会实际问

题，让新闻产业得以健康发展。

图表模型是作者思维创新的精华，遗憾的是，针对模型图表的造假和抄

袭情况屡见不鲜，严重忽视并侵害了原创者的创新时间成本。Science

和Retraction Watch发布的报告显示， 2018年因为篡改图表模型被撤

回的论文，造成了高达10亿美元的损失[7]。而这一不正之风正在被人

工智能及深度学习算法纠正，以科技的力量捍卫学术领域最宝贵、也是

不可动摇的原创精神。2018年，雪城大学的机器学习团队开发出一套

算法，能利用AI识别学术论文中的图像造假[8]。无论图表模型的图像是

被旋转、调整大小、调整对比度或颜色，该团队的AI算法都能成功识别

可能的重复或者抄袭情况，这不但可以打击学术剽窃的现象，还为研究

者的不断创新提供重要的支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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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启发创作
从事音乐、图像、文学创作的创意工作者和制作人，每天花费在基础素材

挑选与积累的时间，平均占其创作时间的65%[9]。而随着智能应用软件在

创作领域遍地开花，加之人人随身都携带的智能手机，每个普通人随时随

地迸发的灵感可以在智能的帮助下，马上形成歌曲、文章、绘画等原创作

品[10]。具有高价值的艺术创作不再是少数大师或专业人士的特权，人人

都是创意家，社会在“创新量产”的新鲜氛围中，不断释放发展活力。

AI已经成为帮助用户以标准格式撰写电影或电视剧剧本的工具[11]。由于

电视剧和电影剧本有一定的编排格式，一些新入行的作者并不知道如何创

作剧本，尽管他们脑子里已经有了有趣的故事。AI算法在云平台运行，可

以支持任何水平的用户，将他们的构思用最适合的架构展现。很多普通人

的创作，通过智能平台，被专业的影视公司看中，并被购买，拍成了热播

的电视和电影。

AI不光可以让文学编剧领域产生创新裂变效应，它甚至可以让普通人都有

机会完成更高难度的古典大师级创作。在深度学习算法的加持下，AI可以

通过学习和分析某一类型作品的共性或某一位作家的特点，智能推荐多

个旋律段落，而用户只需要在手机上根据自己的艺术喜好选取旋律，跨时

空“携手”作曲大师，将原本未完成的殿堂级经典创作完整，这也被称为

“复古型创新”。

作曲家弗朗茨·舒伯特英年早逝，年仅31岁，遗憾的是，他在临终前有

一支交响曲始终没有完成，就是著名的第八交响曲。2019年2月，华为在

伦敦举行了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的全球首发，让这首尘封两百多年的

“完整作品”重见天日[12]。美国电影音乐作曲家Lucas Cantor通过智能

手机的AI双神经处理单元，分析了舒伯特创作的90支曲目，以及早期影

响舒伯特的作品，在手机端就能根据听到的乐曲完成一系列的旋律截取、

改编，并利用AI加以润色，从而完成大量谱写创作，最终得到了“21世

纪的第八交响曲”，曲调很明显可以听出舒伯特的个人风格。虽然这个第

八交响曲版本不是当年舒伯特交出的答卷，但是AI技术的运用让每个人都

有机会在汲取历史的精华、吸收经典的基础之上，释放高质量创新能力，

激发“复古型创新”的独特魅力与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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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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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AI”以及其他新技术（IoT、ICP、GIS、Big Data）共同构

筑的数字平台和数字能力是每个企业智能升级的基础底座。GIV预

测，2025年，全球100%的企业都将选择使用云服务； 97%的大

型企业将采用AI。

► 无所不及的智能让创新不再有技术门槛，无论是专业人员还是普

通人，也许只要一部智能手机就能让每个人的新奇想法转变为现

实；智能手机芯片设计及制程的领先，摄像技术的演进，5G 及折

叠机的率先推出，都将推动影响未来智能手机的发展。华为GIV预

测，2025年，全球智能手机的数量将达到61亿台，基本实现人手

一部智能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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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的大型企业将采用AI。 全球智能手机的数量将达到

61亿台，基本实现人手一部智能手机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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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机器，更是家人

人机协创

超级视野

无摩擦沟通

零搜索 懂“我”道路 机器从事三高

共生经济 5G，加速而来 全球数字治理

趋势一

趋势六

趋势二

趋势七

趋势三 趋势四 趋势五

趋势八 趋势九 趋势十

全球 14%的家庭将拥有家用
智能机器人。

97%的大企业将采用AI。

采用VR/AR技术的企业将
增长到 10%。

企业的数据利用率将达86%。

C-V2X（蜂窝车联网技术）
将嵌入到全球 15%的车辆。

全球 58%的人口将享有 5G
服务。

全球 90%的人口将拥有个人
智能终端助理。

基于云技术的应用使用率将达
到 85%。

每万名制造业员工将与103
个机器人共同工作。

全球年存储数据量高达 180ZB。



无摩擦沟通
趋势七



包容性沟通
企业懂客户

客户懂企业 交流无国界

？？？

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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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

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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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七



无摩擦沟通

GIV 预测，到2025年，
企业的数据利用率将达86%

有一部名为《领悟》（Understand）的经典科幻小说，后来被拍摄

成动作片《超体》（Lucy），由斯嘉丽·约翰逊主演。在故事中，主

人公得到了一种可以拓展思维能力的药物。那么，当她发现自己具有

超级智慧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是立即去探索宇宙的根本真理和现

实吗？不，她做的第一件事是发明一种沟通方式：一种可以有效避免

沟通摩擦、信息错位和重复表达的全新语言。她甚至可以通过心灵感

应进行交流，只需轻轻一瞥就可以交流思想。

我们可以从科幻小说中受到启发。对公司而言，最重要的是提供量身

定制的个性化服务，贴心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例如我们希望AI可

以记录并了解客户的保险需求、以往的投保情况，以及索赔问题，从

而能够用心倾听和理解客户，并提供完美的个性化保险方案。不仅如

此，我们还希望健康保险能根据我们的健康状况，提供适当的经济激

励，让我们有动力去塑型并保持健康体魄。我们希望健身器材能够根

据客户的支出预算和健康需求来设计，将个人的腿部和手臂数据与高

质量的设计方案结合起来，从而生产出适合特定用户的健身器材。试

想一下，如果为您提供服务的公司就像老朋友一样了解您，这将是一

种怎样的体验？如果公司和客户能够以这种舒适的方式进行沟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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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公司不就能获得惊人的优势和更多创新机会吗？

现在试想一下，如果客户能够真正深入了解他们所选的公司，将会获

得哪些好处？首先，客户不会被夸大其词的广告宣传所迷惑，相反，

他们能够准确判断产品的优缺点，并能根据个性化建议达成最优交

易。这将有助于防止商家因打价格战而使产品质量和客户满意度大打

折扣。此外，在医疗领域，患者将不再担心无法理解药物标签上的医

学术语，因为基于AI的比较网站可以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实时解读药物

信息，甚至连老年人也能轻松理解。这种沟通方式可以为客户带来安

全感，从而提升客户体验，并帮助公司吸引更多潜在客户，留住“长

尾”客户，确保业务持续增长。

随着AI技术的发展，我们开始逐步实现无边界沟通，使公司能够跨越

语言障碍，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借助智能技术，我

们可以用当地语言问路或分享笑话，从而获得更愉快的旅行和社交体

验。

借助智能可穿戴设备和AI手语翻译设备，有听力或语言障碍的人也能

参与社交活动、职场讨论和创意协作。这种包容性沟通将给创新发展

和社会进步带来更大的推动力。

华为全球产业展望（GIV）预测，到2025年，全球企业对数据的利用

率将提高到86%。届时，全球大型企业对AI的采用率将攀升至97%。

无摩擦沟通不仅会降低企业与客户间的沟通成本，还会减少整个社会

的沟通错位现象，从而提高沟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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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懂客户

越来越多的企业陷入了这个怪圈，按自己“以为的”客户需求设计

产品和服务，其结果要么是引起用户的不满，要么索性无人问津他

们的产品和服务。

在这方面，不少企业正在把握智能技术的新契机，积极孵化“更懂

客户”的创新商业模式。随着数据收集范围从浅层的消费行为、

社交行为等逐步完善到用户的情绪、个性偏好等深层信息，线上线

下、职业、兴趣偏好和社交情绪等不同方面的用户信息，都在让用

户画像更加具象化、生动逼真。这为A I算法发现“隐藏”在用户内

心的真实需求，提供了多维度、高质量的数据原料。

以健身行业为例。对业余爱好者来说，购买最昂贵或最齐全的健身

设备可能不是最明智的选择。最糟糕的是，对那些受了伤的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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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标准设备可能根本就不适用。如果健身设备供应商可以了解消

费者的背景信息、健康水平和健身目标，他们就可以推荐更合适的

设备，甚至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定制设备。无论客户是想减肥还是

想在伤后恢复体能，使用合适的设备都可以帮助他们更快地实现目

标[1]。通过持续跟踪和进度监控，供应商可以与健身顾问合作，就

客户未来的锻炼计划提供建议，从而进一步发挥供应商在客户健身

过程中的作用，提升客户的品牌忠诚度。

以制造业为例， O E M/O D M厂商可以通过A I实时分析销售数据，

更合理地管理库存，减少囤货积压。这些厂商甚至可以创建自己的

独立品牌，提升企业的品牌创新能力。与此同时，他们也将更“懂

得”终端用户的真实需求，从而生产出让上游品牌企业更加满意的

产品，甚至还可能发现上游企业未曾发现的商机，进而提升自身在

产业链中的价值。而对面向消费者的品牌公司而言，他们可以通过

A I技术拉通自有、第三方社交平台及电商等多渠道用户数据，更好

地了解用户的消费模式和心理诉求，从而减少第三方“转述”的营

销成本，提升品牌创值持久力。与此同时，更垂直细分、深入挖掘

消费者各方面微观生活和工作需求的创新型服务平台，也将如雨后

春笋般成为经济发展的新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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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懂企业

当客户试图与大型企业沟通时，他们通常会觉得自己的信息没能有效传

递。这种沟通所带来的挫败感和焦虑感往往会严重损害客户关系。尤其

是企业复杂的内部结构和技术信息可能会让人敬而远之。

试想一下，一位母亲刚刚匆忙地将她的小女儿送到医院，而这家医院可

能资源不足，医生没有太多时间与家长坐下来慢慢交流，只能给他们一

些技术性的指示：“我现在给她开一副针对肺炎链球菌的抗菌药”。这

位母亲将做何反应？医生所面对的群体不仅身体上患有疾病，而且精神

上还因疾病感到焦虑和恐惧。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全球会发生那么多

医患纠纷。这些医患纠纷每年会造成医疗运行效率降低6%，高达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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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按时按量服用药物，而不会出现用药混淆的情况[4]。

在发展中国家，医疗保健系统往往不能有效指导患者如何获得最合适的

医疗资源。公立医院经常需要排长队，而且医患关系紧张，这主要是因

为患者无法事先获得医疗资源的相关信息。由于患者无法根据医生的日

程安排来提前做最优选择，他们往往不得不在医院之间来回奔波，做不

必要的重复检查，延误诊断和治疗。

如果医疗服务采用高效的大数据系统，那么患者就能够清晰地了解所有

可预约的医生和其他可用的医疗资源，并能掌握关于医疗服务质量的信

息。这有助于患者减少排队时间和重复检查的时间，从而获得更好的医

的医护工作者称他们曾因为沟通问题而受到肢体或语言攻击[2]。

AI助手可以大大缓解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例如，AI助手可以用

非专业术语解释医生开的处方，使患者更容易理解[3]。这将使患者更

加了解他们面临的健康问题、相关风险、治疗计划，以及预期的治疗效

果。这样，医患沟通可以更顺畅、更平和，患者不会因为复杂的术语而

承受额外压力。

收到医生提供的处方后，AI工具还可以帮助患者理解处方内容，确认药

物是否适合患者，查看是否有其他替代疗法，并根据当前病情计算出合

理的用药剂量[4]。对于年迈患者或其他需要支持的患者，AI工具可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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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服务体验。在美国，健康信息交换（HIE）系统为患者提供了数千家

医院的全面信息，包括医生姓名、医疗条件、可用的服务，甚至还包括

餐饮服务的质量[5]。利用这些信息，患者可以获得更好的体验，并且可

以改善医患关系，更有效地利用医疗资源。

到2025年，全球精准医疗市场将接近600亿美元[6]。患者在全面了解

医院、医生和医药资源的基础之上进行选择，从而享受到全面、暖心且

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这将成为精准医疗市场中最大的创新机会蓝海之

一；医生少、患者多的资源失衡问题也会在智能化辅助下得到缓解，提

高全社会医疗资源利用率的同时，让医生与患者无摩擦沟通，减轻患者

或家属的焦虑，真正实现医者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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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这种场景：在一间会议室，来自伦敦、里约热内卢、北京和东

京的CEO们坐在桌旁，彼此语言各不相通，却要进行一场重要谈判。

因此，现场需要配备各语种的口译员和速记员，这不仅会造成额外的成

本，还会让会务安排更加复杂。更糟糕的是，会议中还可能出现传递错

误信息和信息表达不清楚的情况。还有，要是与说阿拉伯语、斯瓦希里

语或豪萨语的人一起开会，沟通成功的机率能有多大？

联合国口译员每人一次最多工作20分钟，然后交给搭档来支持。即使是

一支成熟的口译团队，他们平均也只能传达60%的沟通内容[7]。各欧盟

机构需要以二十多种语言输出各种内容。早在十年前，他们在口笔译方

面的支出就已接近11.23亿欧元[7]。这笔内部管理费用约占欧盟全年预算

的1%[7]。欧盟官方网站需要24种语言版本，所有欧盟软件也都必须如此

[7]。仅为了保持各种版本之间的一致性就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与时间。

AI使能的翻译设备可以帮助说不同语言的人有效地进行交流[8]。人工

和AI相结合可以使翻译团队提高服务质量：实现95%的准确率和0%

的信息遗漏[9]。翻译工作的这种根本性转变，将使翻译更高效、更完

整、也更准确。有些任务还可以实现完全自动化：AI可以帮助维护网

站和电子文档，无需人工输入[10]。实际上，在一些工作量较大的领

域，可以利用AI确保多个不同文档保持一致性。在这方面，AI已经超

越了人类。到2025年，消费者将能买到真正的自动翻译设备，并且

AI口译还可以在重大国际会议或新闻活动中投入使用。

对于业务遍布全球的大公司和组织而言，由于需要与世界各地说不同语

言的人交流，跨越语言障碍的沟通能力至关重要。跨国公司、在多个国

家进行销售的电商、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机构都需要具备这种沟通能力。

在大多数情况下，英语被当作通用语言，人人都能懂一点，但口音和言

语习惯的差异仍然可能导致沟通困难。而内置专业领域知识的翻译设备

能解决这类问题。这种设备将打破企业、慈善机构、政府和学术机构面

临的沟通障碍，使每个人能规避沟通摩擦，专注于他们的重点工作。

交流无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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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语AI设备可以帮助聋哑人更方便地沟通，进一步构建包容性社会。

上海约有23万聋哑人，其中12万人使用手语，但整个城市只有大约

30名手语翻译[11]。StoryS ign是一款可以帮助聋哑儿童阅读的应

用程序，该程序采用了图像识别和光学字符识别等AI技术[12]。当用

户扫描故事书中的页面时，StorySign应用程序会显示卡通手语译员

对文字做手语。目前，StorySign可以将文本翻译成10种不同的手

语：英语（BSL）、爱尔兰语（ISL）、荷兰语（NGT）、佛兰德

语（VGT）、意大利语（LSI）、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LSE和

LSC）、法语（LSF）、葡萄牙语（LGP）、瑞士德语（DSGS）和

德语（DGS）。将来还会增加其他语种。

AI设备和软件可以让那些有语言或听力障碍的人平等地参与社会，并

做出积极贡献。但目前，听力障碍者对辅助设备的满意度在全球范围

内仅为10%[11]，这表明该领域很大程度上未能满足用户需求，这

又是一个巨大的商机。智能设备的使用也是衡量社会包容性的一大标

包容性沟通

准。聋哑人可以通过这些设备获取学习和个人发展的机会，进行创新

活动，为经济做出贡献，并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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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无摩擦沟通使公司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清晰、更准确地了解客户。更

重要的是，无摩擦沟通可以为所有人提供公开、透明的信息，从而减少

沟通错位或误解的情况。AI翻译设备将使沟通和业务跨越国界，让世界

各地的公司扩大其全球业务布局。物联网技术和智能可穿戴设备将吸引

每个人参与经济发展，为每个人提供实现其独特价值的机会，并从智能

经济中受益。

► AI是无摩擦沟通的使能技术。AI系统不是静态不变的，而是可以通

过更全面和多样化的数据集对其进行训练来不断改进。为了捕获、

传输和交付大量的数据，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无处不在的联接网络。

GIV预测，到2025年，公司对其内部创建的数据的利用率将达到

86%。

► 全球联接设备将达到1,000亿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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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数据利用率将达86%

全球联接设备将达1,000亿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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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机器，更是家人

人机协创

超级视野

无摩擦沟通

零搜索 懂“我”道路 机器从事三高

共生经济 5G，加速而来 全球数字治理

趋势一

趋势六

趋势二

趋势七

趋势三 趋势四 趋势五

趋势八 趋势九 趋势十

全球 14%的家庭将拥有家用
智能机器人。

97%的大企业将采用AI。

采用VR/AR技术的企业将
增长到 10%。

企业的数据利用率将达86%。

C-V2X（蜂窝车联网技术）
将嵌入到全球 15%的车辆。

全球 58%的人口将享有 5G
服务。

全球 90%的人口将拥有个人
智能终端助理。

基于云技术的应用使用率将达
到 85%。

每万名制造业员工将与103
个机器人共同工作。

全球年存储数据量高达 180ZB。



共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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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推动包容性发展

技术推动合作共赢

相同的成本
更好的结果

技术推动可持续发展

共生经济

 趋势八



共生经济

GIV 预测，到2025年，
基于云技术的应用使用率
将达到85%。

如果我们将时钟拨到三、四十年前，“经济全球化”可以算是那个

时代的商业标签，众多巨头本着加速扩张业务版图的目标，正式开

启了全球合作的大门；让时间回到当下，前沿智能科技和互联网的

发展让全球合作变成了一场所有国家、政府、企业和老百姓都有机

会参与的跨地区、跨经济甚至跨“物种”的环球盛宴；无论身在何

处，语言是否相通，文化是否相似，数字技术与智能能力逐渐以平

台模式被世界各行各业深度广泛应用，各国企业都有机会在开放合

作中，共享全球生态资源，共创高价值的智能商业模式，最终改变

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作为平台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共生经济”既是企业自身

发展的需求，也是全球企业之间、企业与伙伴之间合作创造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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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目标。单纯追求经济利益不再是具有责任感企业的唯一目标，

仅仅以买卖为导向的渠道交易也不再是生态合作的理想模式。如何

能够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通过营造共融发展的体系，让世界各

个角落的国家和地区、所有消费者都能平等享受到智能的普惠红

利？如何建立一个多边协同的商业合作生态，让所有客户、商业伙

伴、产业链合作联盟，无论规模大小，都能共同分享ICT生态发展的

新机会？这些已经成为智能社会需要科技企业回答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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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推动包容性发展

虽然互联网以及云计算和A I的发展，让大部分较为发达地区的居民

能够享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

化、地缘状况各异，迄今为止依然有很多欠发达地区的民众因为各

种原因，还无法利用这些先进的科技手段，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数

字包容的概念试图从联接，到应用，再到技能，为所有企业和个人

提供用得起、用得好的技术，真正包容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惠及更

多群体与企业。

蒙古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之外，这

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是游牧民族，保持着古老的传统，住在草

原的蒙古包里，这使得互联网在蒙古偏远地区变得非常少见。事实

上，蒙古85万个家庭中大约只有10万个家庭可以上网[1]。为解决这

一问题，蒙古的一家ICT企业和某科技巨头于2017年推出了“Ger 

In te rne t”无线家庭宽带服务，解决蒙古偏远地区人口密度极低的

农村无线网络连接问题[1]。

一 个 名 叫 K u t a 的 八 岁 小 男 孩 率 先 成 为 了 该 项 技 术 的 受 益 者 。

K u t a从小生活在蒙古包里，没有机会接触互联网等技术，“G e r 

In te rne t”的出现让他第一次有机会和自己远在韩国学习的哥哥视

频通话。Kuta现在也开始使用网络学习和在线医疗咨询等服务，让

自己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在蒙古，50,000多户边远家庭开始使用该项为他们量身打造的互联

网服务[1]。互联网的接通让农户们有机会收听天气预报和学习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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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极大提高了当地的生产力水平。预计到2020年，“Ger 

Internet”技术将帮助30万户蒙古家庭实现无线宽带的连接，进行远

程教育、电子商务、远程医疗等，明显改善生活质量[1]。技术普惠让

科技原本难以覆盖到的民众也能平等地享受科技的便利，提高科技的

使用率，为民众提供了更多学习和掌握新技能的机会。

大部分孟加拉国的女性至今都不具备足够的知识和技能来学习如何

使用互联网。迅速普及互联网基础知识成为当务之急。但孟加拉的

村庄严重缺乏教育课程资源和电脑等教学设备，与此同时，在农村

建立多个培训中心，或是把这些孟加拉妇女带到城市去学习相关知

识也难以实现。孟加拉国的信息通信技术部门与某科技公司合作了

“数字培训巴士”项目，试图为边远地区的孟加拉国女性提供数字

技能培训的机会[2]。

这项为期三年的“数字培训巴士”使用六辆配备现代化培训设施的

公共汽车，向孟加拉64个地区的24万名妇女传授关键的互联网使用

常识和技巧[2]。该计划改变孟加拉国女性的生活，很多人已经能够

使用互联网和移动银行等生活中常用的手机A PP服务，并通过网络

与他人交流。“数字培训巴士”成功地帮助当地女性学习到必要的

网络科技知识，让她们有机会和男性一起在科技领域学习，享受科

技带来的便利，确保她们在孟加拉国走向数字化的过程中发挥同样

重要的作用。技术普惠让性别差异不再成为问题，让所有人有机会

平等地学习科技知识，改变命运。

技术普惠让科技超越了国界，使不同地区和经济状况的人群和家庭

都有机会通过远程智慧教育学习知识，也是全球经济生态发展的内

核动力，推动智能社会的全面繁荣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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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推动合作共赢

科技的进步不再着眼于单一企业或者个人的成功。如何把技术推向全

球，让大型企业、中小企业或创新公司、个人以及人类生存的整个环

境，都能享受智能技术带来的红利或助力？这已经成为打造全球共生

经济的首要目标。

技术普惠最大的特点在于可以包容相对“弱小”的企业或个人，让他

们在智能技术平台的帮助下，与大企业一样平等获得数字能力，实现

属于自己的成功。占全球企业90%的中小企业，为社会提供了70%以

上的就业机会[3]，但是相比行业巨头，他们在技术、资金等诸多方面

具有天然的劣势，容易在全球产业链的合作中被忽视，或是抵挡不住

激烈竞争，很快就被淘汰了。技术普惠为中小企业提供适合其发展的

融合型数字能力和服务，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最先进的知识和技术，

提升竞争力，与全球众多企业同场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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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共同拓展全新的产业合作机会，找到生态合作企业的新

增长机会。

鲜有涉足影视制作及电影工业领域的某科技企业近期就在“首部中国

重工业科幻影片”《流浪地球》实现了突破。木星大红斑、风暴云

层、沸腾着液氢和液氦的大洋以及上万台行星发动机……这些观众大

呼过瘾的震撼逼真“硬核”画面，其实背后需要电影特效制作团队进

行大量云渲染工作来替代普通渲染。而专注于电影工业的特效公司原

本的处理能力远远无法满足影片对于云渲染技术的要求。一部影片一

秒钟24帧，普通渲染1帧需要半个小时，这么算下来一部电影的渲染

时间需要数万小时[4]，花费几年的时间，这对于电影工业来讲根本属

于天方夜谭。

云时代下依靠单打独斗的企业已经难以取得成功，相反的，大数

据、物联网、A I与云服务的发展让原本缺乏互动的商业实体产生联

接，在多边效应的合作模式中共建共享生态系统的商业繁荣。华为

《I C T服务生态策略研究报告》显示，72.2%的受访者认为，生态

系统中的角色正在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客户、ISV、渠道商等角色分

工界限正在逐渐的被打破，更多生态成员以生态系统整体性发展为

统一目标，采用更加灵活的合作模式，以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商业

挑战。

目前，I C T科技生态的发展模式正在从生态合作进一步演进为生

态 协 同 ： 通 过 开 放 的 生 态 主 动 让 利 给 伙 伴 ， 统 筹 资 源 ， 培 养 人

才；鼓励更多企业通过与商业伙伴的协同合作，共建新的行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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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该公司采用了其合作伙伴某科技公司的云平台服务，依靠海量

资源、高存储以及快捷网络环境，让该特效公司不仅可以根据云渲染

需求来自由发挥创作，以保证画面真实、流畅、震撼，并且还在极短

的时间内顺利完成了渲染工作，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成本。

专注于技术能力共享的生态，确实会携手伙伴深耕于创造产业价值，

但很难让生态成员在商业上看到新机会，据《ICT服务生态策略研究

报告》显示，商机共享已经成为未来3–5年内CXO级别合作伙伴最

需要的生态支持；只有真正的商业开放与商机共享，才能为整个生态

注入新的增长活力，让每个生态成员在业务增长中看到生态的独有永

续价值，从而更加积极主动的参与到生态建设中来，实现共生经济在

商业合作领域的飞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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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林是大自然的交响乐队，但是由于非法采伐和偷猎，有很多动物因

生态破坏而濒临灭绝，自然的交响乐正逐渐消失。哥斯达黎加的奥萨

半岛是地球上雨林生态最丰富的地方，这里生活着一种有益于种子散

播的珍贵动物——蜘蛛猴，让它的数量保持均衡，不仅攸关整个生态

的多样性，也牵动着雨林的生命。在前沿智能技术与绿色经济深度融

合的时代，Rainforest Connection（RFCx）尝试用智能手机、智

能传感器、云上AI等一批前沿技术和设备来保护蜘蛛猴以及其所生存

的雨林环境。

雨林中的各种“声音”堪称RFCx保护生态物种和雨林环境的“声”

命源。RFCx通过搭建内置智能手机和环境传感器的太阳能音频监控

守护站（Guardians）[5]，来充当雨林深处的“耳朵”，它不但可

以在高温、高湿度和无固定电源的复杂雨林环境中，清晰地侦测电锯

伐木声，更可以辨识卡车和其他“潜在”的生态破坏声音，一经发现

非法采伐或狩猎的可疑之声，便会实时通知生态保护“游侠”，指引

他们到达事发地点；除此之外，在AI的帮助下，Guardians会将手

机及传感设备传来的包括蜘蛛猴在内的珍贵动物的声音数据上传到云

端，利用云端AI算法与预先收集好的20万个动物叫声数据进行对比

分析，从而辨别它们是否正面临危险、受伤、或者肚子饿等情况，及

时上报给护林员处理。

我们只有越了解动物，才越容易保护它们。智能科技在极端自然条

件下的成功运用，让人们可以从珍贵动物的“声音”入手，利用云

上A I的分析对比能力，更加深入了解它们的周围环境和生存状况，

对它们进行实时保护。这样一来，条件恶劣的雨林环境将不再成为

人们进行动物及环境保护的棘手地带，智能科技将协助人类在保护

技术推动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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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寻求新的突

破，取得更高效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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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 基于云平台打造的开放、多样、共赢的生态圈，是技术普惠的核

心，也是全球共生经济的发展趋势。随着云技术的不但发展和完

善，云已经成为未来企业最主要的创新基础和效率提升的手段。华

为GIV预计，2025年，全球所有企业都将使用云技术，而基于云技

术的应用使用率将达到85%。

► AI开发平台及AI的商业场景落地的行业合作生态，将会为更多行

业、企业和开发者带来创新机会。随着行业数据的不断丰富，AI算

法和学习的不断升级，人工智能成为了企业发展的左膀右臂，对于

企业的管理、运营等各方面都将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GIV预测，

到2025年，97%的大公司将采用人工智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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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100%的企业

都将使用云技术

97%的大公司将采用

人工智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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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 预测，到2025年，
全球58%的人口将享有5G服务。

5G与速度总是息息相关。截至目前，5G网络部署的速度远远超过人们

的预期，而5G网速则更快：当你读完这句话时，你的5G终端设备已经

下载了四部高清电影。如今，各大手机厂商摩拳擦掌，将在2019年推

出40多款5G智能手机。

然而，5G对我们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极速下载。

如果说4G开启了人们的互联网生活，那么5G将成为历史转折点，改变

人们的内容消费模式，颠覆各行各业和城市现状，并改变我们对“联

接”的定义。

华为全球产业展望（GIV）预测，2025年，5G网络将覆盖世界人口的

58% 。“全天候实时在线”将成为人与万物的“默认状态”。智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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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云边协同技术将成为全社会运行的基础环境。开发者可以更轻松地开

发用于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应用。与此同时，全球企业的云部署比率将达

到100%，云上开发的企业应用占比将达到85%。

配备超大可折叠屏的5G终端将给游戏玩家和线上学习达人带来更多自

由和便利。5G+VR的新组合将让笨重的头戴设备和网络延迟引起的眩

晕感成为历史。虚拟现实应用将飞速发展，给用户带来全新的沉浸式体

验。

GIV预测，到2025年，VR/AR用户数将达到3.37亿人。

国际电信联盟总结了5G标准的三大特点：广联接、大带宽和低时延

[1]。5G将带来超越光纤的传输速度，峰值下行速率高达20 Gbps；超

越工业总线的实时能力，时延低至0.5毫秒；每平方公里可联接100万

个设备[1]。这意味着5G将成为一张巨型网络，让一切人和事物都可以

互联互通。

随着5G、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更多企业将

采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无线工厂将持续演进和发展，无人驾驶

将从L0级到L5级演进（L5级代表完全自动驾驶）。与此同时，5G的大

带宽优势将推动教育和远程医疗等行业变革。曾经只出现在科幻电影里

的场景将逐渐成为现实。

广联接、大带宽、低时延的需求正在驱动各行各业加速5G部署。

139



5G，加速而来

5G应用场景

► 体育赛事直播：从前，负责英格兰足总杯直播的摄影师们需要提前

到球场连夜做准备工作，包括调整灯光和机位，以及演练等。由于

传统摄像机线缆太多，摄影师很难自由移动，导致拍摄视角受到限

制，一个球场常常需要八九台摄像机。

2018年，5G技术第一次用于现场赛事直播，上述问题得到了改

善。在5G大带宽的帮助下，摄影师可远程控制现场灯光和机位。无

线摄像机更是增加了摄影师的移动自由度，大大节约了设备支出。

在5G的支持下，英国电信体育台参与直播演练的员工数减少了，

成本大幅降低[2]。不仅如此，员工工作效率也极大地提高。远程控

制功能统一协调所有摄像资源，让摄影师们同时从多个视角拍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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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为观众提供极致的画面和更多视角。无线摄像机和无人机也给

观众带来实时的浸入式观赏体验。

再试想一下：你是一位NBA球星的粉丝。他的主场球赛门票可能高

达26,500美元[3]。如果你想坐在更靠前的位置，近距离看清楚你的

偶像，那么门票的价格更是高达数十万美元。

5G+VR能让全世界的篮球粉丝享受现场“黄金”粉丝般的待遇，

让你近距离看到偶像的每一次佯攻、传球甚至面部表情。你还能

“坐在”贵宾席，与周围观众以及替补球员进行零距离现场互动

…… 这一切只需要一台价值6.99美元的VR头戴设备，让VR用户可

以身临其境观赏每场球赛[3]。加上5G网络的超低时延特性，用户

可以享受到真正实时的观赏体验。

5G大带宽服务以及VR和AR技术将给人们带来革命性的全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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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情观赏沉浸式的实时高清画面。

► 医疗：想象一下，一场心脏手术正在进行，而医学专家却不在手术

室。2019年4月，中国南方某市医院的医生正主刀进行心脏腔镜手

术，而在相隔400公里外的另一家医院[4]，顾问专家依靠5G传输的

实时超高清手术画面对手术进行远程实时指导，指导现场医生进行

切开等操作。

华为X-Labs实验室研究表明，将5G技术用于无线医疗领域后，极

度稀缺的专家资源可共享给任何患者，无论他们是在手术台上还是

在病床上，这将帮助弥补全世界430万名医学专家和2,730万名护士

人力的缺口[5]。

► 自动驾驶和车联网：只有超高速的传输和超高的可靠性以及超低的

时延，才能保证自动驾驶汽车快速响应复杂的路面情况。相对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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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5G传输速率提升了100倍，峰值传输速率达到10 Gbps，而

5G的时延低至1毫秒，只有4G的五十分之一，可保障车辆控制信号

传输的端到端时延低于10毫秒[5]。这意味着在车速为90km/h的情

况下，因时延造成的刹车误差仅为24厘米，这保证车辆即使在遇到

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依然可以通过紧急制动来保障驾驶安全[5]。

5G是车联网普及和自动驾驶成熟落地的关键因子，直接刺激V-2X

通信高阶应用、车辆编队和远程驾驶的快速成熟和发展，进而为智

能交通产业创造积极的发展前景。华为X-Labs预测，到2022年，

车联网市场空间将达到1,450亿美元[6]；华为GIV 预测, 到2025

年，全球5G联接的汽车将达到2亿辆。

► 智慧城市：为打造智慧城市，需要全面整合并连接城市的各个子系

统，包括基础设施、交通、政府、商业开发区和医院等，并将系统

数据拉通和进行云上智能分析。

随着联接数量以几何倍数增加，高速、可靠、高容量网络将对智慧

城市建设至关重要。

► 5G可以连接的终端数量理论值将达到百万级别，至少是4G网络的10

倍以上。此外，5G可以保障城市子系统联接的可靠性，如物联网、

智慧城市、智慧电网和智慧交通等子系统。5G网络将支撑散布在城

市各个角落的5G智能终端及边缘计算设备，实现全天候全面互联。

截至2018年11月底，中国有超过500个城市正在规划和建设智慧

城市[7]。2019年，中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约

合1.48万亿美元）[7]。未来五年，该市场的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

33.38%，2022年达到25万亿元（约合3.7万亿美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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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网络全球部署前后经历了10年（2001年–2010年），4G网络部署

也经历了5年时间（2009年–2014年）[8]，而5G网络部署预计只需要

3年时间（2019年–2022年）就能覆盖全球亿万用户。

在5G第一个版本标准R15冻结后的不到一年内，35个国家就发布了

5G频谱。在第一轮5G商业部署中，全球运营商仅用了6个月就部署了

10,000多个5G基站，而4G第一轮商业部署仅仅建了200个基站[9]。

支持5G的相关终端设备也蓄势待发，和5G网络几乎同时准备就绪。现

在全球有超过40种支持5G的终端设备[10]。

出于对高速网络和全新体验的期待，民众对5G网络普及抱有很高的热

情，但是5G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提高覆盖范围和带宽仍需要一个过

程。

自动驾驶和工业物联网等产业将在5G设备和无线服务上投入数十亿美

元。利用极简、强大和智能的5G网络，各行各业将加快数字化转型的

步伐。

5G部署速度超过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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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 5G最大的影响力不止于在技术上的突破，而在于如何让更多行业

实现升级，让更多消费者享受和分享更智能的生活方式。观看高清

视频直播将是大多数人最直观体验5G的方式。GIV预测，到2025

年，全球将拥有650万个5G基站和28亿5G用户，占全球人口比例

的58%。每月用于视频观看的个人数据消耗量将提高到15GB，视

频流量占个人数据流量的比例将高达88%。

► 自动驾驶汽车和AR/VR设备，都将因为5G网络的广泛应用而最

终步入千家万户。到2025年，15%的汽车将配备基于5G的V2X

技术，而个人拥有的AR和VR设备将达到3.37亿部。5G技术的

广泛应用将极大刺激全球云服务的发展和云上开发应用的快速成

长。

► 5G网络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面铺开，不仅将带动5G手机快速增长，

更会激发智慧生活体验市场大规模发展，其中包括芯片、电池、手

机、平板电脑、个人电脑、智能家庭设备以及摄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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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58%的人口将享有5G服务

全球将拥有650万个5G基站和28亿5G用户

5G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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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14%的家庭将拥有家用
智能机器人。

97%的大企业将采用AI。

采用VR/AR技术的企业将
增长到 10%。

企业的数据利用率将达86%。

C-V2X（蜂窝车联网技术）
将嵌入到全球 15%的车辆。

全球 58%的人口将享有 5G
服务。

全球 90%的人口将拥有个人
智能终端助理。

基于云技术的应用使用率将达
到 85%。

每万名制造业员工将与103
个机器人共同工作。

全球年存储数据量高达 180Z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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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十

标准化的数字治理以保护全球数字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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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 预测，
到2025年，全球年存储
数据量高达180 ZB

除了现金、房产、股票等资产，你是否想过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给我们

带来了另一种无形的“数据财富”？如今，每个人平均每秒产生的数据

达到2MB，相当于一部小型纪录片[1]。这些新增数据在不断向生活各

个角落渗透的同时，也保存在大大小小企业的数据库中。过去，它们的

价值并没有被挖掘。但是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已经成为了云

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最新前沿技术的依托，也变成了促进社会进

步的最重要的底层资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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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控制数据？

个人数据理应归个人所有，可由个人自由支配、自愿换取服务，甚至为

自己创收盈利。遗憾的是，数据隐私保护和交易准则方面的进展，远远

落后于大数据爆发和新技术迭代的速度，有关数据的归属、使用、监管

等一系列问题没有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并获得相关立法的保护。因

此，对数据加以治理、保证用户数据权益不受侵害已经变得刻不容缓。

我们必须确定一个公平的数据交易准则，确保数据所有者和使用者实现

利益分配平衡，各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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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治理

数据的精细化是提升个性化服务质量的基础。同样地，进一步深度挖掘

更多用户的数据的价值，也是企业产生长尾效应、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

键。行业内排名前200的App占据了整个行业全平台分发总量的55%，

这反映了移动用户流量都在向这些App大量倾斜的现状[2]。

现在全球数据财富的“马太效应”也已经显现。这些拥有巨额用户数

据的数字帝国，已经成为了现今社会基础设施和服务发展的最重要支

撑力量之一。大型社交媒体和电商平台是整个社会智能服务创新、商

业发展模式开拓的先锋。如果大量用户数据掌握在少数企业手中，在

数据决定算法优化程度的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分配也会加剧失衡。与

此同时，用户也会因为依赖少数几个数字帝国提供的高质量、广泛的

智能服务，而减弱对自身数据的话语权。但个人数据归根到底是一种

私有财产，每个人都享有个人数据的财产权，而不应只能选择几家服

务商。

用户在高质量智能服务方面的选择本就不多，而且他们自身数据的使

用、流转情况又基本处于“黑匣子”中，没有人告知他们数据流转的规

范、隐私数据的保护措施与秩序、数据维权标准等信息，因此用户会产

生极大的焦虑与恐惧。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全球有超过25%的互

联网用户有过社交帐号、信用卡账户、社保号码等个人信息被盗的经历

[3]。数据资源被滥用、隐私侵犯的案例屡见不鲜。86%的互联网用户

因为恐惧而采取过“消除数字足迹”的自我保护措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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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立全球统一的数字标准来保护个人的数字资产，使用一套公

开透明并且获得国际认可的标准，来维护数字秩序变得迫在眉睫。欧

洲和美国已经有包括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在内的30

多部数据保护法律。GDPR于2018年5月25日在全欧盟生效，要求欧

盟（EU）国家的所有企业必须执行有关用户数据保护的严格新规，保

护欧盟公民免受隐私和数据泄露的影响，重塑欧盟的隐私处理和数据

保护的方式[4]。

GDPR扩大了用户个人数据的定义，要求企业必须将用户个人的IP地址

或cookie数据等信息置于和其他机密数据相同的保护等级[5]。GDPR

的重大变化和额外要求都已经对世界各地的企业，无论在何处经营，产

生广泛影响。

数据监管机构可以是第三方中立个人，也可以是受法律和社会监督的

政府机构。数据保护官（Data Protection Officer, the “DPO”）

作为企业内部出现的全新职位，将成为确保企业内部隐私合规方面的

核心人物，来监督企业对GDPR的遵守情况，并担任相关监管机构等

利益相关方的联络人[6]。DPO将依据全球数字产业的发展情况，不

断做出新的监管决策和调整，平衡各方利益，消除用户对自身数据被

滥用的恐惧。

人工智能、云计算技术将对规模越来越大、质量越来越高的数据进行

深层次的分析、利用。随着个人以及机构逐步意识到数据的重要性，

数字世界的法律法规正在全球同步演进，它们大多以数据平权为目

标，不断更新完善，保护所有人的个人数据权力。数字治理的进步不

但给司法部门带来了新课题，也对所有企业的数据治理能力提出了新

的要求。而那些大量产生个人数据的行业和领域，例如大数据概念的

发源地 — 医院、互联网和娱乐等行业，都必须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

增加用户对数据使用的信任。这对整个行业的数据规范化使用带来积

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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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个人对于自身数据的使用具有完全的自主决

策权。但由于隐私保护的机制并不健全，一方面我们担心自己的

数据权益安全，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在保证公平、全程透明的基

础上，和值得信任的企业进行数据交易。这样可以让个人数据物

尽其用，每个人都可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越来越高质量的智能

服务。

当然，目前的数据交易过程并不完美。有些公司在新用户注册时，

就告知用户并在用户同意之后再使用其相关数据，并为其提供相应

服务。但数据之后的流向、使用情况、是否存在其他用途等全数据

流程并不透明。用户往往并不了解自己的数据被企业如何使用，是

否被用于其他并未得到自己许可的领域。更严重的是，由于某些企

业对用户数据的保护不够完善，导致用户信息被盗取的情况也屡见

不鲜。这些情况都会导致用户对企业使用自身数据的不信任，从而

阻碍良性的数据交易进程和科技创新的发展。

个人数据一定是不可交易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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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吸引用户注意力？

At tent ion merchant是互联网模式下一种常见的商业模式，指的

是企业通过服务换取用户的关注，并据此获得数据，持续不断地对

其加工、深度挖掘，从而创造可持续的财富[7]。在人工智能加速发

展的时代，这的确可以催生很多全新的商业模式，为客户提供更加

个性化、定制化的服务。随着智能音箱、智能汽车等智能终端不断

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用户数据的颗粒度将会更细腻。Attention 

merchant会为用户在任何地点提供更加“暖心”的个性化服务。

不过，现在很多用户发现在一些综合网络服务平台上（该平台一般

包含视频、搜索、广告、邮箱、社交、电商等一系列服务），他们

只是同意以个人数据换取该平台某一个个性化视频服务，并没有同

意自己的数据被使用到其他业务模块。然而，当他们再次上网的时

候，发现与前期浏览视频相关的广告出现在了屏幕上。这样“只说

其一，隐藏一百”的数据交易“擦边球”，也同样侵犯了用户的知

情权，违反了数据交易公平、全流程透明且需双方达成一致的基本

要求。

数字业务不同于传统业务，已经完全打破了时空界限。数字治理的

标准、隐私保护的监管、数据交易的方式准则等等数字治理工作

都需要国际层面的全方位合作，协同定标准并确保每个企业和个人

都严格遵守。各国政府、监管机构应该行动起来，制定具有广泛约

束力的相关数据交易规范，共同推进全球数据交易的不断完善和发

展。数字帝国类企业应该以身作则，明确各个服务板块的数据交易

边界，与消费者在每一个服务环节中达成透明、一致的共识。与此

同时，在提供数字服务时要尊重各国数据管理的法律法规。对于消

费者来说，不断强化行业知识的学习和培训，建立数据问询意识，

并合理平衡个人获取服务的需求与自愿进行数据交易，才能既保护

好自身的隐私和权益，又能享受到科技带来的服务和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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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 无处不在的联接产生了海量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又被重新分析利用，

反过来继续推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进步。GIV预计，2025年全球产生

的数据量将达到180ZB，这将是2018年的5.5倍；

► 能否在合规合法的环境下，获得用户的深层数据已经成为了企业发展

的决定性要素之一。对于数据的智能分析利用和转化能力，将直接决

定一个企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GIV预计，2025年企业数据的利用率

将达到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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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年存储数据量高达180 ZB 企业的数据利用率将达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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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14%的家庭将拥有家用
智能机器人。

97%的大企业将采用AI。

采用VR/AR技术的企业将
增长到 10%。

企业的数据利用率将达86%。

C-V2X（蜂窝车联网技术）
将嵌入到全球 15%的车辆。

全球 58%的人口将享有 5G
服务。

全球 90%的人口将拥有个人
智能终端助理。

基于云技术的应用使用率将达
到 85%。

每万名制造业员工将与103
个机器人共同工作。

全球年存储数据量高达 180Z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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