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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动态
《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印发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深化高等
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全面部署深化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工作。
《意见》指出，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迫切需要，是推进
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促进高校毕业生更高质
量创业就业的重要举措。各地区、各高校要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主动适应经济发展
新常态，以推进素质教育为主题，以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以完善条件和政策保障
为支撑，促进高等教育与科技、经济、社会
紧密结合，加快培养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
神、勇于投身实践的创新创业人才队伍。
《意见》明确，要重点抓好 9 个方面的
任务：一是完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制修订
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高职高专专
业教学标准和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明
确创新创业教育目标要求。二是创新人才培
养机制。建立需求导向的学科专业结构和创
业就业导向的人才培养类型结构调整新机
制，建立校校、校企、校地、校所以及国际
合作的协同育人新机制，建立跨院系、跨学
科、跨专业交叉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新机
制。三是健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根据
创新创业教育目标要求调整专业课程设置，
开发开设创新创业教育必修课选修课。四是
改革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开展启发式、讨

论式、参与式教学，扩大小班化教学覆盖面。
改革考试考核内容和方式，注重考查学生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五是强化创新创业实
践。促进实验教学平台共享。利用各种资源
建设大学科技园、大学生创业园、创业孵化
基地和小微企业创业基地。建好一批大学生
校外创新创业实践基地，举办全国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六是改革教学和学籍管理制
度。设置合理的创新创业学分，为有意愿有
潜质的学生制定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计划。实
施弹性学制，允许保留学籍休学创新创业。
七是加强教师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能力建设。
明确全体教师创新创业教育责任。聘请各行
各业优秀人才，担任专业课、创新创业课授
课或指导教师，形成全国万名优秀创新创业
导师人才库。八是改进学生的创业指导服
务。建立健全学生创业指导服务专门机构。
健全持续化信息服务制度。九是完善创新创
业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体系。整合发展财政
和社会资金，支持高校学生创新创业活动。
落实各项扶持政策和服务措施，重点支持大
学生到新兴产业创业。鼓励社会组织、公益
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设立大学生创业风
险基金。
《意见》强调，各地区、各高校要制定
深化本地本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方
案，强化督导，加强宣传，抓好改革措施落
地。
信息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http://gaojiao.jyb.cn/gdjyxw/

吴江：现在是大学生创业最好的时代
“过去创业，只有 100 万大学毕业生，
现在增加到 750 万，这为创新创业做了很好
的人才储备。”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人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江做客人民网谈
如何推进“万众创新”及大学生创业时表示，
人口红利时代即将过去，现在的创业市场，
人才是最重要的。
700 多万大学生就业问题，是政府到社
会都很关注和头痛的问题，也是转型期的烦
沈阳工程学院

恼。在吴江看来，创新创业，不仅靠政府，
政策的支持，还需要市场活力。吴江说，过
去创业多数是为了生存，有被迫的成分，而
现在的多数创业者，都有创业梦想，为实现
自我价值而去创业。吴江还建议，大学生创
业，不仅靠贷款、风投，更多的是把你的想
法和技术成果转化出来。
吴江认为，创新创业的最大特点就是
“三个一体”。一是创新和创业要融为一体。
2

信息导刊

2015 年第 3 期

创业必须创新，创新也必须转化为创业；二
是精英和大众要融为一体。形成一个团队、
产业链；三是政策扶持和市场活力要融为一
体。在政策扶持下，要找市场、找客户、找
需求。
过去都是托人找份好工作，而现在只需
要你的一个想法，就可以创造一个好岗位。
吴江认为，现在市场已经从配角上升为主
角，来推动大众的创新创业。而创新创业最

大的特点，在吴江看来，就是新技术。新技
术浪潮和产业革命大幕已经拉开，有些技术
很短的时间就被淘汰了，这种爆炸式发展对
年轻的创业者来说，非常有利。吴江认为，
现在是创新创业的最好时代，现在的市场，
为年轻创业者提供了很好的环境，是一个千
载难逢的机会。
信息来源：人民网教育频道
http://npc.people.com.cn/

清华首推混合式学位“数据科学与工程”专硕
日前，清华大学启动国内首个基于混合
式教育模式的学位项目——“数据科学与工
程”专业硕士项目。据悉，该项目旨在培养
数据存储、运行监管、智能分析挖掘及战略
决策等依赖于大数据资源和平台的专门人
才。据介绍，该项目汇聚了清华大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系、软件学院、自动化系、交叉
信息研究院等院系的知名教师，将由研发一
线专业人士讲授企业案例课程，并与百度、
阿里、腾讯等公司合作建立学生实践基地。
信息来源：人民网
http://edu.people.com.cn/

专业论坛
电力装备走向世界面临四大挑战
在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进程中，电力装
备扮演着重要角色。5 月初，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国
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以扩大开放促发展
升级。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次会议上李克强
总理再当超级推销员，力推电力装备“出
海”。
此次会议提出，聚焦铁路、电力、通信、
建材、工程机械等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对
接不同地区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
要，以国有、民营等各类企业为主体，灵活
采取投资、工程建设、技术合作等方式，带
动装备出口，促进相关国家扩大就业和发展
经济，用质量和信誉建口碑、树形象。有专
家认为，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
国电力设备走向世界有很好的机遇，同时也
面临不少挑战。
出口面临三大机遇
事实上，今年以来，李克强总理反复提
到要推进中国电力装备走出去。年初，李克
强总理在广东省省长朱小丹的陪同下走访
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时强调，中国电力设
备产能过剩，但技术先进，要以电力为龙头，
寻找中国装备走出去的道路。

今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部署 2015
年政府工作时也谈到，鼓励企业参与境外基
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推动铁路、电力等
中国装备走向世界。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4 年年底，我
国发电装机已达 13.6 亿千瓦，位居世界第
一。但是发电小时数、用电增速均创近十年
新低，火电装机过剩更为明显。
业内认为，当前中国电力装备出口面临
三大机遇：一是海外新建电力项目刚性需求
的机遇。二是全球现有电力装机更新改造需
求的机遇。三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
带来电力互联互通新增需求的机遇。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表示，中
国电力行业走出去实际上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基础装备，一部分是服务。为更好
地实现中国电力装备走出去，要加强产业链
上下游关联和实用性的研究，服务部分未来
走向是智能化。
特高压技术装备是我国能源领域自主
创新、世界首创、拥有国际标准主导权和较
强竞争优势的重大技术，也是国家创新能力
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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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在海外战略方面，国家电网公
司除了在巴西等地中标特高压项目外，2015
年将启动和国外互联的电网项目，依托远距
离、大容量、低损耗的特高压技术来打造“一
带一路”经济带输电走廊。
持续的政策利好无疑将为电力设备企
业带来大量订单，从事特高压建设、变压器、
电抗器、GIS等关键设备的企业订单充裕。
有专家指出，未来 5 年我国特高压装备制造
业将进入发展黄金期。
四大困难制约发展
这些年受电力需求拉动，中国电站、电
网等建设发展非常迅速，电力装备制造业发
展速度也非常快，通过引进技术消化再吸
收，然后再创新，发电、输电设备等部分产
品已经达到国际领先的水平。
袁岳认为，中国电力装备制造整体上在
中端市场有一定优势，主要是表现在性价比
方面，而在高端市场，与国际先进制造水平
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中国企业还需要努力
追赶和超越同行。
推动电力装备出口被写入今年《政府工
作报告》后，电力装备中的核电装备出口寄
托着业界的殷切期盼。中核集团董事长孙勤
曾表示，“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中国的三代百万千瓦级核电技
术，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前景广阔。”
据悉，中核集团正在推动华龙一号在多
国落地。目前，中核集团积极推动英国、苏
丹、沙特、马来西亚、埃及、伊朗等海外核
电项目的合作事宜。同时正在建立以阿尔及

利亚、阿根廷、巴基斯坦为中心的海外开发
体系，志在占领非洲、拉美、亚洲核电市场。
专家表示，核电出口不光是技术本身，
还有设备制造能力、燃料供应、人员培训、
技术服务等各个环节的支撑，是一个完整的
体系。目前，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只有几
个国家拥有完整的核工业体系。所以我国力
推核电走出去，这既是国家实力的象征，也
可以带动相关的产业走出去。核电站出口带
动的装备制造业出口是非常可观的。
对于中国电力装备走向世界的前景，中
电联秘书长王志轩表示看好。
“我认为有很好的机遇，但困难很大。”
王志轩说，中国电力装备在发展中国家的机
遇更多一些，主要是综合性与造价比要好。
在发达国家也会有市场，主要是造价优势。
他认为，中国电力装备走向世界主要存
在四大困难与挑战：一是国内的同业恶性竞
争；二是核心知识产权的限制或纷争；三是
国外的法规和标准；四是以前有一些企业通
过价格优势在国外争取到一些项目，但没有
注重质量(成本太低)，造成不好影响，影响
走出去。这些因素也是制约中国电力装备制
造升级的因素，需要予以解决。
因此，国务院常务会议特别提出，要构
建上下游协同的产能合作链条，注重技术交
流，做好后期维护服务，做到装备走出去与
配套服务共推进，产能合作和技术升级双丰
收。推动标准国际互认，注重风险防控，促
进企业有序竞争。
信息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http://news.bjx.com.cn/html/

信息集萃
“华龙一号”正式开工
日前，中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
号”示范工程——中核集团福清 5 号核电
机组正式开工建设。
4 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核准开
工建设“华龙一号”示范机组，在调整能源
结构中促进稳增长。在此之前，红沿河核电
站 5 号机组已于 3 月正式开工，标志着我国
沿海地区新建核电项目建设重新启动。
沈阳工程学院

中核集团董事长孙勤表示，今年是我国
核工业创建 60 周年，全国预计将有 6 至 8
台核电机组开工建设，将成为我国核电重启
的关键之年。
“华龙一号”是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
团在我国 20 多年核电建设运营成熟经验基
础上，汲取世界先进设计理念合作研发的三
代核电自主创新成果。该技术反应堆采用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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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集团“177 堆芯”设计，相比国内在运核
电机组的发电功率提升 5%-10%，同时降低
了堆芯内功率密度，提高了核电站安全性。
福清核电站位于福建省福清市，规划建
设 6 台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其中 1
号机组已并网发电，2、3、4 号机组也将于
今后几年陆续投产。
在福清 5、6 号核电机组“华龙一号”
建设中，中核集团将利用我国目前成熟的核
电装备制造业体系自主研制关键设备和部

件，设备国产化率将超过 85%。据介绍，福
清 5 号核电工程采取国际最高安全标准建
设，规划将于 60 至 70 个月内实现并网发电。
“目前世界上三代技术压水堆有开工
项目，但未有建成的。‘华龙一号’开工意
味着我国进入了世界先进核电水平的第一
阵营。”中国核工业集团总经理钱智民表
示，“华龙一号”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的诞
生和建设，使中国成为继美国、法国、俄罗
斯等国之后，又一个具有独立自主的三代核
电技术的国家，具有里程碑意义。
信息来源:中国能源网
http://www.china5e.com/news

全国首个“柔性”光伏电站完工投产
一排排的光伏板宛如座座“蓝桥”横
要有特别具有安全性的思考。正因为面对如
空跨于巨大的水池之上，近日，浙江省台州
此多的挑战，该项目一经亮相，就吸引了从
市水处理公司分布式光伏示范工程完工投
社会到业界广泛的关注。
产，杭州光伏协会会员单位浙江国利英核能
柔性光伏支架是国利英核项目团队经
源有限公司的专利产品——柔性光伏发电
过对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入研究所研发出的
系统成为其中亮点。污水处理设施与光伏发
专利产品，正适用于污水池上方横向跨度
电相结合，共同谱写了利用清洁能源治理环
大、污水腐蚀性强的特殊环境。此项专利产
境污染的新篇章。
品革新了传统钢结构支架方式，有效解决土
该工程项目一期设计装机总容量
地占用量大、耗用钢材量多、易腐朽等问题，
4.39MW，总投资 3380.3 万元，项目于去年
按可抗 16 级强台风设计，安装维护方便，
7 月正式启动，
预计将于今年 7 月完成并网。
无需架设钢梁，能够节约 30%的钢材。
项目每年所产生的数百万“绿色光伏电”
这项设计在分布式发电领域是一次创
将主要用于台州水处理公司的污水处理。
新性的尝试，由于不受安装现场地面情况的
台州水处理公司屋顶面积并不大，而包
限制，未来，柔性光伏电站还将可以广泛用
括沉淀池、生化池和接触池等的各种污水池
于多种地面复杂、大跨度场景，拓展光伏电
上方却有超大面积的闲置空间。台州还处于
力应用的可能。
台风高发区域，光伏发电系统的设计安装需
信息来源：北极星电力新闻网
http://guangfu.bjx.com.cn/news/20150519/620068.shtml

重庆首个核环保试验平台建成
由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承担
的“放射性废水处理与烧煤烟气颗粒污染物
净化技术试验平台项目”近日通过验收，标
志重庆首个核环保技术综合试验平台建成，
将为我国核电特别是内陆核电的发展提供
技术支持。
据介绍，核能发电因要产生一定数量的
放射性污染物，所以须对其进行特殊处置。
因地理位置和社会经济等原因，内陆地区建

为内陆核电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设核电站在废水排放指标上要求较为严格。
该试验平台主要针对核电放射性废水，通过
开展深度净化和系统集成试验研究，形成适
合于核电站特别是内陆核电站放射性废水
的新型处理技术工艺和相应的系统技能装
备。目前，有两个省部级科技研究项目已正
式使用该技术平台进行试验研究。
信息来源：北极星电力网
http://news.bjx.com.c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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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款磁悬浮多柱塔式垂直轴风力发电机在呼市下线
近日，全球首款 10 千瓦和 50 千瓦的磁
悬浮多柱塔式垂直轴微风风力发电机样机，
在位于呼和浩特市金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内蒙古索力德公司下线，标志着全球最先进
的风力发电机组开始批量生产。
据介绍，该项目的投产是风电领域的一

次革命，代表着中国拥有了磁悬浮多柱塔式
垂直轴微风风力发电机组的专利技术。项目
实施后年可实现产值 10 亿元，利税 1.02 亿
元。目前已有来自包头、河南洛阳以及蒙古
国等国内外的客户订货，市场前景看好。
信息来源：国际能源网
http://newenergy.in-en.com/html/

国内首支 68 米长风机叶片出口欧洲
由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有限
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内首支 68 米长 6 兆瓦
风机叶片日前装运出海至欧洲。据悉，该叶
片创新采用了碳纤维大梁的真空灌注工艺，
攻克了国产 12K碳纤维生产大面度碳纤维织
物的难题，为国产碳纤维在大功率碳纤维叶

片制造中的运用解决了国际难题，增加了我
国抢占全球风电产业制高点的话语权。
此外，该叶片可以广泛应用于海上风电
场，为我国海上风机国产化奠定基础。
信息来源：人民网
http://news.bjx.com.cn/html/

国内首台 750 千伏互感器检测设备投用
日前，国内首台 750 千伏互感器一体化
检测设备在新疆 750 千伏西山变电站一次
投用成功。该设备应用在检测效率、安全性、
设备集成度等方面均开创国内先河。
据了解，该设备由国网新疆电科院历时
一年研发成功，主要用于 750 千伏电压互感
器的现场误差检测。设备实现了将 750 千伏
电压标准、谐振电抗器、检测设备等传统分
离的所有一二次设备整合成一体，仅需连接

测试电源及被试品的一二次接线即可完成
测试工作，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
设备在新疆 750 千伏西山变电站现场
应用数据显示：完成一组 750 千伏互感器的
现场检测仅需 1 小时 40 分，较传统的 4 小
时效率提升 2 倍以上，而现在的 8 名作业人
员较传统的 16 名工作人员降低一倍。其现
场工作难度甚至低于 220 千伏电压互感器
的现场检测，大大降低了安全风险。
信息来源：中国机械网
http://www.jx.cn/xwzx/viewnew.asp?id=99664

中国最长特高压交流工程开工
日前，榆横——潍坊 1000 千伏特高压
交流工程正式开工，该工程是目前中国国内
输电距离最长的特高压交流工程。
榆横——潍坊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工
程起于陕西榆横，落点山东潍坊，途径陕西、
山西、河北、山东四省，在山东境内途经德
州、济南、滨州、淄博、莱芜、潍坊 6 市
17 县(区)，全长 379.7 公里；变电容量 1500
万千伏安，全线双回路架设，全长 2×1049
公里，工程投资 242 亿元，计划于 2017 年
建成投运。
山东省水能、天然气等可供利用的清洁
沈阳工程学院

能源资源匮乏，长期以来形成了以煤为主的
能源消费结构，山东省年煤炭消费量超过 4
亿吨，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高达
74%。能源消费过度依赖煤炭，也带来了严
重的环境问题，山东省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排放量分别达到了 164 万吨和 165 万吨。
开工仪式上，山东省副省长于晓明表
示，电力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资
源，山东省一次能源相对短缺，能源对外依
存度比较高，节能减排压力大，对特高压电
网建设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为转变山东就地平衡的能源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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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05 年，山东就建成了首条“外电入
鲁”通道 500 千伏辛聊双线，并于 2009 年
至 2011 年，先后投运了 500 千伏黄滨双线
和±660 千伏银东直流工程。借助三条“外
电入鲁”大通道，山东接受外电达到 750 万
千瓦。
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山东用电负荷增
加，预计今年最大负荷缺口将达 700 万千
瓦，2016 年将达 1000 万千瓦以上，加之大
气污染防治任务十分繁重，加快推进特高压

入鲁极为重要。
首条特高压入鲁工程锡盟—山东特高
压交流工程已于 2014 年开工，榆横—潍坊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是山东开建的第
二条特高压工程。据初步估算，两条特高压
工程每年将为山东输送约 440 亿千瓦时省
外电量，可减少山东省内标煤消耗 1500 万
吨，减排二氧化碳 4200 万吨、二氧化硫 3.6
万吨。
信息来源：中国电力网
http://www.chinapower.com.cn/

中国首个海外中标的特高压输电项目在巴西开工建设
国家电网公司在海外中标的首个特高
压输电项目巴西美丽山特高压直流输电项
目于近日在当地启动开工仪式。
巴西美丽山项目是巴西第二大水电站
——美丽山水电站（装机容量 1100 万千瓦）
的±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送出工程，为美洲
第一条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可将巴西北部
的水电资源直接输送到东南部的负荷中心。
国家电网方面表示，这是中国在海外中
标的首个特高压输电项目。该工程项目包括
建设一条 2084 公里的±800 千伏特高压直

流输电线路及两端换流站，预计于 2017 年
底完工。
专家表示，这标志着中国特高压技术
“走出去”取得重大突破，对推动中国高端
技术走向世界，促进中巴两国扩大经贸合作
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国家电网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成功运营巴西、葡萄牙、
澳大利亚、意大利、菲律宾、香港等国家和
地区的骨干能源网，境外资产达到 298 亿美
元，是 2009 年的 17 倍。信息来源：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2015

江西：无人机“穿针引线”架设特高压线路
日前，在位于江苏昆山境内的淮南-南
京-上海特高压 1000 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
施工现场，施工人员使用八旋翼无人机“穿
针引线”，在两座高逾 144 米、重达 570 吨

首家民营售电公司正式开业
以往企业和市民只能向供电局购电，未
来用户可以向售电公司买电，并享受引入市
场竞争机制的价格和服务。
日前，作为全国电力体制改革试点城
市，注册于深圳前海的民营售电公司茂源电
力正式开业，在这一新兴领域尝“头啖汤”。
民营售电公司将为企业提供配电设施建设

的特高压铁塔之间架设线路，大大缩短了施
工时间，节约了施工成本。
信息来源：北极星电力网
http://news.bjx.com.cn/html

探路电力服务市场化
和节能环保等智能管理方案，并为市民提供
售电服务，市场化的运营机制让售电企业由
“电老虎”变为“电保姆”。该企业负责人
预计，改革试点后预计未来深圳电价或下降
10%。
信息来源：北极星电力网
http://www.chinasmartgrid.com.cn/news

华为发布全球首个基于SDN架构的敏捷物联解决方案
近日, 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
案供应商华为在HNC2015 大会上发布了全球
首个基于SDN架构的敏捷物联解决方案，此
方案能让各种物件自动联网，让不同物件之

间自由的“对话”，且实现便捷的管理和维
护，海量数据从此可以在物理世界和数字世
界之间自由的流动，一个美好的全联接世界
正在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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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物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物件被
联接起来，在华为 2014 年发布的全球联接
指数白皮书中曾指出，到 2025 年全球的联
接数将达到一千亿。而据预测，到 2020 年
物联网带来的经济附加值将达到 1.9 万亿
美元。因此，各国针对物联网制定了不同的
发展战略，如德国的“工业 4.0”
、
“中国制
造 2025”和美国的“工业互联网”等。
如何才能像操作手机一样来配置家里
的水表和气表让其接入网络？空调和冰箱
之间是否能直接“对话”
；如何把所有物件
产生的数据都送给数据中心处理？面对物
联网未来美好的愿景，凭借多年在物联网领
域的实践经验，此次华为重磅发布了敏捷物
联解决方案，方案包括物联网操作系统
LiteOS，敏捷物联网关和敏捷控制器三个部
分，实现了第一次把SDN架构引入物联网，
让万物更智慧的互联。
LiteOS是华为推出的一款轻量级、开源
的物联网操作系统，其作用相当于电脑时代
的Windows操作系统，手机时代的Android
系统。LiteOS具备“0”配置、自发现和自
组网能力，让使用它的物联终端能够自动接
入网络。相对于业界其它物联网操作系统，
LiteOS的体积是同类系统的四分之一；功耗
是同类系统的五分之一，一节 5 号电池可以
用 5 年；百万分之一秒级的响应速度比同类
系统提高 20%。
LiteOS提供统一的开发平台，
是开源的系统，伙伴可以快速构建自己的物
联网产品，共同推动物联网生态发展。

敏捷物联网关可以说是传感世界和IP
世界的桥梁，接受来自不同类型传感世界的
语言，将其翻译成统一的IP语言，让不同物
件之间可以对话。华为AR系列物联网关产
品，支持最丰富的物联网接口(17 种以上)
和丰富的行业协议，并且能够根据需要动态
从敏捷控制器加载协议，实现新协议和私有
协议的对接和转换，满足各种场景的要求。
敏捷物联网关除了具备协议转换功能
之外，还具备本地智能功能，对物联流量进
行本地处理和决策，以提高本地存活能力和
相应速度，例如在智能车载系统中，传感器
检测到发动机异常之后，本地物联网关就应
该立即采取决策和措施，以避免网络故障或
者拥塞带来的延迟。敏捷网关集计算、存储
资源于一体，基于虚拟化技术，提供业界最
多的开放模式，如Linux/Android/KVM 等，
以支持本地智能的应用。目前华为提供了包
括工业交换、工业路由和ICT融合等三大类
AR敏捷物联网关。敏捷物联网关采用工业化
设计，具备防水防尘、防震、防电磁、宽温
工作等特点，适用多种环境要求。
敏捷控制器作为物联网平台，对物联网
终端、网关、计算资源、应用和数据进行统
一管理，通过标准的北向接口实现与各种行
业应用快速对接。它采用开放的软件架构，
支持基于虚拟化的分布式部署，具备无缝扩
展能力，可以支撑千万级别的物联网终端管
理和控制，满足海量物联终端的管理要求。
信息来源：北极星电力网
http://news.bjx.com.cn/html/

物联网入口战争即将到来
互联网诞生以来，“入口”的战争就从
未停止，从硬件到软件，从软件到内容，甚
至是商业模式。正因为很多人领悟到“得入
口者得天下”的道理，所以“入口战争”的
硝烟就从未停止，特别是在大风吹来之时，
除了把风口上的猪吹起来了，也把财富吹向
了守住入口的人。
从硬件和操作系统上讲，民用计算机领
域的用户入口基本被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和
苹果垄断，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微软一
直称霸整个计算机行业，以操作系统俘获了
沈阳工程学院

全球大部分的用户，既造就了世界首富，也
造就了一个伟大公司。而在移动互联网兴起
的时代，苹果以硬件结合系统的完美优势，
疯狂蚕食微软的用户，在手机操作系统市场
占有率上与谷歌Android系统不相上下，
2014 年一跃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
司。PC时代的操作系统入口战争几乎是一场
没有对手的战争，微软一人独孤求败多年，
在移动终端时代终于让出了头把交椅。值得
一提的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不管是从硬件
还是操作系统，准入门槛似乎都低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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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战争的硝烟极为浓烈。三星与苹果的硬
件之争也是操作系统的较量，安卓系统的开
放引入了更多角色参与混战，小米的免费模
式用得炉火纯青，其实质就是为了争夺用户
入口。
近几年移动互联网快速崛起，在中国，
移动用户的总量已经超过PC端，由此也带来
了新的商业革命。其中最为典型的要属新兴
电子商务模式O2O，即Online To Offline(在
线离线/线上到线下)，是传统电子商务与线
下消费的结合。入口的战争也就随之而来，
大到BAT三大巨头的线下战略布局，小到用
户手机上的应用工具。商家与用户之间互通
的解决方案也成了入口战争的重头戏，腾讯
有微信商家解决方案，Html5 跨平台方面有
互联在线的酷伙伴。滴滴打车与快的打车的
烧钱大战，58 同城与赶集的联姻，实际都
是O2O入口战争的结果。
不出意外，接下来的又一个“大风口”
应该是物联网，物联网的概念已经被提及多
年，但一直没有为大众所熟悉。近两年，移
动互联网与智能硬件的结合发展，慢慢地拉
开了物联网发展的序幕。物联网将是更大的
一场变革，马化腾提到的“连接一切”和周
鸿祎说的“万物互联”就是对物联网比较精
准的描述。行业领袖的观点往往是趋势的风
向标，这也预示着一场新的战争又在发酵。

物联网既然是万物互联的集合体，也就意味
着入口的多样化，人与人的连接，人与车的
连接，人与家的连接，家与车的连接等等。
在车联网的范畴里，人与车的连接可以是车
载控制系统，也可以是人与手机等移动终端
的连接，然后由终端再连接到汽车，车载系
统和手机汽车应用变成了车联网的入口。在
物联网的核心生态中，家庭是一个重要的组
成部分，而在家联网的范畴里，什么又能成
为物联网中的关键入口呢？手机、电视、路
由器都被开发过，但是似乎离物联网的概念
都还太远。在智能家居的定义里，用手机控
制家里的冰箱、空调、门窗似乎也都不太接
地气，除了使用频率不高，安全也是重要的
原因。格力手机也许将成为格力结合空调步
入家联网的途径，极思维智能扫地机器人的
表现似乎已经看到了物联网入口之争的烽
烟，产品还在京东众筹的预热阶段就接到众
多订单和资本的青睐。
手机的“入口战争”已从硬件打到了软
件，软件打到了内容，内容打到了流量；O2O
的“入口战争”已从赛道打到了擂台，从功
能打到了用户；物联网的“入口战争”也正
悄然兴起，不论入口在哪里，谁又将成为这
场战争的胜利者？
信息来源：证券时报
http://psd.bjx.com.cn/html/

一批经济新规 5 月起实施
2015 年 5 月 1 日起，一批经济领域里
的新规即将实施，这使得百姓的权益得到更
多保障，生活也将更加便利。
存款保险制度 5 月 1 日起实施
3 月 31 日，已经酝酿 21 年的存款保险
制度正式出台，并将自 5 月 1 日起实施。这
意味着在我国酝酿已久的存款保险制度终
于落地。按照《条例》规定，存款保险实行
限额偿付，最高偿付限额为人民币 50 万元，
本金利息均包括在内。不过，目前百姓热衷
的银行理财产品并不在存款保险制度的保
障范围内。
《条例》规定，存款保险具有强制性。
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
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含外商独资银行和中

保险为存款风险“埋单”
外合资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
作社等，都应当参加存款保险。参照国际惯
例，外国银行在中国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
机构以及中资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存款，原
则上不纳入存款保险，但我国与其他国家或
地区之间对存款保险另有安排的除外。从存
款保险覆盖的范围看，既包括人民币存款，
也包括外币存款；既包括个人储蓄存款，也
包括企业及其他单位存款；本金和利息都属
于被保险存款的范围。
全国税收征管规范 5 月 1 日起试行
5 月 1 日起，税务总局将在全国范围内
试行《全国税收征管规范（1.0 版）》，税
务总局新闻发言人、办公厅副主任郭晓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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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推行《全国税收征管规范（1.0 版）》
将给纳税人带来新的纳税体验。
郭晓林介绍，
《全国税收征管规范（1.0
版）》全面梳理了税收征管的所有具体业务
事项，对每一个业务事项的流程、环节、操
作要求作出详细规定，明确税收管理行政行
为标准，压缩自由裁量的空间，限定税收行
政行为的随意性。规范将各项征管具体业务
分为 11 个业务类别，共包含 152 个业务小
类，对应具体 612 个税收征管业务，涉及税
收政策法规与规范性文件 1125 份，形成了
税收征管业务的基本体系结构，实现了三个
涵盖、三个规范、三个对接。三个涵盖，即
涵盖税收征管所有法律法规、涵盖税收征管
所有业务事项、涵盖国地税所有各级机关。
三个规范是指规范税收征管基本流程、规范
税收征管基本行为、规范税收征管基本资
料。三个对接则包括对接前后台业务、对接
基层
实务、对接内部管理机制及运行支撑手段。
5 月起禁止“民间发布天气预报”
今后，气象爱好者在网上随意发布个人
预测的气象信息，可能会遭遇重金罚款。5
月 1 日起，
《气象预报发布与传播管理办法》
（下称《办法》）开始实行。该《办法》规
定，除气象台外，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

以任何形式向社会发布气象预报，违者最高
可处以 5 万元以下罚款。
中国气象局副局长于新文在解读《气象
预报发布与传播管理办法》时表示，气象预
报的统一发布制度是为防止因多渠道发布
气象预报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而定。
五一起实施旅游新规导游有权举报不
文明游客
日前，国家旅游局发布《旅行社行前说
明服务规范》、《导游领队引导文明旅游规
范》两项旅游业行业标准，并将于 5 月 1 日
起实施。在指导游客文明出游方面明确指
出，导游、领队将有权通过旅行社向相关主
管部门举报游客不文明行为。
国家旅游局监督管理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旅行社行前说明服务规范》是国家旅
游局首次对旅行社服务全过程中的某一环
节提出专门的行业服务标准，首次将“文明
旅游”以旅行社行业标准的形式明确下来。
《导游领队引导文明旅游规范》则是规范文
明旅游引导的第一个专业性行业标准。据国
家旅游局监督管理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如果
导游、领队能发挥好正面引导和督促提醒的
作用，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旅游不文明行
为的发生。
信息来源：金融界
http://insurance.jrj.com.cn/2015

物流标准查询平台 5 月正式开通
2011 年以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与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每年发布新
版的《物流标准目录手册》，对现有的物流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进行介绍，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客观地反映物流标准化
的现状，让物流标准的使用方更好地了解物
流标准，实现可知、可查。新推出的“标准
查询”功能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与全国
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为广大的物流标准
使用者提供的又一个查询标准重要渠道。

“标准查询”主要通过链接中国质检出版社
标准在线服务网，可实现免费的国际标准、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在线查询、标准主要内
容介绍、关键字正文模糊检索，以及强制性
国家标准的全文阅读等。对标准文本有需求
的使用者还可通过本查询系统进入标准在
线服务网，实现标准电子版的购买、在线阅
读，中国质检出版社将给予一定的优惠。查
询请登录“中国物流采购网”，在页面上侧
横栏点击“物流标准”，进入“标准查询”。
信息来源：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http://www.chinawuliu.com.cn/lhhkx/201505/04/300983.shtml

会议预报
第八届全国能源与热工学术年会
时间：2015 年 8-9 月
沈阳工程学院

地点：辽宁省 沈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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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征文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领域）
1．国内外工业、企业的节能环保现状、发
展趋势和对策研究
2．工业炉窑热工理论、装备及新技术
3．节能减排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技术
4．热工过程解析、模拟与优化控制
5．能源高效转换与综合利用
6．现代燃烧理论、先进燃烧技术及低污染
燃烧装置
7．余热余能回收利用和废弃物再资源化
8．企业清洁生产及环保技术
二、征文要求
1．征文须为作者原创，符合会议主题，内
容充实，学风严谨，严禁一稿多投。
2．请作者严格按照规定撰稿，征文格式及
作者要求详见附件一，论文模板详见附件
二。
3．征文截稿时间：2015 年 7 月 15 日。

4．征文请通过 E-mail 提供 word 格式的电
子文档，投稿电子信箱：
thermoeng@163.com，以收到投稿成功的确
认邮件为准。
三、会议秘书处
1．征文联系人：孙文强
电话：13889167436
Email：thermoeng@163.com（投稿专用邮箱）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东北大学 345 信箱（邮
编：110819）
2．会务联系人：罗银萍
电话：18600192705，010-68713195
Email：klgjlyp@126.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厂洼街 5 号院嘉禾写字
楼 505 室（邮编：100080）
四、会议网站：
http://www.csm.org.cn/news/show_news.
aspx?newsId=11687

信息来源：中国学术会议在线
http://www.meeting.edu.cn/meeting/notice/meetingAction-56345!detail.action

我们的图书馆
○资源推介
全球部分免费开放的电子图书馆（结束篇）
21.麻省理工学院的开放文献网站
http://ocw.mit.edu/OcwWeb/web/home/ho
me/index.htm
22.美国国家科学院在线数据据库(超过
3000 部科学,工程和健康卫生方面的著作,
可以在线阅读,这些文献代表了美国在这些
领域的研究精华) http://www.nap.edu
23.Ndltd.org (搜集了来自澳大利亚、加拿
大、许多欧洲国家、香港、台湾和美国的论
文) http://www.ndltd.org
24.宾夕法尼亚大学网站 (有超过 16000
部在线电子书 ,值得一读）
http://digital.library.upenn.edu/book
s
25.牛津大学档案馆 (建于 1976 年,这里有
用于研究和教学的大量高品质文献，资料公
共区域可以免费在线检索目录、下载。
http://ota.ahds.ac.uk

26.弗吉尼亚大学电子文献中心 (超过
10000 部可以公开获取的著作（以及超过
164000 幅图像）
http://www2.lib.virginia.edu/etext/in
dex.html
27.Gallica.bnf.fr (法兰西国家图书馆资
助的网站,法文) http://gallica.bnf.fr
28.世界图书馆(世界图书馆，法语)
http://abu.cnam.fr
29.意大利电子书网站(包括小说、诗歌、古
典文学、戏剧、传记、恐怖和幻想小说、新
经济学等) http://www.ebookgratis.it
30.日本文学著作( 格式包括 HTML ,
ZIP(下载)和日文电子书格式）
http://www.aozora.gr.jp
31.今日美国开放图书计划 (一家报纸网站
的独立部门，一些有名的小说家开放了他们
的版权，供所有的访客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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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satoday.com/life/books/op
enbooks/2005-02-01-abounding-gutter_x
.htm
32.英语文学网站 (超过一千位学生为这个
巨大的网站捐助成果，焦点是英语文学)
http://www.litencyc.com
33.计算机程序设计电子书 (包括:Abap,
Java, Linux, Php, Oracle & Vb.net PDF 格
式。注意，在下载之前，需先建立一个账
户)http://www.downloadfreepdf.com
34.数学世界 (为学生、教育家、数学爱好
者和研究者准备的全面的数学百科全书)
http://mathworld.wolfram.com
35.在线医学百科全书 (超过 1500 主题的
在线医学百科全书，包括康复、疾病、伤害、
营养、手术、症状、试验)
http://www.healthopedia.com
36.医生的免费电子书(免费使用的医学电
子书) http://freebooks4doctors.com
37.奥地利文献 (超过 12000 部奥地利文献,
甚至包括明信片,可以在因特网上访问)
http://www.literature.at/default.alo;
jsessionid=453DD0DC127BBBB02C863B1887
F76E28
38.GPO Access(美国政府文献)
http://www.access.gpo.gov
39.世界最大的社会科学文献网站(ICPSR)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http://www.icpsr.umich.edu/icpsrweb/I
CPSR
40.National Academy Press (美国国家科

学院、国家工程院、医学协会等机构的论文
/报告/PPT,内容几乎涵盖所有学科)
http://www.nationalacademies.org/publ
ications
41.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文档,
包含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多种语言,包
括中文）
http://www.unesco.org/new/en/unesco/
42.补充 Alexa搜索中文官方网站的网址
http://cn.alexa.com，是很有用的网站，
需要什么可以去那里搜索。
43.美国的国家学术出版社（National
Academies Press，NAP），于 2011 年 6 月
2 日宣布，将其出版的所有PDF版图书对所
有读者免费开放下载，并且将这些图书去除
DRM保护。这其中不仅包括超过 4000 种最新
出版的图书，还包括已经提交报告将于未来
一段时间出版的图书。
国家学术出版社负责美国国家科学院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美国
国家工程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美国国家医学院（The
Institute of Medicine）和美国国家研究
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相
关研究成果的出版，其目标是在维持收支平
衡的同时尽可能广泛地传播这些研究机构
的研究成果。为了实现这一目的，NAP从 1994
年就开始提供免费的在线内容。在 6 月 2 日
的声明之前，这些所有的PDF版图书对发展
中国家都是免费的，65%的内容对所有国家
用户免费。http://www.nap.edu
信息来源：图书馆

时代同盛多个特色数据库试用
时代同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为我院
开通多个数据库的试用。
除睿则恩优秀教育视频数据库
（http://www.reasondl.com）、睿则恩标
准全文数据库（http://ww.mybiaozhun.com)
外，又开通了以下五个非常有特色的数据
库：
时代同盛近代报刊数据库：
http://bk.reasonlib.com/
沈阳工程学院

时代同盛图画及摄影作品数据库：
http://th.reasonlib.com/
时代同盛《中国近代教材数据库》：
http://jc.reasonlib.com/index.aspx
时代同盛珍本原文影像数据库：
http://gj.reasonlib.com/
时代同盛古地图数据库：
http://map.reasonlib.com/
试用期：2015.5.6-20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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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动态

中原工学院张怀涛研究馆员莅临讲座
4 月 21 日下午，在图书馆学术报告厅举
办了“心病何妨书药医—阅读与心理健康”
讲座，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学术顾问、教育部
高校图书情报委员会委员张怀涛研究馆员
应我校图书馆邀请来主讲这次活动。图书馆
老师、学生读者近 300 人参加。
张怀涛研究馆员主要阐述了阅读推广
的作用和意义，引导青年学生们爱读书，会
读书。并通过多年的读书心得和丰富的人生

阅历，帮助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们解决“求
学、求职、求偶、求友”等方面的心理困境，
主要提倡 “找书看看”的方法来扫除心理
上的障碍。张研究馆员还根据大学生们常见
的心理困扰，对症有术的归纳出“共鸣法、
宣泄法、转移法、平衡法、励志法、加减法、
感悟法”等十种阅读疗法。让同学们深刻地
认识到了阅读可以促进心理健康，进一步提
高了阅读兴趣。

图书馆举办“发现不一样的 CNKI”的主题讲座
时值 2015 年第 20 届世界读书日到来之
际，图书馆举办了第六届校园读书节“从心
而悟，书语讲坛”主题系列讲座活动。4 月
27 日下午，图书馆一楼学术报告厅举办了
本次系列活动的第二场讲座——“发现不一
样的 CNKI”
。主讲人为“中国同方知网”辽

宁省分区特聘主管杜鑫经理。
通过杜鑫经理深入浅出的讲解，使来参
加讲座的全体师生了解到更加实用、适用的
检索学习参考资料、撰写论文及科研所需要
文献的方法与技巧，助力我校师生的学术科
研之旅。

○它山之石
数字化时代，关于未来图书馆的 5 种畅想
数据显示在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一个
母亲如果有阅读能力，那么她的孩子有 50%
以上的几率可能会多活 5 年。
什么是图书馆？我们对这个概念的理
解已经有 2000 年没变过了。但是随着人们
在移动设备上投入的阅读时间越来越多，图
书馆的确需要考虑改头换面一下，来保持与
时代的相关性，博得大众的欢迎。
至少奈特基金会是这样认为的。 他们
在 9 月发起了一场比赛，希望能够找到在数
字时代重塑图书馆的好点子，并提供了 250
万美元奖金作为资助。从数百个想法中脱颖
而出，最终有 42 个进入了最后的角逐。这
些各不相同的创意都坚持了一个共同的理
念，那就是图书馆的特色主要在于它对社
会、文化、教育以及信息开放的融合。
1.构建“创客空间”
在创客艾德(Ed)眼中，图书馆绝对是构
建“创客空间”（makerspace）的理想场所，
因此他提出了“创客空间”的非盈利项目。
在这里，年轻人可以发展他们在科学，技术，
工程，数学以及艺术方面的兴趣，同时建立

起他们的自信心和创造力。艾德希望铺设一
条覆盖全美的网络，来使用新科技培养图书
管理员。
2.3D打印图书
其中一项新科技就是 3D打印。另一位
参赛选手，来自科罗拉多大学计算机科学教
授Tom Yeh，他的想法就是以这 3D打印为基
础。“我们使用 3D打印机让儿童读物对于
盲童来说变得可触摸，更便于阅读，”他说。
如果Yeh的提议被采纳, 他打算把 3 本经典
图画书由目前的范围扩展到 100 座图书馆，
同时辅助图书馆下载和打印他们自己的副
本。
3.拥抱自出版时代
未来的图书馆也需要拥抱自出版的想
法。“科技已经使得我们比以往更加紧密，
但是它也让我们产生被孤立与孤独之感。”
Cowbird网站创始人兼设计师乔纳森•哈里
斯(Jonathan Harris)如是说。“与此同时,
在懂得如何使用新媒体平台讲故事和那些
不懂的人之间 ，出现了一条新的数字分水
岭。”哈里斯想要把 3 座公共图书馆改造成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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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故事会中心。在这里，图书馆的辅导员
将和读者们一起把他们个人以及集体的传
奇故事联机保存起来。
4.构建应急社区
莎拉•麦克尼利(Sarah McNealy)是一
个具有危机管理背景的信息专家, 她希望
把图书馆作为社区角色再向前推进一步。麦
克尼利指出在经历了诸如卡特里娜飓风和
桑迪超级风暴这样的灾难之后, 人们自然
都会聚集到图书馆来获取网络信息和电子
政务的帮助，例如政府部门的紧急声明，职
位招聘信息以及其他服务。
“图书管理员具有一些技能，但是在社
区应急准备方面，他们缺少相关的资源和培
训，还不足以成为这方面至关重要的角色”
她说。 她在奈特基金会比赛中的提议是希
望出资为社区图书馆组建一个由简单计划、
基于web的工具、协调指导和其他培训组成
的应急响应工具箱。

5.Library For All
难道这些只发生在美国吗？在关于未
来图书馆的诸多愿景中，最雄心勃勃的一个
就是Library For All这个项目了。这个非
盈利项目的创始人被一项统计数据触动了。
数据显示在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母亲
如果有阅读能力，那么她的孩子有 50%以上
的几率可能会多活 5 年，而且如果学生们在
学校掌握了基本的阅读技能，那么他们未来
的工作会帮助数以亿万的人脱离贫困。
在众筹网站Kickstarter的帮助下, 他
们开发了一款用于安卓系统的电子阅读
app，用于对用户开放免费的教育内容，并
主要投放于像海地这样的低频宽、低科技的
国家。如果Library For All项目赢得了奈
特基金会的资助， 他们就可以改进这款app
并且在民主刚果和卢旺达推出他们的电子
图书馆。
信息来源：界面网
http://www.jiemian.com/article

美国如何推广阅读：总统带头，NGO作用明显
从总统到作家，从出版社到书店、从行
业协会到NGO组织，纵观美国的阅读推广活
动，可以说是一场全民总动员，其形式之多、
内容之丰富，令人叹服。对于美国人来说，
阅读推广不是枯燥的读书或写作，而是一场
欢乐的阅读盛宴。
总统带头铺路
纵观美国历史，几乎每一位美国总统上
任后都大力提倡阅读，阅读推广早已成为美
国政府的重要议程。例如，美国前总统克林
顿曾提出“美国阅读挑战”运动；小布什也
制定了“阅读优先”方案。据美国相关报道
显示，如果孩童在三年级结束前还未具备基
本的阅读能力，那么他们会在今后的学习中
遇到困难。根据全美阅读评量结果显示，美
国内陆大约 70%的四年级学生其基本阅读能
力较弱。因此，小布什上任后，大刀阔斧地
实行“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的教育改革
方案，并以“阅读优先”政策为主导，划拨
50 亿美元助资教育改革，希望能够提高学
童们在三年级以前的基本阅读能力。曾担任
过教师的布什夫人也提出了“Ready to Read,
Ready to Learn”计划，期望每一位父母重
沈阳工程学院

视孩子的阅读能力，在她的鼓励下，得克萨
斯州率先将资助学龄前儿童阅读计划纳入
州预算，并努力扩大辅导儿童阅读的师资力
量，号召全美优秀大学毕业生积极投身到国
家的教育事业中去。
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小布什当政时期，
美国教育部长都会利用暑假大搞阅读推广
活动。例如，图书馆邀请教育部长和社会各
界名人参加夏季阅读站，与孩子们一起朗诵
图书。“暑期阅读之乐”网站为广大阅读爱
好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网站不仅推介
各种夏日阅读书目及指南，而且还开展许多
有趣的亲子活动。阅读者还可以通过网上论
坛彼此分享读书心得。2009 年，在奥巴马
的就职演说中，他誓言决定增加联邦政府用
于儿童早期教育的财政拨款，为每一个孩子
的成功道路铺好坚实的基石。根据 2011 年
美国政府财政预算，美国教育部将资助“阅
读是根本”非营利组织和“写作工程”在提
高全美读写能力方面所开展的各种活动。
多个纪念日普及图书
除了每年 4 月 23 日公认的世界阅读日
外，美国还有“阅读遍及全美日”、“免费
14

信息导刊

漫画日”、“好奇日”等多个与图书相关的
纪念日，时时提醒人们关注阅读。
自 1998 年起，美国民间自发地将每年
的 3 月 2 日确定为美国一年一度的“阅读遍
及全美日”。“阅读遍及全美日”旨在鼓励
全美儿童和青年多去阅读和学习。在那天，
众多美国学生、家长及教师相聚在一起积极
参加学校、图书馆及社区开展的各种丰富多
彩的活动。学生们不仅可以在“阅读全美”
频道上观看有关学生和教育家的电视节目，
同时还可以独自举办图书展览会和朗读会。
不仅如此，3 月 2 日还是美国儿童作家苏斯
博士的生日。其代表作有《绿鸡蛋和火腿》、
《圣诞怪杰》及《戴帽子的猫》等。几乎所
有的美国儿童都是苏斯博士的铁杆粉丝，童
话故事给予了孩子们丰富的灵感。他们会在
3 月 2 日这一天制作各种与童话人物相关的
手工制品。
每年 5 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是美国一年
一度的“免费漫画日”。在节日当天，漫画
书店零售商向读者免费赠送图书或低价出
售过期刊物。依托这样的销售理念，出版商
赢利，独立书店聚拢了人气，读者难掩心中
的喜悦，真可谓是一箭三雕。
每年，“好奇日”活动都会在美国波
士顿隆重举行，并得到众多机构的鼎力协
助，如霍顿·米芙林·哈考特出版公司、波
士顿国立图书馆、波士顿公共广播电台和美
国公共广播公司等。以淘气小猴子为主题的
图书及DVD十分畅销；电视及电影工作者还
将故事搬上了银屏和舞台；西蒙·卡基斯读
书俱乐部成为粉丝们的交流乐园。
伴随《魔戒三部曲》的走红，喜爱托尔
金作品的读者们自发地成立了托尔金协会
并于 2003 年正式确定每年的 3 月 25 日为
“托尔金读书日”。今年的“托尔金读书日”
活动在维斯特考特社区中心举行，人们聚集
在一起，共同分享并探讨阅读托尔金作品后
的心得体会。今年，托尔金协会将以大海为
主题筹备一些活动，其中包括募捐活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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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善款全部捐助给美国奥内达加印第安人
文学联盟会。
NGO作用明显
Jumpstart是美国一家极具代表和影
响力的非营利组织机构，一直致力于儿童早
期教育的发展。2006 年，Jumpstart与培生
集团等众多合作伙伴一起创办了
“Jumpstart阅读创纪录活动”，通过电话
投票方式选出孩子们在同一天都爱读的书。
“Jumpstart阅读创纪录活动”强调阅读对
提高青少年语言及读写能力的重要。2009
年，该活动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读书共赏会，
总共有超过两百万的和儿童在同一天阅读
艾瑞·卡尔的经典作品《好饿的毛毛虫》。
与此同时，企鹅集团为孩子们捐赠了大量的
图书并资助 140 万美元用于Jumpstart组织
对学龄前教育的发展。
“全美图书募捐活动”是由美国国家教
育协会发起的，其目的是帮助学校图书馆丰
富其藏书，为孩子们营造更好的阅读氛围。
2010 年，“全美图书募捐活动”一经发起
就得到众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美国国家教
育协会为全美 44 所学校图书馆建设提供了
资金支持。另外，其他 43 所学校分别获得
了出版社给予的优秀图书捐助。
“快乐阅读”是深受美国孩子喜爱的读
书活动之一，吸引了大约 20 万美国学生积
极参与互动。活动中，教师们强调阅读对孩
子智力开发的重要并努力创新思想鼓舞学
生们的阅读热情；学生们可以参加班级组织
的模拟夏令营，钻进睡袋里，打着手电筒，
体验室外阅读的乐趣；睡衣派对上，孩子们
穿着舒适的睡衣，抱着心爱的毛绒玩具簇拥
在一起朗读着童话故事；奥林匹克派对是专
为学生举办的读书比赛，也设有金、银，铜
三个奖项；在“向读书致敬”活动中，孩子
们可以佩戴自己心仪的或自己手工制作的
帽子毕恭毕敬地向阅读行个脱帽礼。
信息来源：中国全民阅读网
http://www.cnreading.org/news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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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通信设备产业发展白皮书~~~
《通信设备产业发展白皮书（2015 版）》发布
2014 年，全球通信设备产业处于重大
变革的关键节点。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大
背景下，受传统电信业务趋于饱和、行业内
部竞争加剧、
OTT 厂商业务拓展迅速的影响，
运营商继续加大在 4G LTE 领域的投资力度，
为通信设备行业带来旺盛的产品需求和建
设需求。在资本开支总量继续增长、下游需
求持续向上、厂商竞争局势趋缓的背景下，
通信设备行业的景气度持续上行,4G 产业
链收入和盈利均出现增长，但在不同细分领
域出现分化。同时，全球信息技术正处于创
新活跃时期，移动宽带浪潮席卷全球，移动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SDN 等新技术和
业务走向普及，原有的市场格局和规则不断
被打破，行业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市场范
围不断扩大。伴随产业的融合发展，IT 与
CT 融合的深度和速度都进一步加速，以虚
拟化、SDN 为代表的 IT 理念融入通信设备
的各个领域,从产品架构、制造模式、产业
生态等各方面深刻影响着通信设备行业的

(二)产业结构
2014 年，通信设备产业的不同细分领
域发展出现分化。无线通信领域，基站配套
设备、无线主设备均实现加速增长，4G 后
周期无线网络优化行业的拐点已经到来。
光通信领域，4G 建设拉动光传输系统
设备、光器件的加速发展，运营商宽带投资
沈阳工程学院

发展。通信设备厂商逐渐由卖“产品”向提
供“产品+服务”转变，发展模式呈现出多
元化、深层次、高投入产出比的特点。
在此形势下，中国电子信息发展研究院
编写了《通信设备产业白皮书(2015 版)》，
全面梳理近年来通信设备产业的发展概况、
特点，总结行业的创新进展、应用推广和企
业发展情况，介绍产业投融资情况和政策环
境，分析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展望
产业发展趋势，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全球通信设备产业发展状况
(一)产业规模
2014 年，受 4G 建设驱动，全球通信设
备产业规模出现明显增长，
同比增长 8.39%，
达 1498 亿美元。其中运营商网络设备规模
为 866 亿美元，企业网的设备规模为 632 亿
美元。
表 1 全球通信设备产业规模及同比增
长率

放缓致使光配线厂商业绩表现不佳，光纤、
光缆厂商实现较快增长。但产能过剩带来的
光纤光缆价格下滑依然严重。
专网通信领域，厂商整体收入平稳增
长，其中无线集群厂商有望实现进一步的快
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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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设备领域，智能卡厂商维持高景
气，终端天线厂商迎来高速发展的契机。
(三)区域分布
1.美国
美国的通信设备产业已相当成熟。有线
固网方面主要有阿尔卡特朗讯、思科，在无
线网络基础设施方面主要有阿尔卡特朗讯
和摩托罗拉系统等大公司。这些大公司经济
规模大，有充裕的研发资源、顺畅的国际配
销通路，并与全球主要电信服务商建立了良
好的合作关系。
2014 年，在北美市场安全基础设施投
资的增长驱动下，企业网络和通信收入增长
加速。通信设备产业需求增速放缓，主要源
于美国运营商因为无线频谱竞买和价格战
所导致的成本压力增大而设备采购意愿下
滑。2014 年 11 月 13 日到 12 月 9 日，
美国政府开始新一轮的无线频谱资源公开
拍卖活动，收到总计超过 437 亿美元竞标
资金。这意味着电信服务的投资成本越来越
高，而利润越来越低，美国电信运营商所面
临的市场竞争压力增大，这些公司不得不推
出电信服务折扣活动，压缩了净利润空间。
与此同时，通信产业保持持续增长态
势。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
统计以及对大约 40 万雇主的调查显示，薪
酬增幅排名第二位的学科是通信专业，毕业
生薪酬比 2013 年增加 10.1%。
2.欧洲
欧盟拥有高素质的人才和突出的研发
能力，其高度发达的 ICT 行业长期以来领
先世界，在通信设备上优势明显。欧洲在 5G
标准制定上拥有全球影响力，5GPPP 和 ITU
组织都在欧洲。
根据 Infonetics 发布的“全球电信和
数据通信市场趋势及驱动力”研究报告，
2014 年，欧洲五大服务供应商，德国电信、
法 国 Orange 、 意 大 利 电 信 、 西 班 牙
Telefonica 和英国沃达丰，收入均下滑，
这导致了通信设备的需求疲软，拖累全球电
信收入增长。爱立信、诺基亚、阿尔卡特朗
讯等企业纷纷启动转型，寻找新的增长点，
并积极拓展外部市场。
(四)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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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竞争市场和产业重心向新兴国
家转移
全球 4G 建设的加快给通信设备产业
带来新的发展机会。欧美市场等发达国家的
LTE 网络部署已接近成熟，增长空间不大。
伴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在信息技术领
域的发展，其巨大的市场潜力日益显现，逐
渐成为通信设备产业的核心竞争市场和产
业重心所在地。全球主要通信企业纷纷将战
略重点慢慢延伸至这些新兴国家。Juniper
Research 预计，在中国移动的推进下，将
会有超过 8 亿用户升级到 4G LTE 网络。
这种转移对全球通信设备市场已产生一定
洗牌效应，并将对企业未来发展产生决定性
影响。
2.服务取代技术成为产业发展的新型
驱动力
在传统电信业务为主的时期，技术驱动
是通信设备行业发展的原动力。但伴随着融
合通信、OTT 应用等新业务的出现，孤立的
技术创新已经不足以支撑通信产业的变革
与发展。“产品+服务”模式越来越受到重
视。例如，爱立信在 140 个国家有 2.4 万
专业服务人员，其 2014 年收入中，包括管
理服务、支撑方案在内的其他业务收入占比
提升到了 50%，与网络设施收入相当。诺基
亚服务业务发展更快，收入占比达到 51%。
阿尔卡特朗讯服务收入占比也达到 33%。
3.企业纷纷转型，展开新一轮的深层次
竞争
2014 年，通信设备厂商通过积极拓展
新领域，其中软件定义、企业市场、视频业
务、5G、云计算等成为大多数的商的共同的
选择。
不同的通信设备厂商选择了不同的转
型道路。爱立信退出手机和芯片市场，加大
了在 IP 网络、云、电视与媒体、行业与社
会、运营支撑解决方案/业务支撑解决方案
等领域的投入。华为同时兼顾运营商、企业
级、消费市场三个领域，对于 5G、软件服
务、视频多媒体等领域也有所覆盖。诺基亚
选择无线、专业服务、电信云和软件定义网
络、网络安全等领域作为重点发展方向。阿
尔卡特朗讯继续实施“转型方略”，专注于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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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云和超宽带技术领域，在产品线和运营
方式等方面深化变革。中兴通讯以“走出传
统电信业的限制”为指导，大力提升终端业
务以及政企网业务在公司内部的地位。
4.信息技术对通信设备产业的改造效
应日益凸显
用户数增速放缓、客户对服务质量要求
提高、竞争成本增加、收益下降、利润点转
移，这些挑战迫使运营商更加关注业务的集
成和服务的整合。创新应用的趋势已经驱动
运营商开始以用户体验为核心，注重提供以
网络技术和网络应用为基础的创新增值服
务，这对通信设备提出了新的要求，即 IT
和 CT 设备的进一步融合，计算存储资源与
网络资源结合日益紧密，通信设备产业基于

网络优势向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延伸，构
建 ICT 产业综合竞争力。
二、我国通信设备产业发展状况
(一)产业规模
2014 年，我国通信设备行业增速居电
子信息产业主要行业之首。通信设备行业销
售产值同比增长 16.6%，高出全行业平均水
平 6.3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交货值增长
16.9%，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 10.9 个百分
点；内销产值增长 16.4%，高出全行业平均
水平 1.5 个百分点。通信设备行业销售产
值占全行业比重为 19.5%，高于去年同期
1.3 个百分点。
表 2 2011 年至 2014 年通信设备制造业
整体情况

2014 年 1-12 月，通信设备新开工项
目增长 0.2%。通信设备行业投资回升明显，
完成投资 1085 亿元，同比增长 21%，增速
低于去年同期 16.1 个百分点，但比上半年
回升 14.7 个百分点。
(二)产业结构

目前，我国通信设备企业在运营商网络
设备的全球市场份额接近 30%，仅次于西欧
位居全球第二，领先于美国、日本和韩国。
从细分产品领域看，我国在固定宽带接入系
统和光传输系统上的实力最强，2012 年的
全球份额分别为 37.6%和 32.2%，均位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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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移动通信系统领域市场份额超过 26%，
位居全球第二。在数据通信设备领域的全球
份额约 16%，位居全球第三。
宽带基础设施方面，2014 年，互联网
宽带接入端口数量突破 4 亿个，比上年净
增 4160.1 万个，同比增长 11.5%。互联网
宽带接入端口“光进铜退”趋势更加明显，
xDSL 端口比上年减少 968.7 万个，总数达
到 1.38 亿个，占互联网接入端口的比重由
上年的 41%下降至 34.3%。
光纤接入(FTTH/0)
端口比上年净增 4763.9 万个，达到 1.63
亿个，占互联网接入端口的比重由上年的
32%提升至 40.6%。
移动通信设施方面，2014 年，随着 4G
业务的发展，新增移动通信基站 98.8 万
个，是上年同期净增数的 2.9 倍，总数达
339.7 万个。其中 3G 基站新增 19.1 万
个，总数达到 128.4 万个。WLAN 网络热点
覆盖继续推进，新增 WLAN 公共运营接入点

(AP)30.9 万个，总数达到 604.5 万个，
WLAN 用户达到 1641.6 万户。
传输网设施方面，2014 年我国新建光
缆线路 300.7 万公里，光缆线路总长度达
到 2046 万公里，同比增长 17.2%。全国新
建光缆中，接入网光缆、本地网中继光缆和
长途光缆线路所占比重分别为 46.8%、
48.7%
和 4.5%。接入网光缆和本地网中继光缆长
度 同 比 增 长 16.6% 和 19.4% ， 分 别 新 建
136.1 万公里和 160.7 万公里；长途光缆
保持小幅扩容，同比增长 3.4%，新建长途
光缆长度达 3.8 万公里。
(三)产业集群
中国通信设备产业已形成北京、天津、
江苏、广东等产业集群。这些龙头基地的发
展，对于中国通信设备产业的定位、走势都
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表 4 2014 年 1-11 月重点省市移动通信
设备产量数据

1.北京
北京通信设备产业的特点表现为基础
好、规模大、科技创新领先。
2014 年，北京市通用设备制造业行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0.0%，实现了产销两旺。
2014 年 4 月，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印发
《北京地区“宽带中国”2014 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将以建设首都新时期战略性公共
基础设施为总目标，继续发挥政府引导和企
业主体作用，优化宽带发展环境，完善 4G
网络覆盖，推动宽带应用普及。方案提出，
本年度专项行动将实现三大任务目标：一是

持续增强网络覆盖能力，新增 FTTH 覆盖家
庭 100 万户,累计达到 620 万户；新建
LTE 基站超过 7000 个，实现 4G 网络覆
盖。二是有效提升宽带接入水平。光纤宽带
接入互联网用户增长率为 30%，累计达到
255 万户，10M 及以上用户达到 60%。三是
城市宽带发展也初显成效，为创建宽带示范
城市奠定坚实基础。在上述任务目标的推动
和刺激下，北京市通信设备产业的发展势态
良好。
在《北京技术创新行动计划(2014 年
-2017 年)》的指导下，新一代移动通信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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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突破及产业发展专项实施成效显著，涌现
出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新一代移动通信产业
进入大规模产业化阶段——大唐移动通信
设备有限公司的 4G 基站及微基站产品经过
规模试验和商用测试，生产线的生产能力达
到月产 6000 台基站、20 套核心网；大唐
电信投资 25 亿元整合联芯科技和大唐微
电子，成立“大唐半导体”，牵头制定了全
球两大 4G 通信标准之一的 TD-LTE 标准；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下属公司研发
了 4G 通信基带芯片与相关协议栈软件产
品，成为世界四大综合无线通信协议栈软件
提供商之一，打破了高通、博通等外国大企
业对小型基站基带芯片市场的垄断。
2.天津
天津通信设备产业的特点表现为制造
巨头云集、中小企业增加明显。
2014 年，天津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总
产值过千亿元，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的增加值总量在拉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 2.9 个百分点的 5 个行业中的
第 4 位。
2014 年，天津实施“宽带天津”战略，
取得了显著成果。截至 2014 年年底，本市
互联网出口带宽达到 2520G，光纤入户能力
达到 407 万户，住宅接入带宽能力提高到
100Mbps。
截至 2014 年年底，天津实现 4G 网络
全境覆盖。全市 4G 网络覆盖面积近 8000
平方公里，包括天津市区、各区县县城、
“两
高一地”(高铁、高速、地铁)以及其他话务
热点区域，实现了对重要场所及热点区域的
室内覆盖。
2014 年 1-7 月，天津市通信设备制造
行业资产总计同比增长率为-30.79%，利润
总额同比增长率为 111.40%。
3.江苏
江苏通信设备产业的特点表现为政策
支持力度强、企业小而精。 随着“宽带江
苏”、“无线江苏”、“智慧江苏”等相关
项目工程的深入推进，2014 年全省完成电
信固定资产投资约 300 亿元。截至 2014
年 10 月底，江苏电信、江苏移动、江苏联
沈阳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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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三大电信运营企业“十二五”期间累计投
入建设资金达到 1370.2 亿元，此外，“十
二五”期间三大公司采购江苏本地通信设备
和产品 2235 亿元。
江苏省通信设备相关企业众多，呈现出
规模不大而高精尖的发展特点，如无线设备
配套厂商(盛路通信、春兴精工、大富科技
等)、机房配套设备厂商(科士达、中恒电气、
动力源等),以及网络覆盖优化企业(三维通
信、世纪鼎利等)。
以江苏省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为例，春兴精工主营的产品通信设备铝合金
结构件和滤波器等射频器件，是 4G 基站建
设的核心零部件。现在主要的客户有诺基亚
西门子、阿尔卡特朗讯、华为等全球领先的
移动通信网络设备制造商。
江苏拥有 1 个国家级电子信息产业基
地、4 个国家级电子信息产业园、12 个省
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15 个省级电子信息
产业园，形成了沿江沿沪宁线信息产业密集
带，销售收入占全省的比重超 80%；4 家省
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成为“国家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
4.广东
广东省通信设备产业的特点表现为市
场活跃度高、产业集中度高。
2014 年，广东省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利润 1242.81 亿元，
同比增长 18.8%。
深圳在广东省的通信设备制造产业中
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14 年，深圳占
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近六成的通讯设备、计算
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14.0%，增速
比上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
2014 年上半年，深圳市通讯设备制造
业工业增加值 1122.9 亿元，占电子信息产
业的 67.6%。通讯设备制造业优势继续扩
大。今年上半年，深圳市通讯设备制造业累
计完成工业增加值 1122.9 亿元，占全市电
子信息产业的 67.6%，同比增长 21.9%， 较
全市电子信息产业增速(13.5%)高出 8.4
个百分点。自去年年初开始，国内三大运营
企业均展开了新一轮的 4G 基站设备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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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中兴等通讯设备制造企业在招标中均
获取较大份额，受此影响，深圳市通讯设备
产品的产量大幅提升。1～6 月，深圳市生
产移动通信基站设备 1.2 亿信道，同比增
长 127.4%。此外，自去年年底开始，4G 制
式大规模的推广商用也加速了智能手机的
更新换代，4G 智能终端的产量大幅上升也
一定程度拉动全市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快速
增长。
(四)主要特点
1.4G 业务启用拉动产业投资明显增加
2013 年 1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对 4G
牌照部分分期发放，这标志着 2014 年中国
4G 网络终端和业务正式进入商用元年，4G
业务在中国正式启用。2014 年也是 3G、4G
融合的第一年。2014 年，随着 4G 业务的发
展，基础电信企业加快了移动网络建设，新
增移动通信基站 98.8 万个，是上年同期净
增数的 2.9 倍，总数达 339.7 万个。2014
年，我国通信设备行业完成投资 1085 亿元,
同比增长 21%。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
电信三大运营商公布的 2014 年资本开支
合共超过 4000 亿元。
2.中国厂商实力持续增强
通信设备属于高技术的知识密集型产
业，长期持续的研发投入方能使企业在行业
立足，中兴通讯、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依
靠相对低廉的人力研发成本、全球化的市场
布局和激进的市场策略，在全球通信设备市
场已经从追赶者逐渐变成了行业领跑者，两
家公司均能够提供端到端的全业务解决方
案，产品囊括了无线网络、接入网、传输网、
核心网甚至终端的全部产品，而其他几家国
际厂商在产品线领域存在断层或者短板，这
使得中兴通讯、华为可以为客户提供更为完
善的成套解决方案，在竞争优势上更加突
出。同时，大唐电信、烽火科技、上海贝尔、
中国普天等国内通信设备制造企业通过若
干年的技术和人才储备、开拓市场经验的积
累，在 4G 加快建设的背景下，也加强了国
际市场的开拓。
3.一体化解决方案成为产业竞争关键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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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通信设备产业的成熟化，同质化现
象严重，这使得设备商之间的竞争层次提升
——在提供基础硬件设备的基础之上，通过
一体化策略保障核心芯片与软件的供应安
全，并以此构建产品的差异化竞争优势。主
要手段包括布局专用通信设备核心芯片，自
主开发关键系统软件，通过收购、并购掌控
产业链关键环节等，目的是为了提供整体解
决方案，提升对用户的整体吸引力。
4.移动宽带成为热点及主导趋势
2014 年，移动宽带成为热点及主导趋
势。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LTE 网络将和已
有的 GSM、TD-SCDMA、WLAN 网络等共存，
移动通信网络规模和网络结构将变得日益
复杂，对移动通信网络进行优化的设备和服
务的需求也将进一步提升。同时，更有效地
利用固网宽带和移动宽带的资源，协调发展
固网宽带和移动宽带，使固定网络和移动网
络做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形成合力将成
为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5.光纤光缆产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业务应用的蓬
勃发展，我国的光纤光缆产业作为通信基础
网络的主要载体也迎来了较快的发展。2014
年国内的光纤光缆需求维持增长态势。其
中，中国移动光纤光缆需求量一直保持较大
规模，约占全国光纤光缆市场的一半，成为
国内光缆市场的主要拉动力。从光纤光缆产
品产能情况来看，行业整合已见成效，供货
和市场已经主要集中在六大主要企业，产能
分布占国内整个光纤光缆产业产能的 70%80%。政策利好给光纤光缆产业发展带来积
极影响，也带动了市场容量不断扩大。
三、创新进展
(一)技术与产品创新
2014 年，NFV、SDN、超宽带、C-RAN 等
深刻影响通信设备产业的技术均取得了一
定突破。
1.网络功能虚拟化(NFV)
NFV(NetworkFunction
Virtualization)是通过使用 x86 等通用
性硬件以及虚拟化技术，来承载很多功能的
软件处理，从而降低昂贵的网络设备成本。
它可以通过软硬件解耦及功能抽象，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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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功能不再依赖于专用硬件，资源可以充
分灵活共享，实现新业务的快速开发和部
署，并基于实际业务需求进行自动部署、弹
性伸缩、故障隔离和自愈等。
2014 年，随着云计算技术、理念与传
统电信网络的逐步结合，通用芯片计算能力
的极大提升和业务需求的多样化，NFV 获得
了产业界的热情支持，并取得了可喜的进
展。多个 NFV 服务、方案、产品、技术逐步
落地，基于软硬件解耦的 NFV 电信网络初
具雏形。华为、爱立信、阿尔卡特朗讯、惠
普都已展示基于 NFC 理念的产品和解决方
案。
华为将 NFV 列入其 SoftCOM 战略中，
成为其未来 5 年研发创新的聚焦点。华为
表示已具备端到端的 NFV 完整产品组合，
涵盖硬件、操作系统、软件和集成服务，可
以为运营商提供各种硬件平台支持。借助其
FusionSphere 云平台，华为可以利用不同
软件功能和虚拟化方案来实现各种网络功
能，如虚拟化的 IMS 和虚拟化的 EPC 方案
等，目前 FusionSphere 云平台已在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部署。
爱立信演示了云和 NFV 应用的实时性
能，并以“第三方硬件”承载自身云系统的
方式演示了虚拟演进的分组核心网，将为面
向农村、边远地区的移动宽带机对机、企业
和分布式云领域的运营商提供新的商机。爱
立信表示，其产品方案与服务都将基于开放
式的电信级云执行环境，同时还发布了一整
套虚拟化网络应用及咨询和系统集成服务。
阿尔卡特朗讯提供了虚拟化的移动网
络功能应用产品组合，其中包括分组核心演
进(EPC)、IP 多媒体子系统(IMS)和无线接
入网(RAN)，并且携手中国移动共同演示了
基于概念验证(POC)的虚拟化 LTE RAN 基带
单元和虚拟化 EPC 进行音视频通讯。
惠普公布了其 NFV 服务的总体战略，
推出名为 OpenNFV 的基于虚拟化和自有硬
件的新服务，以及关于 NFV 的参考架构、
OpenNFV Labs 以及合作伙伴生态系统。
2.软件定义网络(S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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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N(Software Defined Netwok)是一种
新型网络架构，其核心技术 OpenFlow 通过
将网络设备的控制面与数据面分离开来，实
现网络流量的灵活控制，使网络作为管道变
得更加智能。2014 年，SDN 在多个方面快
速发展。网络厂商无论大小，都积极围绕
SDN 展开创新。
SDN 商用进程加速，使越来越多的厂商
推出 SDN 商用或试商用产品，发布基于 SDN
的回传网络、光传输、CPE 和流量优化等 POC
测试。电信运营商开始进行 SDN 部署或 POC
测试。
开源社区积极推动 SDN 的商用。Linux
基金会的 OpenDaylight 项目在 2014 年进
行了两次重大发布。2 月发布了
OpenDaylight 的氢(Hydrogen)版本，9 月
又发布了氦(Helium)版本，在集群以及 SAL
架构上做了很大的改进。ONLab 推出 ONOS
开源 SDN 控制器，Open vSwitch(OVS)加快
了对 OpenFlow 协议的支持，从 2.3 版本
开 始 正 式 全 面 支 持 OpenFlow 1.3 以 及
OpenFlow 1.4 部分特性。越来越多的 SDN
方案被用于 OpenStack 等云管理系统的网
络底层实现方式。
但在 2014 年，SDN 的 ASIC 芯片支持
进展不大。这导致数据中心主流的解决方案
仍以 Overlay 方案为主，硬件交换机和控
制器多厂商互通方案的商用步伐缓慢。
2014 年 3 月 ， 在 圣 克 拉 拉 举 办 的
Open Networking Summit 2014 (ONS 2014)
大会上， 华为集中发布了其 SoftCOM 未来
网络架构下多个关键 SDN(软件定义网络)
解决方案和技术成果，包括基于 SDN 的 IP
与光协同解决方案，基于 SDN 的 NG-VN
(下一代虚拟网络) 解决方案，首个电信级
SDN 流量算法引擎(Flow Engine)，及已在
数据中心进行应用的 POF 协议技术等。继
在 ONS 2013 上发布基于 SDN 的协议无感
知转发(POF)技术之后，华为在今年的 ONS
上展示了基于 POF 技术的多个创新性研究
成果，包括基于 POF 技术的完全可编程数
据中心网络、源路由转发算法及协议、基于
内容的快路径负载均衡算法等。通过全可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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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 POF 技术，用户可在 App 侧不受任何
限制地进行业务创新，使得网络设备变得更
加强大和灵活。
2014 年 4 月，思科首次对外宣布将基
于数据中心网络的 ACI 解决方案向企业网
络扩展，并将推出被思科定义为应用策略基
础 设 施 控 制 器 API 企 业 模 块 为 代 表 的
Nexus 9000 系列交换机及升级版 NX-OS 系
统的产品组合。2014 年 8 月，思科发布自
己的 SDN 产品—ACI(应用中心基础设施，
Application Centric Infrastructure)。
ACI 与 APIC(应用策略基础设施控制器，
Application
Policy
Infrastructure
Controller)搭配，首次于 2014 年 7 月 31
日向客户发货。思科推出的 ACI 主要是基
于思科硬件设备如 Nexus 交换机和定制
ASIC 商用芯片。思科的 ACI 是基于其收购
Insieme Networks 而推出的 SDN 产品，能
使 SDN 部署更具整体性、可靠性和扩展性。
在 2014 年 9 月的中国国际信息通信
展览会上，中兴通讯发布其 SDN 在光传送
领域应用的最新创新成果：软件定义光网络
SDON 解决方案。SDON 解决方案，充分利用
光传送平面的可编程特性，通过集中统一的
网络控制和管理，对光网络的传送能力和交
换能力进行更智能的管控。可以根据不同的
应用场景和业务发展需求，采用速率、带宽、
距离、性能、成本灵活可变的传输，对光层
频谱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实现对流量的精细
化运营，将以 “刚性带宽管道”为特征的
传统光传送网络，改造成“弹性智能管道”。
同时，SDON 的引入可以帮助运营商高效运
营。SDON 控制平面有机整合网络规划、调
测部署、业务发放、管理监控、评估优化等
各个运营阶段的数据和工具，简化业务流
程，缩短网络建设和服务交付周期，减少人
员数量和技能要求，极大地提升运维效率。
基于 SDON 可方便地实现多域多厂商设备
的统一管理和面向业务的端到端连接配置，
解决运营商组大网问题。
在 2014 年 11 月召开的 2014 年度技术
大会(ALU Technology Symposium 2014)上，
阿尔卡特朗讯推出了基于 SDN 的创新解决
方案虚拟化网络业务(VNS)。VNS 主要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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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企业，是为分支机构遍布全球各国的企
业消除巨大网络复杂性所量身定制的一种
新方式、VNS 将协议驱动的网络“自动化”
和面向应用的“抽象化”的优势无缝延伸至
企业的分支机构，为企业创建更加快速响应
的运营环境铺平了道路。经过试用验证，VNS
将部署新接入点的速度提高了 10 倍，并减
少了 50%以上的运营支出。VNS 具备紧密结
合的端到端策略框架，该框架横跨数据中心
和所有分支机构；对于可跨越任何云或网络
基础设施的开放性 CPE 和网络业务，VNS
支持最少人工介入的业务提供模式。同时，
通过消除云服务在网络方面的另一个局限，
其 VNS 在 IT 应用交付和工作流程自动化
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从而助力企业和运营
商 “因时因地按需”提供网络服务。
3.超宽带
传统的带宽已无法满足井喷式增长的
数据传输需求，互联网新应用需要大带宽支
撑才能有效运行。在此背景下，超宽带
(Ultra-Broadband)应运而生。
2014 年，国内外企业围绕超宽带接入
网技术研发、超宽带骨干网升级与改造，以
及超宽带下的云应用这三个主题，在超宽带
固定接入、超宽带移动网络、高速光传输网
络、智能云路由 IP 网络、灵动 IP 业务平
台 等 方 面 取 得 了 一 定 进 展 。 其 中 ， 10G
EPON/GPON 快速发展，标准和技术均已成
熟，但由于关键器件成本限制，FTTB、回程
和高端用户将是其应用的主要场景。
Vectoring 在欧美已开始规模商用，G.fast
预期在 2015 年进入商用。基于 IMS 的
VoLTE 作 为 最 终 的 语 言 解 决 方 案 之 外 ，
Small Cell 和 WLAN 将成为提升网络容量
的重要手段，在超宽带移动网络部署中发挥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华为基于“大 IT”的理念，推动宽带
网络实现智能化升级，将网络调度能力、用
户感知等封装成为产品，与互联网公司合
作，实施宽带网络和互联网内容的垂直体验
整合。
2014 年 10 月，在 2014 宽带论坛(BBWF)
上，华为展示业界首个基于 SDN 的下一代
OLT MA5800 ， 提 供 业 界 最 强 光 接 入 平 台
(WDM-PON, 40G-PON, 面向未来的 100G-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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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以及针对城市、郊区、乡村提供等
不同场景的解决方案 G.fast, 300M FTTD，
智能站点(AMDF), 预连接 ODN 等，为运营商
打造稳定的网络基础设施。
中兴通讯超宽带 UBR 基站创造多个行
业之最。UBR 在超宽带技术、灵活功率分配、
多频段基带池、智能维护和操作等基站革新
方向取得突破，满足了运营商在节省 TCO、
快速建站、提高运维便利性和提升运营商附
加值等方面的需求。该产品采用了新的功放
技术及先进的 DPD 架构和算法，业界首家实
现了单通道 365MHz 的发射带宽，是超宽带
基站领域的一次全新的突破。基于紧凑型架
构设计理念，UBR 还采用一系列先进的散热
技术和内部结构互联技术，2*80W 发射功率
体积仅为 12L，重量仅为 12 公斤，成为业
界同等发射功率规格中最小的 RRU。UBR 可
以解决 4G 时代多网多频段共存所面临的关
键难题。
2014 年，上海贝尔推出一种全新的超
宽带 G.fast 解决方案。 G.fast 作为一个
全新技术，可以在传统电话铜线上实现吉比
特(千兆)速率，同时通过“XG-FAST”可进
一步挖掘其潜力，实现数个吉比特的速率。
G.fast 技术是基于短距离线路 使用所设
计，相比于 VDSL2 矢量化技术可进一步提
升线路速率。从而帮助业务运营商经济有效
的加快光纤到户的部署。借助 G.fast 所提
供的极速宽带能力，运营商可以摆脱原先必
须将光纤部署到用户家中的枷锁，轻松实现
光纤到户业务。在 2014 年的北京通信展
上，上海贝尔首次展出该技术的原型机。
(二)发展模式创新
1.产品和服务的综合集成与融合创新
成为主流
2014 年，在服务创新方面，通信设备
服务创新的特点是结合新趋势的产品升级
改进和拓展应用场景的技术研发愈发重要。
ICT 技术的综合集成和融合创新能力，成为
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
2014 年 2 月，爱立信发布一整套虚拟
化网络应用及咨询和系统集成服务，使 NFV
一举达到产业化规模。爱立信的方案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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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开放式的电信级云执行环境，能支持更
加高效的端到端解决方案和更灵活的部署。
完整的爱立信虚拟演进分组核心网包括虚
拟演进分组核心网关、虚拟 SGSN-MME、虚
拟服务感知策略控制器和虚拟服务感知支
持节点。爱立信基于 NFV 推出了行业领先
的虚拟演进分组核心网，将为面向农村、边
远地区的移动宽带机对机、企业和分布式云
领域的运营商提供新的商机。而所有这些服
务都采用爱立信云系统，以保证高效运营。
2014 年 10 月，诺基亚通信推出首款
商用网络功能虚拟化(nfv)解决方案，将云
技术应用到 lte 语音等服务。在云平台上
运行 volte 可支持运营商通过网络功能的
自动化，经济高效地大规模应对不断变化的
流量需求。诺基亚通信率先面向端到端
volte 服务提供符合 etsinfv 架构标准的
电信云解决方案。首个为大型运营商提供的
网络部署于 2014 年底完成。
2014 年 11 月，阿尔卡特朗讯发布虚
拟业务路由器(VSR)，这是一套内容丰富的
软件产品系列，可根据需求增长扩展 IP 网
络和业务的灵活性。它是对阿尔卡特朗讯现
有硬件路由产品线的强有力的补充。通过此
次扩展，阿尔卡特朗讯为运营商以及大企业
提供了高性能的路由器软件和定制的硬件
设备，使其可根据性能需求和投资规模构建
一个面向云时代的灵活的网络。
2.产业链条上跨界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大幅提升
2014 年，在产业竞争模式和盈利模式
方面，原来单纯的技术竞争转向集成产品、
芯片、软件、网络、应用等各环节要素及生
态圈建设的系统性竞争，厂商间跨界合作的
深度和广度均有大幅提升。
MWC 2014 展会第一天，中兴通讯联合
英特尔宣布，双方合作实现了全球首个现跨
制式 RAT 无线网络功能虚拟化。中兴采用
英特尔的通用 ia 硬件平台搭建系统，将英
特尔公司提供的底层开发软件用在无线系
统解决方案里，并对外发布 Cloud UniCore
云化解决方案，可实现 EPC\IMS 等核心网
设备的虚拟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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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华为在美国芝加哥举办
的 Big Telecom Event 上展示 CloudEdge
综合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给终端用户提供
了优质的端到端业务体验，帮助运营商敏捷
迅速地部署新业务以及极大简化运维，同时
也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共赢的产业链。华为与
中国移动等多个全球主流运营商都展开了
CloudEdge 的 PoC 合作，集成了 SkyFire,
Trend Micro 等多个厂商的包括视频优化、
网页优化、缓存、安全等诸多第三方应用，
引领行业加速实现 NFV 的产业化。
2014 年 12 月中旬，鹏博士和华为达
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共同参与超宽
带、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
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前沿领域的研发实践，推
动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双方合作将从超
宽带接入网技术研发、超宽带骨干网升级与
改造，以及超宽带下的云应用三个方面为切
入点，开始进行试点合作。鹏博士的战略目
标是立足于宽带互联网接入及应用、物联
网、智慧城市、云计算等领域，依托长途骨
干网(中信奔腾一号)，以宽带接入和数据中
心业务为重点，做大做强互联网增值服务业
务，成为集平台与应用为一体的宽带互联网
综合业务服务商。
四、应用推广
(一)重点应用
1.中国移动融合通信
2014 年 12 月 19 日，中国移动发布
了基于融合通信业务的“三新˙和”手机—
—“新通话”、“新消息”、“新联系”的
新业务概念。运营商做的“免费”流量通话
和即时通信社交软件的集合体，传统语音和
短信业务全部通过流量走和计费。不仅如
此，
“新短信”还可以给任意号码发送图片、
视频和语音留言，社交自由度比微信更大。
融合通信将在 2015 年正式投入商用。在新
一代“三新”手机上，原来的通话、短信和
通讯录功能按钮将被直接取代，这些核心功
能是直接植入手机核心芯片中的。2015 年，
中国移动将启动一套全新的流量计费体系，
用户完全不必担心因传统业务转换成融合
通信产生流量和自费的激增问题。即使在
3G、4G 网络下，用户通过融合通信将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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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到比从前更加便宜的新式流量通话，在
WiFi 环境中几乎等于免费通话。短信也被
赋予了多媒体的性质。
2.沃达丰英国完成 VoLTE 实验室测试
2014 年 8 月，沃达丰英国公司在其伯
克希尔郡纽伯里的专业实验室成功完成了
基于 LTE 的语音测试。VoLTE 将使语音通
话在 4G 数据网络上进行，代替如今使用的
2G 或 3G 网络。VoLTE 还提供了增强的语音
通话质量和更快的呼叫建立时间。致力于未
来的商用，沃达丰继续测试和开发这一服
务。在之前数月中，沃达丰已经将其 LTE
覆盖延伸至英国境内 263 个大型城市、城
镇和地区，以及数千个小型社区。这一扩张
是沃达丰今年的 10 亿英镑网络升级投资的
一部分。
此外，该运营商还采用华为的
Lampsite 技术在 2.6GHz 频段上部署了小
蜂窝系统，在华为英国总部实现了下行
82Mbps、上行 42Mbps 的 4G 传输速率。
3.土耳其电信实时流量控制改进应用
覆盖
2014 年 12 月，爱立信与土耳其电信
宣布，双方在伊斯坦布尔一家繁华的购物中
心内成功完成了爱立信的实时流量控制解
决方案的测试。实时流量控制解决方案属爱
立信业内首创，能够确保用户在蜂窝基站和
Wi-Fi 上享受高性能网络连接。
借助该技术，土耳其电信将 Wi-Fi 轻
松融入其智能立体网战略中，即使在高流量
区域也可以持续提供高性能用户体验。集成
Wi-Fi 是一级移动运营商应对不断增长的数
据需求的一种方式。
消费者使用智能手机在蜂窝基站网络
和 Wi-Fi 网络之间进行无缝动态切换前，
实时流量控制技术将不断评估网络关键性
能指标，确保最佳的用户体验，并优化网络
资源。实时流量控制是无需用户干预或额外
设备、用户软件的网络驱动型技术，可以与
任何支持 EAP-SIM 的智能手机配合使用。
4.中国移动灵动应用
中国移动和诺基亚联合演示了灵动应
用(Liquid Application)。所谓的灵动应
用，主要是通过分布式计算来加速内容、应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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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交付，同时帮助运营商推出基于实时网
络信息的全新个性化服务。
诺基亚灵动应用的创新之处，在于能在
无线基站内实现内容、服务和应用的优化。
目前在灵动应用解决方案的基础上，诺基亚
又增加了分布式云计算功能，可以利用用户
所在区域网络的实时数据，为用户提供与周
边环境相关、个性化的业务体验。诺基亚通
信的 NSN Flexi Zone 控制器也支持灵动应
用,可以通过本地基站群，直接为用户提供
快速的特定服务。
借助灵动应用，运营商可以显著提高业
务下载速度，改善用户体验，同时节约传输
带宽，降低运营成本。运营商还可以利用灵
动应用方案增强对业务的管理能力，做到可
控可管，合理使用网络资源。此外，通过局
域化特定的应用，运营商可以针对不同区域
推出特色业务应用，同时带动功能基站向智
能基站演进。运营商可以借助灵动应用在不
同的区域形成差异化优势，让业务量的增长
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增长。
5.新西兰慈爱怀安疗养院患者和家庭
护理服务
新西兰奥克兰慈爱怀安疗养院首次在
疗养院以及奥克兰中心区的七家零售店部
署了阿尔卡特朗讯企业通信 OpenTouch 套
件。整个系统由新西兰 Cogent 实施，借助
全新的阿尔卡特朗讯企业通信技术为疗养
院的员工提供灵活、易于使用的移动应用。
阿尔卡特朗讯企业通信 OpenTouch 套
件可以为各部门提供端到端的语音和数据
解决方案及无线连接，实现更好的通信协作
并降低系统维护成本。奥克兰慈爱怀安疗养
院通过部署最新的协作通信，满足员工在移
动中的使用需求，更好的改善了疗养院对患
者的护理以及与患者家人之间的联系，并为
打造移动办公的奠定了基础。
(二)应用特点
1.通信设备商提升承载能力
流量井喷使得通信设备商的目标发生
了变化：承载更大流量、管理更大流量和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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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流量数据价值，成为衡量设备及解决方案
的主要标准。只有适应流量的迅速增长并有
效处理这种增长并获益的通信设备厂商才
能在新的产业环境下生存并发展壮大。
2.运营商提高流量价值
在移动互联时代，流量取代传统话音成
为运营商基本业务，单一的管道服务相比
OTT 业务收益极低。有效地开展流量业务，
需要运营商同时实现技术突破与商业模式
创新。
五、企业发展
(一)总体发展状况
2014 年，在行业景气指数提升的大背
景下, 通信设备产业竞争局势趋缓，前六大
通信设备厂商思科、华为、爱立信、阿尔卡
特朗讯、诺基亚和中兴总体上业绩均获得一
定增长，排名情况变化不大。根据已公布的
财报显示：2014 年，思科实现了史上最好
的季度非通用会计准则(GAAP)每股收益；华
为销售收入和主营业务利润均同比增长约
20%；爱立信净销售额和毛利率同比均有所
上涨；阿尔卡特朗讯集团营收同比增长 2%，
有望很快实现扭亏为盈；诺基亚 2014 年第
4 季度扭亏为盈。中兴营收较上年增长
7.99%，净利润较上年增长 94.17%。整体而
言，前六大厂商的排名未发生变化，但阵营
分化将愈加明显：华为、爱立信、思科站稳
第一阵营，诺基亚、中兴通讯、阿尔卡特朗
讯则需要进一步提升收入和利润能力。
(二)国外主要企业发展状况
1.思科
根据思科发布的截至 2014 年 7 月
26 日的 2014 财年全年业绩报告：根据通
用会计准则(GAAP),2014 财年思科销售额
为 471 亿美元，同比下降 3%；2014 财年
净收入为 79 亿美元，同比下降 21.3%；每
股收益为 1.49 美元，同比下降 19.9%。根
据非 GAPP 准则,2014 财年净收入为 109
亿美元，同比持平；每股收益为 2.06 美元，
同比增长 2%。
表 5 思科重点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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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爱立信
根据爱立信公布的 2014 年全年财报：
2014 年，爱立信实现净销售额 2280 亿瑞
典 克 朗 ( 约 276 亿 美 元 ) ， 全 年 毛 利 率
36.2%。本年度运营收入达 168 亿瑞典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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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20 亿美元)；2014 年运营利润率为
7.4%。2014 年爱立信实现净收入 111 亿瑞
典克朗。
表 6 爱立信重点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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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诺基亚
根据诺基亚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
2014 年全年财报：
全年营收 127.32 亿欧元，

同比基本持平；四季度同比扭亏为盈。表 7
诺基亚重点发展情况

4.阿尔卡特朗讯
根据阿尔卡特朗讯公布的 2014 年全
年财报：2014 年全年阿尔卡特朗讯营收达
到 131.78 亿欧元，较去年 138.13 亿欧元
略有下降；净亏损金额则由 2013 年的 13

亿欧元收窄至 8300 万欧元。不计 2014 年
重组费用支出，阿尔卡特朗讯达到合并以来
首次正自由现金流。
表 8 阿尔卡特朗讯重点发展情况

(三)国内主要企业发展状况
1.华为
根据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015 年 1 月
13 日披露的数据：2014 年销售收入预计为
表 9 华为重点发展情况

2870 亿-2890 亿元，同比增长 20%；主营业
务利润约为 339 亿-343 亿元，主营业务利
润率与上一年持平，均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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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兴通讯
根据中兴通讯发布的 2014 年全年业
绩快报：全年实现营收 812.42 亿元，较上
年增长 7.99%；净利润 26.36 亿元，较上年
表 10 中兴通讯重点发展情况

3.烽火通信
根据烽火通信公布的最新第三季度财
报：前三季度实现营收 75.61 亿元，同比
增长 10.08%；净利润 3.65 亿元，同比下

2015 年第 3 期

增 长 94.17% ； 营 业 利 润 较 上 年 增 长
107.02%；利润总额较上年增长 98.54%,达
36.29 亿元。

降 6.64%。下降的原因主要是收到政府补助
减少，以及非经常性损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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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烽火通信重点发展情况

六、产业投融资
(一)国外投融资情况及特点

2014 年，国外通信设备行业的投融资
呈现出以追逐热点技术、优势互补为出发点
的特征。
表 12 2014 年通信设备产业重要国外投融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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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iverbed 被私募资本私有化
事件介绍：
2014 年 12 月 16 日，Riverbed 公司
达成最终协议，将由领先的私募股权投资公
司 Thoma Bravo 及安大略教师退休基金会
旗下子公司教师私募基金收购，交易预计于
2015 年 上 半 年 正 式 完 成 。 根 据 协 议 ，
Riverbed 股东将获得每股 21 美元现金，本
次交易总价值达 36 亿美元。
Riverbed 宣 布 由 私 人 股 权 投 资 公 司
Thoma Bravo 斥资 36 亿美元收购，这个价
格是 Thoma Bravo 有史以来支付的最高价
格，相当于 Riverbed 目前流通中的每股价
格为 21 美元。这笔交易会在 2015 年年初
完成，有待监管部门和股东的批准。收购后
的 Riverbed 保持内部架构和运作不变。
Thoma Bravo 旗下还有 Riverbed 的竞争
对手 Compuware 和 Blue Coat。
影响分析：
Riverbed 致力于应用性能基础架构解
决方案，目前拥有 25000 余家客户，其中
包括 97%的财富百强和福布斯全球百强企
业。Riverbed 最出名的是其 WAN 优化硬
件，这也是该公司非常优质的一部分业务。
近年来，Riverbed 的发展呈多元化态势，
接连收购具有相关产品的公司，进而推出新
系列产品。 被私有化后，Riverbed 极有可
能与 Blue Coat 技术互通，在网络和应用
程序性能领域的实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这对通信设备来说意味着，带有预测性分析
功能的网络应用检测设备会成为厂家的优
先选择，以打造自动修正、自动生成的网络。
2.思科收购 Metacloud
事件介绍：
2014 年 9 月，思科宣布收购私人控股
OpenStack 供应商 Metacloud 公司。思科
表示，Metacloud 基于 OpenStack 的云平
台将加速思科建立全球最大互联云
Intercloud 网络的战略实施。预计这项交
易将于思科 2015 财年第一季度完成。交易
完成后，Metacloud 员工将被转移到思科云
基础架构和可管理服务部门(CIMS)。
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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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收购 Metacloud，思科获得了独特
的技术，能够向客户提供 OpenStack 私有
云服务，并且能够远程进行云管理。实际上，
思科多年来一直开发自有的 OpenStack 版
本，拥有一定的技术储备。收购 Metacloud
可以让思科向客户销售捆绑了知名云平台
的服务器硬件设备。在通信设备产业与云计
算的紧密结合的趋势下，思科将具备独特的
优势。
(二)国内投融资情况及特点
2014 年，国内通信设备产业的投融资
呈现出完善产业布局、推动业务模式创新的
特点。
1.华为收购英国物联网公司 Neul
事件介绍：2014 年 9 月 23 日，华为
斥资 2500 万美元收购了英国领先的蜂窝
物联网芯片和解决方案提供商 Neul。 总部
位于英国剑桥的 Neul 是一家英国领先的蜂
窝物联网芯片和解决方案提供商。其生产的
无线电模块，是实现物联网内部的数据通信
的核心部件，可以应用于工业环境中。华为
表示，借此收购增强对物联网市场的准入，
也是华为在英国 13 亿英镑投资计划的一
部分。华为还计划以 Neul 为中心，打造一
个全球级物联网。
影响分析：
物联网给 ICT 基础设施带来极大的挑
战和机遇。Neul 擅长的领域是物联网中的
工业产品，主要业务集中于工业感应器、仪
器和测量设备，与为大众所熟知的物联网消
费领域的联网汽车、智能家居关系并不密
切。但对华为来说，收购标的侧重工业类物
联网还是消费类物联网并不重要。完成物联
网布局需要大数据、智能感应和移动联接三
个关键环节，华为在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部
分都有良好的技术储备，收购 Neul 是对智
能感应领域的补充。尽管华为在物联网领域
谈不上具备先发优势，但是它有资金和技术
人才的储备，具备综合整合能力，前景值得
期待。
2.中国华信收购阿尔卡特朗讯企业网
业务
事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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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 1 日，中国华信邮电经
济开发中心宣布以 2.02 亿欧元的对价顺
利完成对阿尔卡特朗讯企业通信业务的收
购。中国华信和阿朗已在法国共同成立控股
公司，以负责该业务的全球运营。中国华信
持有其中 85%的股份，阿朗持有剩余 15%
的股份。新公司将负责企业网业务的全球运
营，并致力于引领下一代企业通信发展，推
动业务模式创新，从纯粹以技术为导向转变
为兼顾客户体验为导向的新模式。
影响分析：
新公司的目标是借助更加智能化的通
信终端和创新的使用模式，推动企业通信方
式的变革。对中国华信而言，进入企业通信
市场是实现全球化所必须的，但自己组队从
头做起，会错失市场机遇，通过业务收购或
合作这条捷径是一个好选择。中国华信具有
丰富的国际投资和全球运营经验，寻求合适
的海外标的并非难事。此外，通过上海贝尔
的多年运作，中国华信和阿尔卡特朗讯彼此
非常了解，这避免了很多跨国并购中的企业
文化和管理冲突。企业网的市场规模不断扩
大，中国华信有望在该领域跻身行业前五。
3.极路由获联发科、KPCB 千万美元融资
事件介绍：
2014 年 7 月 3 日，智能路由器厂商极
路由宣布获得了 A+轮千万美元投资。该轮
由芯片厂商联发科、风投公司 KPCB 两家联
合投资。极路由是国内第一家涉及智能路由
器产品的公司，他们于 2013 年发布了首款
路由器产品——极壹。产品主打信号强、上
网快，还包含了像 App Store 加速、应用
商店、翻墙等其它功能。极路由在去年 10
月已获得 A 轮千万级美元融资，投资方为
GGV(纪源资本)和创新工场。
影响分析：
联发科的加入意味着它的目的在于和
极路由一起搭建智能家居和可穿戴设备等
产品的平台。而根据极路由还将发布极路由
OS HiWiFi 来看，极路由有可能开创一个全
新的智能路由器产业模式，基于其开放的
HiWiFi 操作系统，用户可以无限扩展路由
器功能，随时随地掌控网络：个人网络安全
沈阳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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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蹭网通知、加速视频播放、家长管理
小孩上网、游戏加速等。
七、政策环境
(一)主要国家和地区政策情况和要点
1.欧洲
政策简介：
2014 年 4 月 3 日，欧洲议会投票支
持 2015 年 12 月取消漫游费，同时支持欧
委会提出的“互联大陆法案”(单一电信市
场)，该法案将保证互联网对所有人开放，
禁止封锁或删减内容。
影响分析：
单一电信市场是欧盟单一数字市场的
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根据规划，欧委会将
在 2015 年提出建设单一数字市场的战略
建议和措施。单一数字市场建设的工作重点
之一是保证网络的接入、联通和投资，建设
数字经济。单一数字市场的建设需要充分的
技术储备，如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
设立一个单一的监管机构来制定包括从移
动频谱划定到漫游费用定价等所有规则，运
营商无须再分别处理目前存在的 27 套不
同的规则。最终，欧洲地区将只有四五家大
型运营商来为用户提供跨国界的服务，这可
使的电信公司能够发展更健康、盈利能力更
强，从而加大在通信设备采购上的投资。
2.美国
政策简介：
按照美国国家宽带计划中确保对宽带
网络服务的普遍访问和在教育等公共领域
发挥宽带最大作用的既定方针，2014 年 7
月 11 日，FCC 投票通过一项有关补贴中小
学互联网设施建设的计划，同意在今后两年
提供 20 亿美元(约合 124 亿元)用于升级
中小学校和公共图书馆的 WiFi 覆盖。FCC
还拨款 1 亿美元用于资助企业研究低成本
的农村宽带解决方案，为那些因宽带部署成
本高昂而至今没有宽带覆盖的地区提供宽
带服务。
影响分析：
FCC 通过 11 日的投票对原有的 E-Rate
计划进行了大幅调整。FCC 决定逐步减少
E-Rate 计划中对寻呼机、拨号上网等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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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补贴，同时把资助重点转向高速互联
网和无线网络。这体现了宽带技术和无线技
术在国家宽带计划中的地位日益提升，而伴
随着宽带的普及应用，其应用场景会极大丰
富，这会刺激信息基础设施和基础信息服务
领域的繁荣。
3.澳大利亚
政策简介：
2014 年 12 月，负责部署澳大利亚国
家宽带计划的公司 NBN 发布修订后的部署
计划。新的计划强调技术重点从 FTTH 向
FTTN 转移。新的部署计划要求 NBN 公司在
2016 年 6 月前在 400 个城市、郊区和乡
镇额外新增 190 万宽带用户。到 2020 年
发展 800 万宽带用户的整体目标未变。新
战略将重点放在了“多技术组合”上，其中
包括 26%的 FTTP、44%的 FTTN 和 30%的升
级 HFC 基 础 设 施 。 澳 大 利 亚 通 信 部 长
Turnbull 声称，新战略将使预算从 730 亿
澳元(约 620 亿美元)下降至 410 亿澳元
(约 348 亿美元)。
影响分析：
FTTH 比 FTTN 建设成本更高，网络覆
盖更为复杂，其用户带宽方面需要有很好的
保障，因此在高端用户小区建设方面具有一
定的优势。而 FTTN 接入技术可以有效地降
低光纤接入的成本，运营维护比较便捷，业
务功能全面，是当前针对新建的普通居民社
区的理想技术方案。近来，澳大利亚的国家
宽带网络计划进展趋缓。在这一背景下调整
技术重点，将有效加快建设进程，获得更好
的宽带覆盖效果。
(二)我国及地方产业政策
1.《关于向民间资本开放宽带接入市场
的通告》
政策简介：
2014 年 12 月 25 日，工业和信息化
部发布《关于向民间资本开放宽带接入市场
的通告》。通告说明，为充分发挥民间资本
灵活、创新的优势，工业和信息化部决定鼓
励民间资本以多种模式进入宽带接入市场，
促进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发展和业务服务水
平提升。通告主要事项为：一、鼓励民营企
业参与宽带接入网络设施建设和运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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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宽带接入网络的投资并
与基础电信企业开展合作；三、鼓励民营企
业提供宽带转售服务；四、基础电信企业要
按照公平合理、平等协商的原则，积极与民
营企业进行合作；五、民营企业在参与宽带
接入网络建设运营及宽带转售的过程中，应
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电信行业管理
要求及一些具体规定；六、电信管理机构要
组织好本地开放宽带接入市场相关工作，探
索完善事中事后的监管政策，加强对宽带接
入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管，保障用户的
自由选择权和企业公平接入，推动资源共
享，培育和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影响分析：
在当前的新常态经济背景下，国家鼓励
民营企业进入宽带市场，主要目的在于：一、
缓解“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带来的资金压力。
随着国内 4G 建设进入建网高峰期，电信运
营商的资本开支重心向无线通信领域转移，
引入民营资本进入宽带市场，有助于弥补运
营商宽带投资下滑的不利影响，推动中国固
网宽带加速发展；二、提升宽带市场的竞争
程度，平衡竞争格局，提高宽带运营商的服
务水平。长期以来，中国固网宽带领域呈现
出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分占南北的局面，引
入民营资本，将引入新的竞争力量，丰富业
务种类，提升服务质量。
民营成本进入宽带市场，必将拉动通信
设备的需求，并进一步刺激消费级终端的需
求，从而形成设备—流量—应用的传导效
应，扩大通信产业的规模。
2.中国铁塔公司成立
政策简介：
2014 年 7 月 18 日，由中国移动、中
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通信运营企业出资组
建的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铁
塔”)正式揭牌成立。中国铁塔将主营铁塔
的建设、维护和运营，兼营基站机房、电源、
空调等配套设施和室内分布系统的建设、维
护、运营以及基站设备的代维。
此后，中国铁塔快速高效地完成了 31
个省(市、区)分公司的人员组建工作，同时
发布“三步走”企业发展战略，即“第一步，
2014 年年底前形成对三家电信企业增量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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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 站址资源及附属设施的新建能力；第
二步，用不到一年时间，完成对三家电信企
业存量铁塔资产的注入和收购；第三步，择
机引入民间资本实现混合所有制，用三年左
右时间实现上市。
影响分析：
铁塔公司的成立标志着我国铁塔及相
关附属设施的共建共享进入一个全新的集
约、高效、专业化阶段，同时也标志着我国
电信领域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探索迈出实质
性一步。 对通信设备产业而言，铁塔公司
的成立意味着通信基础设施行业的一轮洗
牌来临。目前，各省市已经基本确定了设备
厂商的入围名单,为大规模建设做好了准
备。2015 年作为铁塔公司正式开展业务的
第一年且 4G 建设尚处高峰期,铁塔等基础
建设总体规模较大。通信设备产业将迎来新
一轮需求扩张期。一方面,由于“共建共享”
的推行,三大运营商总体基础设施投资规模
将比原来分散建设有所下降,这会带来通信
设备行业集中度的提高。以铁塔为例,由于
运输成本较高,该行业体现出较强的区域性,
各地营收规模在 1 亿元以下的企业数量庞
大,伴随着铁塔公司的发展，此类规模的企
业数量将大幅度减少,龙头企业则将进一步
发展壮大。
3.《关于加强电信和互联网行业网络安
全工作的指导意见》
政策简介：
2014 年 8 月 28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
下发《加强电信和互联网行业网络安全工作
的指导意见》提出八大工作重点：深化网络
基础设施和业务系统安全防护、提升突发网
络安全事件应急响应能力、维护公共互联网
网络安全环境、推进安全可控关键软硬件应
用、强化网络数据和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加
强移动应用商店和应用程序安全管理、加强
新技术新业务网络安全管理、强化网络安全
技术能力和手段建设。
影响分析：
通信信息安全领域包含通信信息安全
保障和国产化两个维度，其中通信信息安全
保障指维护国内安全必需的网络保障措施，
沈阳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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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国内通信网和互联网网络安全所需的
应用提供能力和专网提供能力；国产化的角
度是核心网络通信设备的国产化比例不断
提升。对电信和互联网行业安全监管的强化
将加速国产化进程，进一步推进通信设备厂
商对安全可控的追求。受益于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 TD-LTE，国内通信设备厂商占据了
大部分的国内市场份额，未来这一比例有望
继续提升。在自主可控战略和国内芯片厂商
实力持续提升的作用下，通信芯片的国产化
是必然趋势。在 4G 通信设备和终端芯片领
域，国内企业的话语权将不断提高。此外，
对电信和互联网行业安全监管的强化将要
求国产通信设备厂商提升软件水平，打造软
硬件一体的安全自主可控的整体解决方案。
八、主要问题
总体来看，我国通信设备产业以国内需
求和内资企业支撑产业增长的机制尚未形
成，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总体在国
际分工中处于价值链中低端，
“高科技产业、
低附加环节”的局面没有得到彻底改观，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亟待加强，产业政策环境需
进一步优化。
(一)企业力量分散，龙头企业少
国内通信设备企业数量过多，力量过于
分散。本土通信企业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
逐渐成长起来，如在运营商网络领域，华为、
中兴在全球具备了较大的影响力。但在企业
网络、集成电路和数据通信等领域，本土企
业在通信产业化进程、产品质量、生产成本
等方面整体上与世界通信设备厂商存在一
定差距。伴随着铁塔公司成立等事件的影响
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一些中小规模的企业
会逐渐被淘汰或合并，少数规模较大且具备
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得以留存。
(二)基础产业薄弱，进口依赖导致成本
难以压缩
国内微电子产业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
较大，这导致我国通信设备制造具备国际竞
争力的难度很大。国内现有芯片设计水平和
工艺水平不能满足需求，高度依赖进口。华
为、中兴通讯在通信设备专用芯片领域取得
了一定突破，初步实现了移动基站 ASIC 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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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 网 络 处 理 芯 片 (NP) 、 光 通 信
(WDM/OTN/PTN)芯片的自主供给，但通用处
理器、高性能 DSP 和 FPGA、高速数模转换
芯片等通用芯片仍严重依赖国外进口。在基
础软件领域，通信设备所搭载的实时嵌入式
操作系统、数据库等产品也主要依赖国外的
企业。
(三)企业未形成可持续的长效竞争优势
我国通信设备产业的主要优势体现在
以硬件设备为载体，借助硬件产品的集成创
新和软件产品的模仿创新，依靠低成本优势
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在一些领域实现市场
突破和占有。但是，伴随着产业间的融合创
新，软件对硬件的影响和改造作用日益突
出，成为决定产业竞争的关键要素。企业间
的竞争多元化，呈现各环节综合竞争的局
面。我国通信设备企业具备单点优势，但在
芯片、软件、技术、网络、应用等整体有机
系统和生态圈方面不具备优势，未能形成可
持续的长效竞争力。
(四)通信设备出口面临严峻挑战
全球不明朗的经济形势给我国商品贸
易出口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通信设备行业
的出口增长压力较大。通信设备出口面临着
诸多挑战和困难，企业面临着营业收入增长
但利润下滑、知识产权纠纷和贸易保护等突
出问题。首先，上升势头正劲的中国设备厂
商在开拓国外市场时面临越来越复杂的知
识产权环境和考验。其次，欧元汇率的下跌
给跨国经营的中国通信设备企业的欧元资
产带来潜在影响，人民币升值和汇率避险工
具的缺失使得企业外币资产风险敞口暴露，
产品的比较竞争力下滑。同时，非洲、中东、
南美等国家的税收管理环境较差，这给中国
企业在当地的正常运营带来不良影响。此
外，国内的通胀压力、人力和物流成本的提
升给企业带来经营和利润压力。
九、2015 年通信设备产业发展展望
(一)总体发展展望
2015 年，通信设备产业将延续增长态
势。但伴随主要投资到位，建设进程的推进，
通信设备的需求增长将回落，这会催化通信
设备产业的发展模式发生改变。国产化替代
进一步深化，通信设备的国产产品更替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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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进展，这将大幅度提升国产通信设备
的市场占比。
1.创新驱动对产业增长的推动力大幅
提升
FDD 牌照的正式发放有望给通信设备
产业带来一个新的投资增长驱动的小高潮，
但这并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很多建设工程已
经展开，产能已经释放，而且为了尽快获得
市场竞争优势，三家运营商都会尽量压缩完
成网络覆盖的时间。从通信能力的角度看，
推动整个行业增长的动力，将从投资驱动转
变为创新驱动。通信行业的创新即将进入一
个业务和模式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期。这意
味着市场规模的快速增长已经不可持续，通
信产业的增长将从技术进步带来的投资驱
动，转变为信息服务和应用创新的驱动，创
新模式从设备商和运营商主导，转为用户主
导，即从生产者主导变为消费者主导。通信
行业需要专注于细分市场甚至利基市场，获
得收入来源，提升利润水平。得益于产业融
合和新兴业态的兴起，通信行业拥有巨大的
创新空间，工业 4.0、智慧城市、医疗信息
化、教育信息化、移动电子商务、农业现代
化等都将给通信行业的创新带来机遇。
2.国产化替代带来发展良机
2015 年，可以预见自主知识产权技术
标准快速发展,国产化替代加速推进。通信
技术涵盖技术标准和产品两个大的层面，其
中技术标准对于信息安全和相关产业链的
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在目前的 4G 建设高
峰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TD-LTE 技术受
到监管层的青睐和大力推崇，预期后续
TD-LTE 技术及其产业链将会进一步壮大，
获得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去 IOE”为
代表的国产化替代是解决信息安全问题的
一个有效手段,国产通信设备产品涵盖硬软
硬件系统,随着国家意志力的推行，机构组
织对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日益增长,国产通
信设备将会迎来加速替代时机。在信息安全
监管力度加大的推动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技术标准和自主可控的国产产品替代均
将迎来加速发展期,这为我国通信设备产业
带来发展和扩张良机。
(二)创新态势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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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围绕 NFV、SDN、超宽带等热点的技
术创新不断涌现
一方面，互联网业务的蓬勃发展和多种
颠覆性新技术的出现对通信网络的各项指
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信息技术
的进步，尤其是数据中心和云计算技术的成
熟和广泛应用推动通信网络向超宽带的云
化网络发展。高性能、低传输成本和个性化
是网络面临的三大主要需求。NFV、核心网
IP 化、SDN、云是网络满足需求的必要技术。
宽带化、移动化、泛在化和融合化将是网络
的发展趋势。全方位超宽带接入、新一代移
动技术、睿智光传输网络、新型 IP 网络等
技术将成为产业创新的主要发点。
2.应用场景极大丰富，应用案例大增
用户的需求从单一的语音业务向个性
化、多样化、专业化和体验化的信息服务发
展，标志着市场对于业务的需求转向及运营
商发展重点的调整。通信网络孕育着新一轮
的创新与变革：智能终端将向可穿戴设备、
智能联网汽车、智能家居等领域延伸，并形
成更泛在化的智能计算产品和智能硬件，进
一步深入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更多新式应用
将不断涌现，如移动支付通过各类 APP 将
在公共交通、零售、餐饮等行业广泛普及，
移动位置服务将深度融入各类应用，移动视
频将成为主流应用，移动教育、移动医疗等
将全面兴起；移动互联网与物联网融合、移
动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融合，将会形成新的业
态和市场，APP 经济将从互联网向传统产业
加速延伸；“云+端”将是移动互联网的主
导模式，移动互联与传感、交互、精准定位
等技术相结合，将开启更多 O2O 及其它跨
界的模式创新。
3.国内市场中国企业主导格局不变，产
业总体竞争平衡
随着 LTE FDD 牌照发放的临近，2015
年新建 LTE FDD 基站的数目将大幅增长，
预计占全年新建 4G 基站数的 30%以上。未
来两年,中国移动通信的市场结构仍将由
LTE 设备主导。随着 4G 网络建设的全面启
动，三大运营商 4G 网络建设进程将进一步
加快，2015 年国内 LTE 移动通信设备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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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份额将快速增长，预计将达到移动通信设
备市场的 85%以上，三大运营商在 TD-LTE
设备上的投资将占据 LTE 设备整体市场的
60%以上。基于华为、中兴等国内厂商的稳
步发展，未来一段时期，中国 4G 网络系统
设备市场将保持国内厂商为主、国外厂商为
辅的格局。这一定程度上也会令通信设备产
业的整体竞争格局趋于平稳。
4.以“补短”为导向的投融资活跃度提升
伴随着通信设备产业竞争模式的改变，
企业需要综合提升产业竞争力，但是在面临
通信产业这一个变化快速的市场时，通过自
主研发来提升在新领域的实力意味着失去
市场机会，以“补短”为导向的收购、并购
是一条实现企业快速发展的捷径。通过互补
的收购、并购，可实现企业之间的优势相互
融合，达到取长补短的目的，进而产生新的
包括并购双方公司在技术、市场、专利、产
品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也包括优秀的企业文
化和丰富的产业资源，提高要素结合效率。
5.现有政策体系基本成熟
TD-LTE 商用、虚拟运营启幕、铁塔公
司成立、宽带接入开放、 营改增实施、国
资委考核指标调整，除了 FDD—LTE 牌照发
放，几乎所有的与通信设备产业息息相关的
政策都在 2014 年底前颁布实施。因此，
2015 年将会是政策的冷却期，通信设备产
业进入市场化的关键阶段。
十、2015 年我国通信设备产业发展建议
面对激烈变化的内外部环境和新一轮
通信技术的变革，我国通信设备产业在保持
已有产品集成创新和低成本研发比较优势
的基础上，亟须把握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形势
和新机遇，加强通信设备产业的横向协作和
纵向整合。
(一)重点研究新一代通信设备关键软
件平台
加强 NFV 与 SDN 的技术储备，探索在
各种网络场景的应用模式，不断提升虚拟化
网络资源的管理控制能力和安全性。重点发
展网络控制器接口技术，在南向接口方面探
索可集成各类网络设备的解决方案，在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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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方面借助标准 API 与 SDK 模式，布局
设备商可积极参与和介入互联网企业
网络应用生态。
SDN 数据中心网络与电信运营商 NFV 的研
加快储备网络应用分析技术，提升流量
发部署，加快对商用化模式的探索，推进创
分析、业务分析、用户行为分析等方面的能
新技术在产业中的流动。
力，为第三方网络应用开发商提供技术和服
设备企业可与底层芯片厂商展开合作，
务支持。
根据用户的业务特点和负载需求提供定制
(二)提供新型软硬件架构的设备产品
化芯片产品。
与解决方案
(五)细化并分布实现各领域目标
积极跟踪各类通用通信芯片平台的最
在移动通信领域，我国主导的 TD-LTE
新研发与商用进展，探索建立基于标准、开
已具备较好的产业基础。在充分利用先发优
放架构的产品设计与集成模式，发挥自身专
势的前提下，我国通信设备产业应进一步加
用通信芯片平台的优势，在持续改进和提升
快对 LTE-A 的技术研发与设备商用进程，
新型设备性能的基础上，围绕新型通信设备
积极投入 5G 创新，力争在下一代移动技术
与通用 IT 设备形成融合的网络解决方案。
专利格局中占据主导和有利地位。
(三)紧密结合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趋势
在光传输领域，我国通信设备产业应积
积极开展云计算产品的研发，提升在云
极开发 T 比特级高速光传输设备以及大容
计算专用服务器、存储设备、大容量交换机
量组网调度光传输设备，在确保高传输速率
等领域的研发实力和产品生产制造能力，实
和高吞吐量的同时，在传输距离与设备可靠
现大规模部署。
性方面取得明显提升。
逐步掌握云计算、大数据的技术体系架
在数据通信领域，应努力打破国外企业
构，提高对分布式计算、分布式存储、虚拟
在高端核心路由器与交换机产品领域的垄
化、非关系型数据库等云计算、大数据关键
断，力争在产品性能、稳定性、安全性等方
技术的掌握和理解，搭建云计算管理与资源
面迎头赶上，并积极布局下一代路由器架构
平台并启动企业级服务的商用。
的开发。
(四)加强通信产业的内外部合作
信息来源：北极星电力网
http://news.bjx.com.cn/html/20150513/61795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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