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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率先将全球最大规模的 5G

SA（独立组网）网络投入商用，持续

引领云网融合潮流、网络信息安全建

设。”中国电信以“三个全球领先”树

立起5G商用的业界标杆。未来，中

国电信仍将加速创新驱动，共建共享

5G网络，提升量子通信服务能力，

以三大引领凝聚产业生态新力量，助

力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

独立组网率先商用，云网融合、网信安全加速部署——

中国电信 5G商用有新突破
本报记者 黄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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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之前7年的技术积累，我们今年的
出货量实现了逐月翻倍增长，现在一天产量
达到了1月份整月的产量。”位于河北保定国
家高新区的河北同光晶体有限公司是我国碳
化硅行业重要企业之一，说起公司的发展势
头，董事长郑清超信心十足：“年初月产碳化
硅单晶衬底只有100片，现在每月稳定生产
3000片，全年预计销售突破2亿元。”

碳化硅单晶衬底到底是什么产品，能具
有如此强大的市场吸引力？这要从第三代
半导体材料说起。

上世纪60年代，以硅和锗等元素为代
表的第一代半导体材料，奠定了微电子产业
基础；进入90年代后，随着信息高速公路和
互联网兴起，以砷化镓、磷化铟为代表的第
二代半导体材料被广泛应用于卫星通讯、移
动通讯、光通信和GPS导航等领域。

“与前两代半导体材料相比，第三代半
导体材料又被称为宽禁带半导体材料，是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支撑。”同光晶体有限
公司总工程师杨昆告诉记者，碳化硅和氮化
镓是第三代半导体材料中的典型代表，具有

高功效、高电压、高频率、高工作温度、高光
效的特性，目前已经在5G、新能源、航空航
天、大数据等领域应用。

碳化硅单晶位于第三代半导体材料产
业链最前端，是高端芯片产业发展的基础和
关键。2011年，经营着一家电力电子器件
产品公司的郑清超，接触到碳化硅这一新兴
材料，凭借专业的技术积累和敏锐的市场前
景认知，他果断地进军碳化硅行业。当时，
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在我国的研发刚起步，在
民用领域尚属空白。

“不能总跟在人家后面跑，与其让外国
人在技术上‘卡脖子’，不如自己干。”在郑清
超看来，在第三代半导体材料上“弯道超
车”，是打破前两代半导体核心技术被国外
厂商垄断的机遇。

确定目标后，郑清超在2012年成立了
同光晶体公司，从零起步，投入巨资组建研
发团队，自主研发攻关搭建生产系统。碳化
硅单晶属于典型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为此，
同光晶体在成立之初就注重聚智发展，产学
研深度融合，与中科院半导体所密切合作，

引进李树深、夏建白、郑厚植院士及团队，先
后联合搭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

“SiC单晶材料与应用研究联合实验室”“第
三代半导体材料联合研发中心”“第三代半
导体材料检测平台”等系列创新平台，为企
业自主驾驭碳化硅关键技术奠定重要创新
驱动力量。

“在研发初期，由于技术团队对单晶生
产工艺系统理解不深刻，再加上气路、水路
等配套环境不匹配，试制的晶体在位错、应
力、微管、空洞等多个指标上都不合格，每个
指标的改进都异常艰难，要做上万次试验才
能成功。”杨昆介绍说，随着高纯碳化硅原料
合成、晶型和结晶质量控制、籽晶特殊处理
等一个个关键技术难题被攻克，同光晶体形
成了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完整技术路线。

几年来，同光晶体先后承担国家863计
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技术改造工程
等重大国家专项，承担省级研究课题10余
项，拥有专利7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17项。

“慢工出细活儿，企业创立后的前几年，
我们一直在亏钱搞研发。”同光晶体副总经

理王巍说，到2019年底，企业先后投入研发
资金已近2亿元，而当年销售收入仅1000
多万元。经济上的困境并未改变同光晶体

“以技术创新为本”的发展理念，“材料领域
是个厚积薄发的行业，耐得住性子才能有更
好的发展。”

2014年，同光晶体自主研发的4英寸碳
化硅晶片“出炉”，并于次年量产；随后，应用
在电力电子领域的直径6英寸N型碳化硅
衬底取得关键工程化技术突破，达到车规级
功率半导体芯片的应用标准，具备了批量生
产条件。去年10月在日本举行的2019年
国际碳化硅及相关材料国际会议上，同光晶
体的高品质碳化硅材料亮相后受到国际行
业认可，产品品质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目前，同光晶体已拥有自主研发设计的
单晶生长炉200余台（套），建成了国内先
进、完备的晶体生长、衬底加工、晶片检测生
产线。随着世界新兴产业的蓬勃兴起，我国
大力推进“新基建”，碳化硅巨大市场空间开
始显现。同光晶体以其深厚的技术创新积
累和人才储备，积极抢占产业风口，有序扩
张产能。

“目前，我们将高品质碳化硅单晶衬
底成功应用到我国 5G基建中，彻底打破
国际行业壁垒，填补国内市场空白，破解
了产业发展‘卡脖子’问题。”郑清超说，
2021 年，同光晶体将筹划推进下一个
2000 台单晶生长炉厂区建设，预计 2022
年一期项目 600 台投产运行，在 2025 年
完成全部设备投资，力争成为全球重要的
碳化硅单晶衬底供应商，引领第三代半导
体产业发展。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日前宣布全球
最大规模的5G SA（独立组网）网络率先
投入商用，同时发布深度定制5G云手机，宣
布实施云终端合作计划，持续引领云网融合
潮流、网络信息安全建设。此外，中国电信
还将目光投向量子通信领域，为百城万企提
供量子安全云和量子安全组网服务。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柯瑞文
表示，中国电信要努力成为关键核心技术自
主可控的科技型企业，进入国家科技创新企
业第一阵营。到2023年，中国电信的研发
投入占收入比重将达到3%，到2025年持续
保持增长，重点攻关量子科技、6G、卫星互
联网等关键前沿技术。“中国电信正在加速
创新驱动，推进共建共享建设领先5G网络，
打造云网融合新基础，筑牢网信安全新底
座，以三大引领凝聚产业生态新力量，助力
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中国电信集团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正茂说。

坚持独立组网路线

GSMA（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最新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8月份，全球24个国家
的47家运营商正投资建设5G SA公共网
络，其中宣布商用的仅有两家运营商，分别
是跨国移动电话运营商T-Mobile与南非
移动网络运营商RAIN。

目前，从网络规模和用户数量来看，中
国电信的5G SA规模最大。据李正茂介
绍，截至目前，中国电信累计开通超过32万
个5G站点，覆盖300多个城市，已建成全球
最大的共建共享5G网络。

据了解，5G组网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非
独立组网，就是在现有4G网络基础设施上
进行5G网络部署，优势是在初期部署灵活
并能减少资本支出负担；独立组网就是新建
5G网络，虽然初期成本较高，但是长远看更
有利于5G网络普及与服务质量提升。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告
诉经济日报记者，非独立组网方式是把5G
无线技术依附于4G网络开展业务，也因此
受到一定限制，其应用场景主要是移动互联
网。从国内运营商角度看，更倾向于从一开
始就采用独立组网模式。

中国电信也是5G独立组网的践行者。
柯瑞文介绍，中国电信长期致力于积极推动
5G SA产业成熟，打造高质量SA商用部署
能力，成功实现了多项业内第一。2018年，

中国电信在全球运营商中率先发布5G技术
白皮书，明确提出SA组网策略，在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等17个城市开展5G创新示
范试点，其中“三朵云（接入云、控制云和转
发云）”5G 网络架构理念已经融入国际
标准。

今年6月30日，由中国电信牵头，组织
全球5G产业共同制定的《5G SA部署指南》
正式发布，这是全球第一份面向5G SA规模
部署的系统指导文件，参与编写的企业包括
全球大型5G运营商以及华为、爱立信等5G
SA产业链上最重要的25家企业。

落地定制网络项目

在宣布全球最大规模5G SA网络投入
商用的同时，中国电信还推出了5G SA定
制网络。这意味着，中国电信的5G用户只
要拥有一部支持SA的5G手机，不换卡、不
换号即可升级为5G SA网络。

柯瑞文曾多次公开表示，产业界对什么
是5G有很多真知灼见，但中国电信认为，
5G要以良好的用户体验和感知为标准。
5G SA是一张全新网络，不仅可以完全发
挥5G高带宽、广连接、低时延三大特性，基
于网络切片、边缘计算等SA特色能力，还可
以在5G定制网络领域大有所为。

据李正茂介绍，中国电信在5G SA定
制网络方面已经推出致远、比邻、如翼3种
模式，目前已在行业客户和生态伙伴中开展
了大量实践。比如，联合深圳公安率先推出
了5G SA网络切片警务应用，支撑深圳警
务建立地空一体、立体巡防可视化智能指挥
新模式，即致远模式；联合美的集团，打造了
5G+智慧工厂整体解决方案，创新引入5G
超级上行和边缘计算能力，满足机器人等对
时延和可靠性的挑战，即比邻模式；联合国
家电网青岛供电公司，打造了全球首个5G
智慧电网实验区，为青岛电网智慧化升级提
供贴身定制的5G专网服务，由此5G单基站
将节省电耗20%，即如翼模式。

西藏领峰智慧物流园区是中国电信基
于5G SA在智慧物流领域打造的落地应
用。该园区的规划面积为1200亩，中国电

信将为园区建设一
张SA专网，通过信
息流和物流融合，实
现人车货仓全面有
效匹配，提升西藏物
流货物集散与周转
效率。该物流园区
工作人员介绍，作为西藏首个贯穿整个“商
贸物流全链条”的项目，西藏领峰智慧物流
园区配套了最前沿的“黑科技”：数台在高空
中飞行的无人机，可实现对园区的安全巡
查。“行业常见的无人机大多在海拔3500米
以下的场景作业，但有了5G SA网络，无人
机可以实现在海拔4000米的西藏平稳运
行，属行业内首创。”该负责人说。

引领云网融合模式

中国电信日前率先发布了《云网融合
2030技术白皮书》，明确今后云网融合的发
展重点是开放共享、云网协同、云云聚合、敏
捷运营。事实上，中国电信也是最早提出云
网融合发展理念的电信运营商，并在2018
年发布了云网融合白皮书。

目前，中国电信已经拥有全光网络、IP承
载网、4G/5G网络、物联网网络等“陆海空天”
一体化的基础网络能力，天翼云又是中国最
大的混合云、全球运营商中最大的云存储平
台。柯瑞文认为，“云网融合”是新型信息基
础设施的核心驱动，它将基础网络与云服务
能力相结合，基于云网搭建数字化平台。

为此，中国电信宣布实施云终端合作计
划，针对游戏、视频、办公、教育等应用场景，
将联合应用开发者、芯片和器件商、方案商
研发推出百余款云终端，打造开放共赢的云

终端生态。同时，还发布了中国电信首款自
主品牌5G手机，深度定制了云手机应用。

“网络安全是5G建设的头等大事，中国
电信一直把网络安全作为整个云网融合的
基础。”柯瑞文说，日前，中国电信与科大国
盾量子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合资成立中电信
量子科技有限公司，在通信行业中率先启动
量子通信安全产品创新。“未来10年，量子
通信将融入自主可控的新基建。”科大国盾
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中电信量子科技
总经理彭承志说。

中国电信同时还宣布启动量子铸盾行
动，将率先为10个城市的城市安全提供量
子安全云，为100个城市提供量子安全组网
方案，为1万个政企客户提供量子安全加密
解决方案，为1000万个移动终端用户提供
量子安全通话服务。

截至目前，中国电信已拥有全球最大的
光纤宽带网络、最广的云资源覆盖、最多的
网络维护工程师。通过整合核心资源，中国
电信将建设覆盖整个城市的量子密钥分发
网络，与传统通信网络相结合，进一步打造
中国电信量子安全能力，为“新基建”筑牢安
全底座。

“5G+云网融合作为‘新基建’的核心，
是数字经济的底座和基石，云网融合还将催
生出丰富多彩的行业应用。”中国电信副总
经理刘桂清说。

本版编辑 梁 睿

河北同光晶体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破解产业发展“卡脖子”问题
本报记者 陈发明

最近，茶饮店成了网上的热
门话题。湖南新茶饮品牌“茶颜
悦色”在湖北开店，当天买一杯奶
茶最长排队时间需要8小时、一杯
外卖奶茶跑腿费要100元、每人限
购4杯奶茶……无独有偶，近日有
消息称连锁茶饮品牌“奈雪的茶”
拟赴港上市，估值超百亿元。

不少人好奇，为何新茶饮成
了消费者和资本的宠儿？以现制
茶饮为代表的新茶饮品牌为何能
成为当前餐饮业的“流量担当”？
频频登上热搜的新茶饮们到底能
火多久？

事实上，新茶饮崛起的逻辑
与消费结构升级密不可分。近年
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健康
消费、休闲消费和精神文化类消
费比重不断增加，以小食品、现制
茶饮料等为代表的休闲食品行业
发展迅速，深受消费者欢迎。

从饮料产品的升级换代角度
看，新茶饮自 2015 年兴起，与传
统冲泡奶茶相比，其食材更新鲜、
配料更丰富，迎合了消费者日益
重视的健康和定制化消费需求，
实现了对部分传统饮料的替代，
打开了市场的增量空间。

从商业角度看，新茶饮也是
一门不错的生意。以“奈雪的茶”
为例，其水果茶品类的毛利率约
为63%，营业利润率约为21%，每平方米年坪效约为6万元，远
高于普通餐饮坪效，可观的产品利润率推动门店不断扩张。
同时，资本也看到了商机，腾讯、红杉资本、高瓴资本也纷纷入
局，新茶饮行业版图越做越大。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新制茶
饮门店数量约为48万家左右，市场规模超过千亿元。

当然，想要走红网络仅靠产品和资本的力量还不够，做好
营销一直是新茶饮品牌制造流量的重要手段。其中，最典型的
就是利用网络营销制造话题热度。我们经常可以在微博、短视
频平台上看到各种各样以茶饮产品为主体的网络帖子、网红短
视频，通过网络传播积累话题度和流量。比如此前“秋天的第
一杯奶茶”在网上火爆一时，一句网络文案便引起网友共鸣，众
多新茶饮品牌借势营销，线上流量迅速转化成线下销量。

此外，新茶饮的走红也与源源不断的产品创意息息相
关。比如在产品设计上，各品牌绞尽脑汁在包装颜值上下功
夫，各种新奇的外观设计层出不穷；茶饮店的主题风格和定位
也各具特色，不少茶饮店甚至成了网红打卡景点；在产品口感
上，各品牌也不断推陈出新，“波波茶”“脏脏茶”等爆款成了行
业的拳头产品，加上新茶饮单店的单品数量始终保持在40个
以上，不断推出的新口味、充足的选择空间满足了年轻人的消
费好奇心。

不难看出，新茶饮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一个“新”字。新的营
销方式、新的产品创意、新的消费理念将它推向了舆论中心。

当然，虽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新茶饮依靠产品和营销
已经获得了一定辨识度，并且站稳了脚跟，但能否继续火爆下
去，仍取决于各品牌持续的创新能力。在物质极大丰富、消费
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喝一杯茶饮已经不止是在消费商品本身，
消费者可能更看重商品背后的话题度、时尚感、身份认同、品
牌文化等元素。同时，高关注度也带来了高要求，这对新茶饮
行业的未来提出了更大挑战。

因此，当前的热度并不能让新茶饮企业们高枕无忧，各品
牌还要不断创新营销形式，加强品牌价值观输出，研究消费趋
势，打造特色单品，持续提升消费体验。唯有如此才能打破

“网红短命”的魔咒，让新茶饮成为更多人的消费选择。

“石墨烯功能无纺布口罩佩戴时间可延长至普通口罩的
4倍至6倍仍具有功效，二次佩戴时口罩上不残留口腔异味。”
近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的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
成果交易会上，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研发
的石墨烯复合功能性无纺布、石墨烯改性抗菌口罩及水性石
墨烯电热膜等新产品亮相甘肃展馆，并荣获“优秀产品奖”。

据了解，石墨烯具有优异的光学、电学、力学特性，在材料
学、微纳加工、能源、生物医学和药物传递等方面具有重要的
应用前景，被认为是一种未来革命性的材料，其研究与应用开
发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

近年来，在甘肃省商务厅、科技厅、发改委三部门联合推
动下，方大炭素从兰州大学引进4项石墨烯制备及应用技术
专利，已建成了石墨烯中试线、石墨烯聚丙烯复合母粒生产
线。今年完成高导电率石墨烯试验线、石墨烯导电油墨生产
线、石墨烯电热膜生产线建设。

“经权威检验检测机构的检测结果表明，石墨烯复合功能
性无纺布及其制作的口罩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99%、
大肠杆菌抑菌率99%、白色念珠菌抑菌率大于99%，具有良
好的抗菌效果。”方大炭素技术研发部副部长张桂兰说，与常
规无纺布相比，石墨烯复合功能性无纺布及其口罩产品在存
储、运输和频繁佩戴后不会产生微生物二次污染。同时还有
非常好的抗紫外线辐射性能，UPF（紫外线防护系数）值大于
100，是优异的抗紫外线无纺布材料，而且石墨烯复合功能性
无纺布的拉伸强度是常规产品的2倍。

方大炭素石墨烯改性抗菌口罩，经测试细菌过滤效果
BFE（基本筛选引擎）达到100%，固体颗粒物过滤效果PFE
高于96%以上。“石墨烯改性抗菌口罩由于具有上述功效，佩
戴后口罩贴面部分产生的水汽少、面部舒适度高。”中国石墨
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兰州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
院教授拜永孝说，方大炭素石墨烯复合功能性无纺布制备工
艺过程与现有工业装置无缝衔接，这项科研成果在医疗防护、
卫生健康和日常生活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佩戴时间可延长至普通口罩的4倍至6倍

石墨烯无纺布口罩来了
本报记者 赵 梅

左图 由 中 国
电信 5G 网络支持的
无人驾驶“智能集装
箱转运车”可全程无
人化接续完成港口
集装箱装船、卸船、
堆场集装箱转运等
作业任务。

廖鸿翔摄
（中经视觉）

右 图 中 国
电信的 5G 云网融
合智慧钢厂示范
项目。

廖鸿翔摄
（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