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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立信執行副總裁暨網路事業部門負責人

2018：行動產業的關鍵一年

     過去20年來，行動產業經歷了數次重要的發展里程碑，社會也隨之發生驚天動地
的變化。2009年，行動數據流量超越語音流量，在這以前實在難以想像，行動技術
進展可達現在的使用景象。

     然而，更大的社會變革即將在今年揭開序幕。5G及物聯網（IoT）可望帶來新的
功能及應用案例，不僅將影響消費者服務，同時也將影響正在進行數位轉型的各產
業。2018年，5G網路將首度進入商業部署，蜂巢式物聯網也將展開大規模部署。

一切都需要產業參與者及政府單位，共同在頻譜、標準及技術方面的協調溝通。
各領域已展開多項合作，本期的《愛立信行動趨勢報告》就將深入研究，未來五年
內驅動行動產業發展的趨勢。

蜂巢式物聯網正快速發展，我們大幅提高預測數字，預計在2023年前，蜂巢式物
聯網連結將達到約35億規模。此種快速成長，勢必將會影響各產業及企業。

5G的第一個應用案例，將以增強型行動寬頻推出。2023年底，5G用戶數將達到
10億，占行動數據流量的20%。5G用戶大幅成長的推動力是第三代晶片組，這些晶
片組將於2020年在各種頻段上運行。

短期內最重要的是，在低、中及高頻段為5G保留合適的頻譜。協同各國頻譜，將
是確保5G廣泛部署及規模經濟的關鍵。

同時，大多數服務供應商，利用最新技術對現有4G網路進行優化升級，以滿足日
益成長的流量需求並提升客戶體驗。

對於已經習慣智慧型手機用戶及行動流量高速成長的產業來說，2018年看來似
乎平淡無奇。然而隨著5G及物聯網的發展，我相信今年將會是產業最關鍵重要的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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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一季行動用戶數

至於LTE用戶則在一季內新增2.1億，總
用戶數達29億，WCDMA/HSPA用戶也
有1000萬的淨成長。

另一方面，只使用GSM/EDGE服務的用
戶數量減少了9,000萬，使用其他技術
的用戶數減少約3200萬。

目前智慧型手機用戶數占總行動用戶數
的60%。2018年第一季，智慧型手機銷
售3.4億支，規模稍有下降，占手機總銷
售量約85%。

2018年第一季，全球新增9,800萬行動用戶，總行
動用戶數達到79億。

1				行動寬頻包含HSPA	（3G）、LTE	（4G）、5G、CDMA2000		

EV-DO、TD-SCDMA及Mobile	WiMAX等無線接取技術

390

415

525

580

1,040

1,575

1,185

690

全球行動用戶數以4%的年成長率持續
增加，在2018年第一季達到79億。本
季，	新增用戶數方面，中國排名第一
（+5300萬），其次是印度（+1600
萬）、印尼（+600萬）、奈及利亞
（+300萬）以及孟加拉（+200萬）。本
季中國出現的高成長，可能歸因於營運
商之間激烈競爭，進而推動簽約多項服
務的用戶數成長。

行動寬頻用戶數1與去年同期相比成長
20%，僅在2018年第一季就新增2億，
目前的總用戶數為55億。

2018年第一季行動用戶數（單位：百萬）

北美

拉丁美洲

西歐

中歐及東歐

中東

非洲

亞太地區（不包
括中國及印度）	

中國

印度

1,470

55億
目前全球有55億個行動寬頻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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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中國及印度

許多國家/地區的行動用戶數超過人口
總數，此現象與以下三個用戶行為有
極大的關聯性：不活躍、持有多台裝
置、針對不同需求選用不同營運商之
方案。

這就是用戶數少於簽約門號數的原因。
目前全球有53億行動用戶，而簽約門號
數則為79億。 104%

2018年第一季全球用戶普及率達

2018年第一季新增用戶最多的前5大國家 

1	 中國	 ＋5300萬	

2	 印度	 ＋1600萬

3	 印尼	 ＋600萬

4	 奈及利亞	 ＋300萬

5	 孟加拉	 ＋200萬

9,800萬
2018年第一季新增行動用戶數

2018第一季新增用戶（單位：百萬）

2北美

3	中東

-1 西歐

1中歐及東歐

11非洲

14 
亞太地區（不包
括中國及印度）

53中國

16印度

-1 拉丁美洲

88%
印度

114%
中東

126%
西歐

2018年第一季全球用戶普及率（人口百分比） 

106%
中國

142%
中歐及東歐

118%
亞太地區*

83% 
非洲

106%
拉丁美洲

108%
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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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用戶變化趨勢

1		非獨立組網5G	New	Radio，意指運用現行LTE基地台及核心網路，並同時新增5G無線接取網路，以保證具體	
實現5G應用案例

2017年底，LTE已成為主流行動接入技
術，用戶數將持續增加，並預計於2023
年底時達55億。屆時，LTE用戶數占行
動用戶總數的比例將超過60%。而
WCDMA/HSPA用戶數則預期在2018年
間有小幅減少情形，但是到2023年時，
其用戶數仍將占總數的約20%。

1

3

2

4

8

7

6

5

5G將在2018年首次展開 
商用營運。

5G標準化工作計畫在2017年間加速推
進，	3GPP	R15針對非獨立組網5G	New	
Radio（NR）1的標準已於年底完成。針
對獨立組網5G	NR的標準，則將在2018
年6月完成。標準化工作計畫的加速，將
推動5G在多個市場進行早期部署。

美國營運商將率先推出5G商用服務。四
大營運商已公開宣佈，他們將在2018年
底至2019年中開始提供5G服務。其他預
期將有大量5G服務用戶的國家，包括韓
國、日本及中國。大規模的全球性5G部
署將於2020年開始，預計到2023年
底，eMBB（增強型行動寬頻）的5G用
戶數將超過10億，占行動用戶總數的
12%。

依技術區分的行動用戶數（單位：億）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圖註：圖中不包括物聯網連結及無線固
網接入(FWA)服務的使用者

5G	
LTE
WCDMA/HSPA
僅GSM/EDGE網路	
TD-SCDMA
僅CDMA網路	
其他

89 億

78	億

0

5G使用者數的計算方式為：連結5G
網路，且該裝置支援3GPP	 R15所定
義的5G	NR，即視為5G用戶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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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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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於家庭、企業及公共上網點往往都是多人使用，因此固網寬頻用戶數量至少是固網寬頻連線數量的	
三倍。行動電話的情況剛好相反，行動電話的使用人數要少於簽約門號數。

2023年底，預計行動寬頻用戶數將占用
戶總數的95%
預計到2023年底，行動門號數將達到	89
億。行動寬頻門號數則有83億規模，占
總門號數近95%。而到2023年底，行動
電話用戶數預估可望達到61億。
行動寬頻將補足部分地區的固網寬頻，
而在有些地區則會成為主要的連結模
式。2

擁有行動功能的PC及平板電腦用戶數可
望適度成長，並在2023年達到3.2億。	

隨著智慧型手機價格持續降低，其普及
率將持續上升。截至2017年底，智慧型
手機用戶數已達43億，其中95%為3G及
4G用戶。

2023年底，智慧型手機用戶數預估將達
到72億，且幾乎所有用戶都使用行動寬
頻。

1

3

2

4

8

7

6

5

5G
LTE
WCDMA/HSPA
僅GSM/EDGE網路	
其他

依技術區分的智慧型手機用戶數

72億	

20232017
0

新增用戶數

28億 

+1,060

+2,500

-590

-20

-150

43億	

簽約門號數及用戶數（單位：億）

2013 2014 2015 2016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行動門號數
行動寬頻門號數
行動用戶數
固網寬頻簽約用戶數
行動PC、平板電腦及路由器用戶數

89億
到2023年，行動門號數將達到89
億，行動寬頻用戶數為83億規
模，純行動用戶數則為61億

201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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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裝置發展趨勢

所有新型行動標準，都需要建立彼此相容的裝置生態系 
— 首先是晶片組，其次則是裝置。

增強型行動寬頻及智慧型手機
目前，典型的高階智慧型手機在
GSM、W-CDMA及LTE上，一般可支援
20多個頻段。智慧型手機將持續發展並
支援5G，不管是在現有LTE頻段或未來
分配給5G的更高頻段上。使用多個頻段
將為裝置生態體系帶來新挑戰，包括同
一台智慧型手機就可以做到橫跨低頻到
高頻的頻段，並同時支援LTE及5G。這
需要倚靠更高效能的技術、元件及流程
才得以實現。首批中頻5G商用智慧型手
機預計將在2019年初推出，同時預計在
2019年初至年中支援超高頻段。

首批3GPP	5G智慧型手機，將在
2019年初推出。

產業及物聯網 	
5G還可望支援不同產業的多種應用案
例。第一批支持超低延遲通訊的模組化
5G裝置，預計將在2020年推出，適用於
工業流程監測與管理。

2023年5G裝置數量將達10億
新蜂巢網路技術在相容裝置中的初始普
及率較低，5G也不例外。隨著成本及價
格持續降低，裝置銷量將逐漸增加，再
加上晶片組及裝置的推陳出新，普及將
逐漸加快。到2023年，全球增強型行動
寬頻5G裝置數量，可望達到10億規模。

註：該圖顯示為非獨立建網的5G	New	Radio裝置推出時間與于	
3.5GHz頻段上還單獨顯示了獨立建網的5G	New	Radio裝置推出時間

為了支援這些標準，行動網路基礎建設
要能在分配的頻段上與裝置互容，現在
這也是5G生態系正在建立的時候。
下圖是根據3GPP標準公布後推出的第
一代晶片組，彙整出5G裝置的發展趨
勢。從2020年將開始推出第三代晶片
組，	5G裝置數量也可望大幅成長。

無線固網接入與純數據裝置
由於5G可以提供比4G更大的容量，因此
營運商能推出更具差異化競爭優勢的服
務，包括為新客戶群提供寬頻接取及純
數據連結。

這些類型的連結—使用無線固網接入的
終端設備（CPE）及口袋型路由器—通
常比傳統行動寬頻更加穩定。此類裝置
可一次服務多位用戶，並且能直接連接
電源插座或更大的電池，讓無線固網接
入（Fixed	Wireless	Access）成為5G早
期入門主要的裝置。第一代5G純數據裝
置，預計將在2018下半年推出。

5G裝置上市時程（3GPP）

39GHz

28GHz

2.6GHz

FDD頻段	
(600Mhz主導頻段）

4.5GHz

3.5GHz

口袋型路由器

高頻段	
MMW

2018

上半年 下半年 上半年 下半年 上半年 下半年
2019 2020

中頻Sub-6GHz

低頻段

CPE/FWT 筆記型電腦智慧型手機

（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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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TE發展趨勢

2017年底，VoLTE用戶數1 超過6.1億。

輔助高話質語音的其他服務，包
括：Wi-Fi通話、高話質語音+（透過增
強型語音服務（EVS）轉碼器提高通話
和音樂的語音品質）	、視訊通訊、IP訊
息、聊天機器人及內容共用通話。智慧
型手機及平板電腦等多台裝置，可共用
同一組電話號碼（多重裝置），同時一
部電話也能使用多組電話號碼（多重角
色）。

目前正在開發更多樣的5G時代新通信服
務應用案例，例如擴增實境（AR）及虛
擬實境（VR）。

支援VoLTE的新裝置
目前，市場上有1,500多種VoLTE裝置。3		
蜂巢智慧型手錶是最新的商用VoLTE裝
置。在多重裝置情境下，智慧型音箱等
裝置也能支援IMS。

VoLTE在支援Cat-M1的物聯網晶片組、
設備及網路基礎建設上，正逐漸商業
化，並探索新的應用案例。整合基本的
語音通話功能，將對許多物聯網應用案
例具有效益。例如，做為輔助應用中或
改善事業績效。

1	至少每月進行一次VoLTE通話的用戶即為VoLTE用戶
2	GSA（2018年4月）
3	GSA（2018年5月），支援不同的地區及頻率	

VoLTE跨越LTE、Wi-Fi及5G網路等多樣
裝置，為個人及企業通訊服務建立相容
基礎。
VoLTE目前已經在全球多個地區和70多
個國家的145個網路上推出。2	到2023年
底，VoLTE用戶數預估將達到54億，占
全球LTE及5G用戶總數約80%。

使用VoLTE實現新的消費者及企業應用
案例 
VoLTE透過IMS（IP多媒體子系統）傳
遞，允許營運商在LTE、Wi-Fi	及5G網路
上，針對智慧型手機與其他裝置同時提
供高品質的通訊、及時通訊和數據服
務。

數家營運商已開始著手在雲端核心網
路中部署VoLTE，以達成更具成本效益
的網路營運及更快速更大的網路容量。
這項網路演進以網路功能虛擬化
（NFV）為基礎，可加快新服務的推
出。所有人都同意3GPP標準認可的
VoLTE技術，將是5G通話的基礎。

依地區劃分的VoLTE使用者數（單位：億）

6

5

4

3

2

1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拉丁美洲	
北美	
歐洲
中東及非洲	
亞太地區

0

54億 

6.13	億



10 愛立信行動趨勢報告 | 2018年6月

各地區用戶數展望

行動寬頻1帶動各地區用戶數成長

在印度，只使用GSM/EDGE仍是2017年
的主導技術，占行動用戶總數的60%以
上。2016年末至2017年初，印度LTE用
戶數強力成長，主要是由於某家營運商
提供免費的語音及數據流量方案。因此
截至2017年底，印度LTE用戶數占行動
用戶總數的20%。

預計印度將持續向更先進的技術轉型，
到2023年，LTE用戶數可望占總行動用
戶數的78%。5G服務預計於2022年推
出。

中東及非洲由70多個國家所組成，是一
個多元化地區。截至2017年底，在中東
及北非地區，近20%的行動用戶為LTE
使用者；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區，LTE用戶數僅占行動用戶總數約
5%。該地區在可預測的未來將持續發
展，到2023年，90%的用戶將成為行動
寬頻用戶。成長趨勢背後的推動因素，
包括年輕族群數量持續增加與他們愈發
快速掌握數位科技的技能，以及智慧型
手機價格的降低。預計中東及北非的5G
用戶數，將在2021年大幅增加；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區的5G用戶數，則將在2022
年大幅成長。	

東南亞及大洋洲既涵蓋全球最先進網
路的發達國家，同時又擁有最近才推出
LTE的開發中經濟體。到2023年，預計
該地區LTE用戶數將占總行動用戶數的
52%。該地區的5G服務，預計將於2021
年推出。

在中歐及東歐，由WCDMA/HSPA向
LTE	的轉移正加速進行。預計LTE到
2019年將成為主導技術，2023年時LTE
用戶數將占行動用戶總數約83%。首批
5G用戶預估將在2020至2021年期間出
現，到2023年將占總用戶數近5%。

2017年按地區及技術劃分的行動用戶數（百分比）

1	行動寬頻包括HSPA	（3G）、LTE	（4G）、5G、CDMA2000	EV-DO、TD-SCDMA及Mobile	WiMAX等無線接入技術

68%
全球行動寬頻用戶數，目前占行動用
戶總數68%。

LTE	
WCDMA/HSPA
僅GSM/EDGE網路	
僅CDMA網路
TD-SCDMA
其他

	西歐

47%

中歐及東歐

45%

中東及非洲

50%

印度

60%

東南亞及	
大洋洲

49%

東北亞

73% 79%

北美拉丁美洲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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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丁美洲，WCDMA/HSPA目前是主流
無線接取技術。在可預見的未來，技術
分布將發生重大變化。預計2018年LTE
將成為主導技術，2023年LTE用戶數將
占行動用戶總數的75%。該地區在未來
幾年，將進行首次5G試驗及部署。

北美、東北亞及西歐在全球行動寬頻用
戶數中占有很高的比例。這些地區的國
家是已開發經濟體，因此該地區的資通
訊技術（ICT）普及率較高。

北美地區擁有最高的LTE用戶比例，接
近80%。，隨著領導營運商已紛紛表示
有意先行部署5G，該地區也被預期將最
早落實5G技術。5G固網無線接取服務將
在2018下半年推出；首批3GPP標準的
行動5G服務，將在2018年底推出。到
2023年底，北美地區48%以上的行動用
戶將成為5G使用者。

在東北亞，LTE用戶數占用戶總數的比
例高達73%。中國最近在全國部署了
LTE，到2017年底，其LTE用戶數已達
到近10億。

5G將率先在韓國、日本及中國部署。就
整個地區來說，到2023年，5G用戶將占
該地區行動用戶總數的34%。

在西歐，LTE於去年底成為主導的接取
技術，占用戶總數近50%。該地區的
WCDMA/HSPA用戶數略有下降，但該
技術仍占行動用戶總數的40%以上。首
批5G用戶預計將在2019年出現，到
2023年底，該地區5G用戶數將占行動用
戶總數的21%。	

2023年按地區及技術劃分的行動用戶數（百分比）

48%
北美地區的48%行動用戶，到2023年
將成為5G用戶。

5G	
LTE
		WCDMA/HSPA
僅GSM/EDGE	
僅CDMA	
其他

中東及非洲

47%

東南亞及大
洋洲

52%

東北亞

34%

北美

48%

拉丁美洲

75%

西歐

21%

中歐及東歐

83%

印度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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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一季行動流量

行動數據流量1，在2017年第一季
到 2018年第一季間成長54%。 

行動流量的成長，一方面是因為智慧型
手機用戶數的增加，另一方面則是越來
越多人觀看更高解析度的視訊內容，增
加每位用戶所產生的平均數據量。

下圖顯示2013年第一季到2018年第一季
期間，全球每月數據及語音流量的整體
情況，以及行動數據流量與前一年相比
的變化率。

2018年第一季，行動數據流量與去年同
期相比成長約54%。與2017年第四季的
成長接近，但遠低於前四季	65%至70%
的成長率。從2016年第四季開始，

印度的免費數據流量方案導致全球流量
成長明顯高於長期趨勢線，讓2018年第
一季流量的比較基準較高。

數據流量平均每季成長率約為11%。	

不同的市場、地區及營運商之間的流量
級別差異很大。

1		流量不包含DVB-H、Wi-Fi或Mobile	WiMAX。VoIP包含在數據流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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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愛立信流量測量（2018年第一季）

與去年同期相比成長語音 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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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應用類型行動流量

用戶觀賞視訊的時間拉長、各媒體的嵌入式視訊增加，以
及影像解析度的逐漸提升，都使得整體花在視訊上的行
動數據流量持續成長。

觀看HD（720p）而非SD視訊（480p），
通常會讓數據流量增加一倍，而觀看Full	
HD（1080p）則會讓流量再次加倍。

隨著讓人如臨其境的視訊（immersive	
video）（如360度全景視訊）串流逐漸增
加，所產的數據流量又會再攀升。例
如，You-Tube上一個360度全景視訊的數
據資料量，相當於相同解析度下，一般視
訊所需頻寬的4到5倍。

愛立信Mobility Calculator   
www.ericsson.com/mobility-
report/ mobility-calculator

在發佈本期《愛立信行動趨勢報
告》的同時，我們還推出了一項新
的互動式應用工具，目的是了解每
位用戶各類型應用程式的使用狀
況，與每月流量之間的關係。這項
應用能幫助分析及業務規劃人員，
快速便捷地觀察人們觀賞更高解析
度視訊的趨勢與每用戶每月流量成
長之間的關係，目的是定期更新應
用程式類型及相關數據速率，並且
時取得新的洞察分析。

視訊	
音訊	
網頁瀏覽
社群網路
軟體下載與更新	
其他
P2P檔案分享

預計到2023年前，觀看視訊消耗的行動
數據流量將以約45%的年成長率增加，屆
時將占總行動數據流量的73%。另一方面
社群網路造成的流量，在未來六年內，亦
將擁有31%的年成長率，但由於視訊造成
的流量成長強勁，社群網路所產生的流量
相對比例，將從2017年的12%，降至
2023年的約8%。

另外，不同解析度的視訊串流，所產生
的數據流量有極大的不同。

依應用類型區分的月行動數據流量 （EB）

56%
視訊

2023年，視訊消	
耗的流量將占行動	
數據流量約73%

2023
107	EB/月

2017
15	EB/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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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流量發展趨勢

2023年，5G網路將產生全球20%的行動數據流量。

全球每支智慧型手機產生的月行動數據
流量皆持續成長。其中北美地區的平均
每月數據流量最高，於2017年底，達到
每支智慧型手機7.2	GB的月流量，預期
到2023年底，該區每支智慧型手機的平
均每月數據流量將成長至49GB。其次是
西歐，2017年底，該地區每部智慧型手
機產生的平均每月數據流量為4GB，預
期到2023年底將達到25GB。

促使數據流量成長的因素，包括裝置功
能的升級、更平價的資費方案、以及數
據用量持續成長的（data-intensive）
內容等。	

	隨著虛擬實境（VR）及擴增實境（AR）
技術的日漸普及，相關內容也將需要更
多數據量。

行動總流量可望增加近8倍
總行動數據流量可望以43%的複合年成
長率（CAGR）上升，到2023年底達到
107	EB/月，屆時，	20%行動數據流量將
是5G網路產生，是目前4G/3G/2G	總流
量的1.5倍。而在先行部署5G的地
區，5G網路的數據資料量比例將高於
20%。

5G數據流量
4G/3G/2G
數據流量

20

40

80

60

目前，5G流量預測並不包括無線固網接
入（FWA）服務產生的流量。然而，由
於FWA是某些地區的早期5G應用案例，
因此可能會對預測值產生重大影響，而
此影響力主要還是取決於該服務在市場
的普及率。

目前，智慧型手機產生的數據流量占總
流量近85%，預計到2023年底，95%的
行動數據流量將來自於智慧型手機。

全球行動數據流量（EB/月）

120

100

20232013 2018

每支活躍智慧型手機產生的行動數據流量（GB/月）

50403020100

中東及非洲 2017
2023

東北亞 2017
2023

東南亞及大洋洲	 2017
2023

拉丁美洲 2017
2023

印度 2017
2023

中歐及東歐 2017
2023

西歐 2017
2023

北美 2017
202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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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地區劃分的行動數據流量（EB/月）

東北亞地區將持續占有全球最高的行動
數據流量比例
做為人口最多的地區，東北亞占有全球
最大的行動數據流量比例，2017年底已
達到27%。此一情況將持續到2023年，
屆時該地區的行動總流量預計可達到
25EB/月。此外東北亞的行動寬頻用戶
數亦將快速成長，光就中國而言，2023
年底便可望新增3.35億行動寬頻用戶，
推動數據流量成長至18EB/月。

由於LTE用戶大幅增加，2017年底，印
度總行動數據流量為1.9EB/月，預期到
2023年數據量將增加5倍，達到10EB。

受智慧型手機普及與提升網路性能的投
資量增加，自2017到2023，中東及非洲
地區的行動數據流量預計成長11倍，每
月的總行動數據流量將達到近14EB，成
長率為全球最高。

在北美及西歐地區，行動數據流量占全
球總流量的比例，要高於其用戶數量所
對應的比例。這是因為高階個人裝置愈
來愈普及，再加上完善的LTE網路建
設，及經濟實惠的大數據流量方案推
出，讓該地區的使用者平均擁有很高的
數據用量。隨著寬頻密集型服務（如視
訊）及VR、AR等新應用的數據流量增
加，到2023年，北美地區的行動數據總
流量將超過19EB/月，西歐地區也將達
到11	EB/月。

北美

2.5

19

2017 2023

拉丁美洲

1

8

2017 2023

西歐

1.7

11

2017 2023

中歐及東歐

1.1

8.4

2017 2023

中東及非洲

1.3

14

2017 2023

25

東北亞

4

2017 2023

東南亞及大
洋洲

1.3

12

2017 2023

印度

乘數		
2017–2023

8 8 6 8 11 6 9 5

1.9

10

2017 2023
0

2023年，東北亞地區的行動數據
流量將達到25	EB/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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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發展趨勢

蜂巢式物聯網數量將以每年30%的速度成長，預計
2023年達到35億。

互連裝置（單位：10億）

物聯網 2017 2023 CAGR

廣域物聯網 0.8 4.1 30%

 蜂巢式物聯網2 0.7 3.5 30%

短距物聯網 6.2 15.7 17%

其他裝置
PC/筆記型電腦/
平板電腦 1.6 1.7 0%

手機 7.5 8.6 2%

市話 1.4 1.3 0%

互連裝置總數 17.5 31.4 11%

Cat-M1及NB-IoT的商用部署
目前電信業者已使用Cat-M1及NB-IoT在
全球推出60多個蜂巢式物聯網網路。1		
在北美地區，物流及車隊管理等物聯網
應用，主要由Cat-M1	技術所支援，而中
國則選用NB-IoT技術進行全國性部署，
以支援智慧城市（如電錶）及智能型農
業等應用案例。透過同時部署這兩項技
術，將可以在全球各地相互支援。

而大規模的商用部署及隨之生產的大量
晶片組，將會降低晶片組的價格，並進
一步加快蜂巢式物聯網連結數的成長。

印度
東南亞及大洋洲	
東北亞
西歐
中歐及東歐	
中東及非洲	
北美
拉丁美洲

2017 2018 2022202120202019 2023

由於中國正大規模部署蜂巢式物聯網，
因此預計未來將增加一倍的蜂巢式物聯
網連結量。預計到2023年蜂巢式物聯網
連結數量將達到35億，其中東北亞地區
將占22億。	

物聯網為企業帶來高效率及提升客戶價
值的機會，然而物聯網技術應用的產業
分布目前依然較為分散。NB-IoT及Cat-
M1等新興大規模蜂巢式物聯網技術正被
廣泛使用，預期將促使蜂巢式物聯網連
結數以30%的複合年成長率在2017至
2023年間成長。這些輔助技術可在同一
基礎LTE網路上，支援多樣的低功耗廣域
接入（LPWA）應用案例。參考右側的互
連裝置預測表，可以發現蜂巢式物聯網
屬於廣域物聯網	。

依地區劃分的蜂巢式物聯網（單位：10億）

4.0

3.5

3.0

2.5

2.0

1.5

1.0

0.5

0.0

1	GSA（2018年4月）
2	這些數據也包含在廣域物聯網數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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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覆蓋率

2023年，5G將覆蓋全球20%以上人口。

過去，行動服務供應商主要致力於為全
球各地區居民提供充足的無線訊號覆
蓋，也就是較為強調人口覆蓋率（與地
理覆蓋率的定義相反）。如今，行動網
路已覆蓋全球約95%的人口，並且還在
持續擴展中。

行動服務的使用已經從以語音為主，發
展為文字訊息寄送、網路連結及各種智
慧裝置中應用程式的多樣應用，這樣的
情況，也使得人們對網路性能的要求愈
來愈高。

LTE部署持續加速
就服務擴展及用戶成長速度而言，LTE是
迄今部署速度最快的行動通訊技術，才5
年時間就覆蓋25億人口，而WCDMA/
HSPA則歷時長達8年才達此水平。

推動LTE部署加速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也
包括了聯網服務成長帶來的影響。會有
更多感測器安裝在鄉村或森林等人口密
度較低的地區，因此地理覆蓋率也可能
隨之提升。

目前LTE人口覆蓋率超過60%，預計到
2023年將超過85%以上。

5G人口覆蓋率預測
依照往例，行動接取技術會先部署於城
市地區，然後逐漸擴展到郊區及主要公
路沿線。

同樣地，預計5G也將先部署於人口密集
的城市區域，以支援增強型行動寬頻服
務。	

然而，不同應用對5G的多種需求，也驅
動了5G的發展方向。預計5G於FWA的應
用將是首波商用案例之一。一開始將會
從缺乏固網寬頻服務供應商選擇的家戶
開始部署，這意味著5G將可能從市郊地
區開始拓展覆蓋範圍。此外，5G將會應
用在汽車、製造業、公共事業及醫療保
健等其他產業，並將催生出特定區域覆
蓋的需求。

根據所使用的頻段及對應的無線傳播特
點，5G覆蓋擴展可分為三大類：

1. 在現有LTE頻段部署5G
可透過部署新無線基地台或安裝新軟體
在現有基地台來加以實現。許多網路可
快速進行升級，並在現有LTE頻段內支
援5G服務，例如，	透過LTE及5G間的頻
譜共用，在中低頻段提供5G服務。

2. 在sub-6GHz的新頻段上部署無線基
地台從覆蓋率的面向來看，這種部署類
似於現有的LTE部署。

3. 在毫米波頻段進行部署
高頻段受本質限制其覆蓋範圍,	因此使用
進階的天線波束成型（Advanced
antenna	beamforming）可擴展覆蓋範
圍。

基於上述選項，針對5G所做的預測仍存
在著較高的不確定性。而預計到2023年
時，5G覆蓋率將超過20%。

依技術區分的全球人口覆蓋率1

3GPP蜂巢技術的總人口覆蓋率

2017 ~95%

2023 >95%

LTE

2017 >60%

2023 >85%

5G

2017 0%

2023 >20%

1	這些數據是指各項技術的人口覆蓋率，這些技術能否被運用還受到其他因素影響，如所連結的裝置及訂閱用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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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演進

除了增強型行動寬頻的應用案例，隨網路的持續發展，一系列新的產業、企業
及家庭應用案例也應運而生，其中包括用於家戶的無線固網接入（FWA）及工
業用分散式雲端。

無線固網接入(FWA)的機會
預計到2022年，全球近22億個家戶中，
只有不到一半的家庭會有固網寬頻連
線。許多市場的經濟情況，不容許他們
持續建置固網寬頻基礎建設。3GPP蜂
巢技術的高人口覆蓋率，以及持續部署
速度日益提昇的行動網路（參見下
圖），為無線固網接入創造了機會。

無線固網接入市場的持續發展
各行業對FWA有興趣的原因如下所示：

• 	網路性能的持續提升，使FWA成
為固網寬頻外更具競爭力的選擇

• 可以全球性地提供更多頻譜
• FWA可協助降低每Gigabyte的網
路成本，為電信業者創造可行的
商業模式

• 網際網路連結與影音串流服務的
需求與日俱增

• 無線固網接入能為行動營運商帶
來了新的營收商機

• 許多國家的政府將部署寬頻做為
刺激經濟成長的方法，因而提供
補助

全球FWA市場可分為三個不同的領域：

1. 無線光纖
與固網寬頻競爭，並推動市場對更高頻
寬產品的需求，無線光纖的目標是提供
類光纖速度，以滿足家庭串流媒體服務
（如電視及視訊）的需求。一般來說，
對於傳輸速率要求的範圍為100到
4000Mbps。

2. 精確建置
該市場提供部分xDSL，但能提供固網寬
頻替代方案的商業案例有限。一般來
說，對於傳輸速率要求的範圍為50到
200Mbps。

3. 全民連網
在這樣的市場裡，幾乎不存在固網寬頻
的替代解決方案，連網路的主要方式是
透過智慧型手機上的行動網路。一般來
說，對於數據速率要求的範圍為10到
100Mbps。

FWA網路演進方法 

性能良好的行動寬頻網路，是提供FWA
服務的基礎。若想利用FWA來獲利，將
需要找到發展網路的最佳方式。目前營
運商正在考慮一種三階段方式：

1. 運用資產設備
運用現有資產設備，如現有無線網站、
已部署頻段的備用負載，以及相關已安
裝的無線基地台、頻段及傳輸設備。

2. 增加頻譜及網路功能
包括增加頻譜以及無線網路功能，例如
高階調製（higher-order
modulation）、多輸入多輸出
（MIMO），以及波束成型、並增加高密
度扇區（higher-order	sectorization）
及5G	NR接取。

3. 網路緻密化（Densify network）
包括使用大型及小型基地台，來使無線
網路的網格更為緊密。

支援Cat 4、Cat 6、Cat 9、Cat 11、Cat 15、Cat 16及Cat 18裝置的LTE-Advanced網路比例及數量

總計21個Gigabit網路已投入商用

資料來源：愛立信及GSA（2018年4月）
Cat 4 

150Mbps

100%
238

Cat 6 
300Mbps

78%

186

Cat 9 
450Mbps

29%

70

Cat 11 
600Mbps

17%

41

Cat 15 
800Mbps

12%

28

Cat 16 
1Gbps

7%

17

Cat 18 
>1.05Gbps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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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場地 營運商中央網站

用戶層面功能本地分組

關鍵製造應用 製造輔助應用

行動寬頻
LTE/5G	NR	無線
接取網路

分散式雲端的機會 
網路正在持續發展，以應對新應用案例
的不同需求，涉及行動性、數據傳輸速
率、延遲、可擴展性、安全性、完整
性、可靠及可用性等方面。分散式雲端
架構能滿足上述需求，不管應用發生在
中央式、分散式及邊緣基地站（edge	
site），都能滿足特定的案例。

與中央式基地站相比，在離用戶更近
的地點提供服務，可以減少網路傳輸延
遲，並加快內容提供、操作及控制速
度。更接近網路邊際執行工作負載，也
降低對回傳頻寬及容量的需求。此外，
在多個基地站分配工作負載及儲存，將
能提高可用性。

使用本地數據分組在內部建置蜂巢網路

製造應用案例需求 
在製造業，工作流程的數位化，激發了低
延遲、即時效能、行動性、增強安全性、
超可靠性與高可用性等需求，這些需求可
以透過分散式雲端的功能來加以滿足。

然而工廠的連結需求，和應用案例及
應用方式存在著很大的相關性，因此網路
也需要支援服務差異化。部分應用案可以
透過演進的4G（LTE）技術來解決，而可
能需要1到10毫秒的延遲的生產及機器人
控制等案例，卻只有5G技術才能實現。
對於是否在邊際網站執行應用就能達到最
大效益（	從業務及應用案例角度而
言），將依據每個應用案例逐一去檢視。

透過邊際運算進行內部蜂巢網路部署
蜂巢網路的功能，可以滿足製造業的連
結需求。要實現智慧製造，根據工廠的
應用案例需求及數位化目標，有多種不
同的網路部署選項可供選擇，其中一項
選擇是使用虛擬化及專用核心網
（DECOR）來分辨本地私人網路，以及
在行動營運商公共網路內執行的虛擬網
路。使用專用無線基地台及專用的核心
網路，建置專用的4G及5G網路，以確保
資料保留於專用網內。在這種情況下，
使用本地數據分組部署在本地的蜂巢網
路，可以確保在專網內關鍵生產數據，
會留在當地，並運用服務品質（QoS）
機制來滿足應用案例需求，同時優化可
靠性及延遲。此外，這也意味著關鍵應
用可獨立於一般商用網路在特定網路執
行。

請參閱第24頁，了解更多實現智
慧製造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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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與瑞士領導營運商瑞士電信合
作撰寫。	瑞士電信為個人或家庭型
消費者提供一系列寬頻、數位電視
及行動電信服務，同時也是企業
ICT、雲端與安全服務的主要供應
商。

客戶眼中的網路表現

想設計出能提昇客戶忠誠度的網路，關鍵就在於了
解客戶滿意度、使用體驗及網路性能之間的關連。

在競爭日益激烈的瑞士市場，有一個現
象越來越明顯，就是成功吸引並留住客
戶的關鍵，在於提供卓越的客戶體驗。
瑞士電信進行了一項關於網路改善前後
的客戶滿意度調查，了解客戶如何看待
網路表現，以及在使用應用程式時影響
這些滿意度的因素。

這些分析被用在建立全國關鍵服務效能
指標（S-KPI）評量計畫1，而此評量計
畫不僅與客戶滿意度有密切關連，亦可
以透過分析無線接取網路（RAN）及非
RAN問題的根本原因用以進行優化。

提升無線接取網路(RAN)效能
2017年，瑞士電信透過擴容並導入演進
型網路架構，在蘇黎世中部升級行動網
路，目標是即便應用程式對網路資源的
要求逐漸提高，且消費者對網路流量的
需求日益增加，也要能持續提升客戶體
驗。

而該專案的另一項目的，是在部署5G
前，準備將全國網路提升至gigabyte等
級速度。

歷經三個多月的時間，瑞士電信已針對
行動網路進行多項改善，包括向集中式
RAN（C-RAN）架構演進，以及導入軟體
以協調基地台之間載波聚合。

當營運商在大型及小型基地台內聚合，
以及跨基地台聚合時，將更有機會提升
效能增益，而隨之而來的更高速數據流
量，亦將提升客戶體驗。此外該解決方
案還能提高網路效率，降低每Gigabyte
的傳輸成本。透過此方式，網路可以有
效分配以確保達成可能的最高效能。

站內載波聚合
基地台間載波聚合

集中式RAN及具有跨基地台協調功能的軟體可支援大型及
小 型基地台間的載波聚合

1	關鍵服務效能指標（S-KPI）以端到端的角度（從應用伺服器到使用者設備），評量用戶在應用層面擁有的體驗。



21愛立信行動趨勢報告 | 2018年6月 文章

了解網路性能的影響
由於瑞士電信僅針對部分測試區域提升
行動網路性能，因此有機會針對同一區
域內每月花費大量時間的網路使用者進
行滿意度調查，目的在於了解網路性能
提升對客戶體驗的影響，並將分析結果
總結為以下幾面向：

• 透過4G網路使用的App及服務
量。透過網路數據驗證的受訪者的
自評，請參考上圖

• 網路改進前後的問題及客戶體驗
• 客戶如何評估行動網路的性能
• 影響網路滿意度及向他人推薦瑞士
電信意願提升的因素

提升最低速率能增加顧客滿意度
網路升級前，客戶對大數據用量App的
網速滿意度最低，尤其在上傳或下載照
片、影音或數據串流音樂及視訊時。網
路升級前後之調查結果，可驗證瑞士電
信先前提出「提升最低速率會提升客戶
體驗」的假設。

而網路改善後，測試區內用戶設備
（UE）的獨立活動速率測試分析顯示，
最低速率增加了33%，達到8.5Mbps。

客戶調查數據顯示，42%每天觀看串流
媒體的客戶，以及24%的其他受訪者認
為獲得了更好的體驗，顯示數據流量重
度用戶已受益於網路條件改善。促使用
戶向他人推薦行動網路的意願提高11個
百分點，同時給負面評價的用戶也減少
26%。

11pp
消費者向他人推薦行動網路的意願，在
網路條件改善後，提高了11個百分點。

33%
網路改善後，測試區內用戶設備
（UE）的獨立活動速率測試分析顯
示，最低速率提升了33%。

測試區中智慧型手機用戶的每日行為（百分比）

資料來源：瑞士電信及愛立信消費者與產業研究室（2017）
受訪族群：測試區域中每天在智慧型手機上使用這些服務的瑞士電信客戶

80%
使用即時通訊/	
聊天軟體

76%
造訪/瀏覽網路

68%
發送/接	
收電子郵件

62%
使用社群平台

44%
在網路上使	
用串流服務	/	
聽音樂

37%
透過網路觀看	
短片

20%
觀看/開直播

18%
從網際網路	
下載資料

16%
觀看電視節目/	
電影超過20分	

鐘

測試區域中測量到的下行鏈路速率（Mbps）

資料來源：愛立信對來自Ookla	Speedtest	
Intelligence數據分析	(2017)

網路改善前測量的下行速率
（2017年2月至3月）	

網路改善後測量的下行速率
（2017年9月至10月）

0 10 20 30 40 50 60 70 1201101009080

最高速率（第90
個百分點）

最低速率（第10
個百分點）

中度速率（第50
個百分點）

Mbps

+58%

+21%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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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評估網路性能時最重要的標準
網路提升後，受訪者對網路覆蓋率、可
靠性及速率的滿意度有所提昇。

當被問到如何評估網路效能時，客戶列
舉最重要的五大標準（依照重要等級排
序）是：

1. 開網頁所需的時間

2. 	在即時通訊軟體中傳輸照片及視訊所
需的時間

3. 電子郵件附件的下載速率

4. 串流影音啟動所需時間

5. 串流影音停格頻率

但每日觀看串流影音的消費者認為在評
估網路性能時，影音啟動所需時間及停
格狀況，比電郵附件的下載速率更重
要。

對大多數受訪者來說具有可量化特性
（quantifiable	 property）的速度並不
重要。只有10%的受訪者表示速度測試
App的結果，是他們評估網路性能最重
要的標準。	近四分之三的受訪者，甚至
不了解他們的不限流量數據方案所提供
的最高網速。2

然而，對行動網路已感到不滿的顧客有
不同的評估標準。	對他們來說，網路性
能最重要的指標是視訊停格，其次是速
度測試App的結果。可能的解釋是，這
類用戶年輕且有前衛的數位意識，因此
高效能影音播放是要讓他們對網路感到
滿意的基本要素。

行動網路改善，可以減少受訪者遇到惱
人問題的機率（見上圖）。對顧客來
說，網路無法使用是最令人不快的，而
網路改善可降低近一半的不滿意度，第
二大的網頁載入緩慢問題在網路升級
後，只略有改善，而第三大影音停格問
題則大幅減少。

影音串流體驗對客戶滿意及忠誠度非常
重要
第二輪調查中，瑞士電信針對網路改善
後的影音串流體驗，做了更詳細的訪
問。相關體驗的幾個面向，則依客戶滿
意度及相對重要性方面有不同的排序。
雖然客戶對視訊的品質最感到滿意，影
音播放的流暢度（	無停格現象）及載入
及啟動影音所需的時間，才是與滿意度
最相關的兩個面向（參見下一頁圖
表）。

結果還顯示，消費者對影音串流的滿意
度，與其對網路的整體滿意度密切相
關。滿意影音串流體驗的消費者中，有
八成的人也對目前的行動網路體驗感到
滿意。	反之，72%對影音串流體驗不滿
的用戶，對行動網路的體驗也不滿意。	
另外，對影音串流感到滿意的使用者，
更願意向他人推薦瑞士電信的行動網
路。在對視訊串流滿意的用戶中，88%
的用戶表示在未來12個月內無意更換營
運商；但是對視訊體驗不滿的用戶中，
只有35%表示不會更換營運商。	

這些結果顯示，影音串流體驗對於客戶
（尤其是對年輕用戶而言）的滿意度及忠
誠度非常重要。因此端到端的網路設計及
優化，應該設定目標來改善此類體驗。

優化體驗時的端到端要求
這些結果顯示，行動網路升級無法改善所
有客戶的體驗；提升RAN無法完全解決所
有客戶遇見的問題。	從端到端的角度找到
瓶頸並優化效能非常重要，包括應用程式
本身、客戶持有裝置及透過網路的路徑數
據。如想加快網路回應時間以因應網頁下
載緩慢情形，將需要有效內容傳遞網路
（CDN）或對網域名稱系統（DNS）進行
障礙排除。

註：依不滿意程度排序，由高至低

資料來源：瑞士電信及愛立信消費者
及產業研究室（2017）

網路改善前	
網路改善後

受訪者表示在測試區域使用智慧型手機 “經常遇到” 的問題（百分比）

影音串流載入緩慢，需要重啟YouTube
及Netflix等應用程式

14%
13%

網頁載入速度緩慢 14%
12%

訊號	/網路不可用 9%
5%

音樂/音訊串流有問題 8%
5%

在Facebook、Snapchat或Instagram等
應用程式上載入照片及影音緩慢

14%
8%

影音停格，需要時間在YouTube	
上重啟等

17%
10%

2		調查受訪者是後付費用戶，享有方案規定的無限量數據流量及最高速度（例如：最高2Mbps、10Mbps或50Mbps）

8in10
在對影音串流體驗感到滿意的消費
者中，近八成也滿意行動網路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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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客戶體驗目標轉化為網路強化 
本文的研究確定了對客戶滿意度有極大
影響的關鍵效能指標（KPI）。其中最重
要的兩項S-KPI是：

• 網頁載入時間	–	為客戶評估網路的
最重要標準

• 影音停格	-	對行動網路滿意度有重
大影響的標準

而透過這些S-KPI，可以辨識、評估並優
化相應的網路效能KPI，以提高客戶滿意
度及忠誠度。

根據這些結果，瑞士電信已採取進一步
行動，並用被動式探針（passive	
probe）衡量這些指標及其他S-KPI，使
瑞士電信可以全網的角度來看這些指標
的狀態。

S-KPI方法揭示不只是單一扇區的應用及
服務表現，而是客戶在不同扇區移動時
的表現。，而此，更有助於偵測出僅對
單一基地台進行監控時錯過的問題。	因
S-KPI與每個客戶於時間標記內，端對端
操作記錄的RAN數據相關，故能再根據
這些指標對網路進行優化，並改善表現
不佳的S-KPI。

這項調查的分析強烈顯示，行動網路應
該根據KPI進行設計及優化，因為他們能
準確反映客戶對網路效能的感受，這對
客戶滿意度及忠誠度來說，是非常重要
的依據。	這些研究結果提供一種能與客
戶溝通行動網路實質效益的方式，且此
效益能直接與消費者體驗做連結，如快
速載入網頁及不間斷的視訊串流。

本文提到的客戶研究及相關分析，是了
解客戶滿意度、客戶體驗及網路性能之
間關係的重要一步。	瑞士電信開始調查
網路改善對客戶體驗及滿意度的影響，
一旦找出三者間的關連，就能更明確的
找出及解決問題。也就是，從客戶體驗
開始到評估相關的S-KPI，優化網路以最
大幅度提昇滿意及忠誠度，將成為可
能。未來將需深入探索及測試此方式，
以充分了解其潛力。

重要性比例

資料來源：瑞士電信與愛立信消費者及產業研究
室（2017）

受訪族群：在測試區域使用智慧型手機觀看視訊
的瑞士電信客戶

影響影音串流滿意度的相關重要因素

將影音上傳到社群平台/軟
體順暢度

17%

影音載入及啟動所需時間 21%

影音品質	–	圖像及畫質與
承諾不符 17%

播放的順暢性-	
無停格或重啟時間 26%

在Facebook及Snapchat等
社交軟體上載入
視訊的時間

18%

3	瑞士電信依數位消費裝置（包括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電視及電腦）的使用情況，對個人或家庭型用戶進行分
類。“數位進階用戶”，是指日常生活中，對新技術表現出濃厚興趣並流暢使用的客戶。

研究方法及分類
這項調查與愛立信消費者及產業研
究室合作進行，邀請8,000名瑞士
電信客戶參與。共有750名客戶同
意參加，他們每個月都在受試區花
費至少40個小時，其中四分之三的
人在那裡生活或工作，而其他人經
常在這個熱門地區購物，與朋友或
客戶見面並在餐廳用餐。

此調查分兩階段進行：網路改善前
及改善一個月後。其中透過兩階段
皆參與的150名受訪者，可直接比
對網路提升前後的使用者體驗。

受訪族群男女各半，且主要由年輕
用戶組成。	只有17%的受訪者年齡
在50歲以上，45%的受訪者年齡為
30歲以下。	大多數受訪者（83%）
是瑞士電信歸類為數位進階用戶的
客戶3。幾乎所有受訪者都申辦了
不限量的數據方案，儘管方案的最
高速度（大部分在10Mbps及
50Mbps之間）各不相同。

營運商應根據S-KPI探索，設計出
能優化網路的方法。因為S-KPI可
以精準反映客戶對網路效能的看
法，並且對客戶滿意度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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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智慧製造

運用新的蜂巢式物聯網技術，幾乎所有的工廠設備
都可以無線互連並管理，以協助解決營運挑戰。

運用蜂巢式物聯網還可以帶來快速、高經濟
效益的生產線改變，並整合及優化相關工作
流程。

相較之下，固定有線網路主要支援固定機
器的關鍵應用，而Wi-Fi則是支援非關鍵
（大規模）的應用。	在這兩種網路中，擴
展連網裝置數目並不可行，因為纜線的安
裝及維護成本很高，而且Wi-Fi無法保持較
高的網路效能。

蜂巢式物聯網解決製造業工作流程的挑戰
隨著製造商持續優化每項生產變數，原先
以固網或Wi-Fi來連結各項裝置的做法也受
到挑戰。製造現場包括固定式機器，例如
旋轉式、行動式機器及可攜式物件（工
具、材料、手機及平板電腦），所以使用
固定有線網路無法管理到所有的變數。

透過連接基礎設施、設備及人力，行動通
訊技術建立的物聯網除連結及管理上的彈
性，能大幅蒐集數據，並且根據不同的工
作流程提供可執行的分析結果。

1	製造變數，是製造成品所需的所有資訊，包括全部材料及流程

監控應用案例

— 遠端工廠監控

— 	交通管理及路徑優化（內部物
流、無人搬運車）

— 預防性及例行性維護

— 環境符合法令及規定

— 員工效率及製造品質

自動化應用案例

— 供應鏈自動化及裝配控制

— 	總覽生產線及價值鏈流程，提高
營運效率及品質

— 雲端應用控制機器人

— 人工智慧自動化品質檢測

— 使用雲端機器人進行彈性生產

場地應用案例

— 資產管理

— 倉庫管理

— 人力安全及運用

為了提昇競爭力，製造商尋求追求生產
效率，以及能提供更多客製化產品組合
的能力。在這樣的需求下，製造商必須
整合流程與生產線，並且在不影響安全
及品質的前提下，不斷進行調整，以快
速進行配置調整與縮短交貨時程。

這項營運挑戰，可以透過三大應用案例
類型解決（見下圖）。為了達成這些案
例，需要透過具成本效益的自動化線上
流程，大規模連結多樣化的設備。	行動
通訊網路的特性，將讓這項目標可以具
體實現。

用蜂巢式物聯網技術帶來應用價值
行動通訊網路滿足一系列要求，支援各
種製造應用案例，透過單一通訊系統安
全且高效地優化製造變數1	。行動通訊
網路能進行大規模即時數據蒐集與分
析，提高工廠的智慧自動化，並且帶來
適應性（adap-tive）生產。

蜂巢式物聯網網路在數位工廠的應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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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案例：使用擴增實境降低成本
透過行動網路技術達成的多數應用案
例，將能能降低工廠營運成本。範例之
一是使用擴增實境（AR），對資產設備
及產品進行測試與檢查。製造說明及背
景資訊，可以為人員帶來更高的工作能
力，讓他們能以更高的品質執行測試及
維護。

該應用案例已實際部署於愛沙尼亞的一
家工廠，持續提高產品品質並縮短交貨
週期。藉由勞動力使用率的提升，以及
報廢比率的最小化，降低25%的成本。

客製化生產需要量身打造的網路
儘管在整個製造鏈中，效率及品質改進對
成功非常重要，但要打造真正具有競爭力
的成果。將需要仰賴彈性客製化或適應力
生產。

網路連結也必須根據使用情況量身打造，
以便在擴展連網裝置數量的同時，提供符
合成本效益的表現。

蜂巢技術使用服務品質（QoS）機制，
提供處理不同應用案例服務需求的能
力。這變得更加重要，隨著製造商進行
數位化，需要更多超越工廠場域的網路
功能，用以連結物流、供應商及其他工
廠。

製造不僅包括工廠現場的資產設備與流
程，生產效率也取決於資源是否即時可
用。再者，產品在市場上的成功，取決
於持續的客戶回饋和顧客共同創造。因
此如下圖所示，橫跨整個生態體系的協
同合作，帶來了更高程度的產品及服務
客製化。以4G及5G行動通訊技術為基礎
的蜂巢式物聯網，提供了實現智慧製造
所需的行動、安全、可用及可靠性。

裝置、數據量及網路需求持續成長
2023年，全球物聯網（IoT）裝置數量預
計將達到35億。工廠資產、設備、車輛
及流程的數位化，意味著連網裝置數量
將呈指數性成長。典型的智慧型工廠，
所需要的連網裝置預估為每平方公尺0.5
台。2	此一結果是根據潛在應用案例，以
及可由行動連結得到利益的資產設備加
以計算。

上圖說明在全面部署的智慧型工廠中，
蜂巢連結需求的分布（支援前面提到的
應用案例）。每種連網裝置3的比例，取
決於該場域自動化程度的高低。4		向更
高等級的自動化發展演進，將會提高5G
連網裝置的比例。	高頻寬與保持低延
遲，對於支援大數據量與即時關鍵數
據，以及確保一致與安全的通訊，是絕
對不可或缺的關鍵。

未來的聯網製造業

全球互聯企業及產品

全球連結與服務的工廠運輸、安裝及交貨
的產品。

— 新型態的客戶互動

— 實現新的服務與夥伴合作體系

在典型的智慧製造場地域，各式支援應用案例所需的互連裝置預估比例

自動化水準低 自動化水準高

2	平均數量來自不同生產場所的數據。	在密集區域，連接密度可達每平方米1台連網裝置
3	特定製造場地的準確分配數據，取決於通訊需求
4	自動化水準，是指從手動操作到全自動操作的連續性（Parasuraman等。2000）

互聯資訊

工廠整合更廣泛的網路、其他工廠及物流。

— 在整個製造過程安全追蹤物流。

— 了解運輸車輛的精確位置

互聯場所

工廠製造區域是擁有多種需求的高度專業
化環境。

— 極高的可靠性及低延遲

— 安全、高可靠性、高可用度網路

高頻寬，低延遲/預測性延遲
5G
低頻寬到高頻寬
4G
數據量有限，更新率高
NB-IoT/Cat-M1
數據量有限，更新率低
NB-IoT/Cat-M1

52%

19%

21%

8%

60% 15%

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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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機器智慧管理網路

運算能力、雲端架構、數位及大數據分析等領域的進
步，為人工智慧（AI）開創了嶄新機會。

AI正經歷巨大的飛躍進展，從模仿人類
行為，到運用人類能力構建大型複雜系
統。在AI領域，機器智慧透過推論及規
劃技術，加強了機器學習的結構與模式
建置，因此取得了快速的發展。

過去60年來，AI的發展歷程如循環般起
落不定，人們總是因為AI無法滿足日益
提昇的期望而感到失望。如今，人們再
度對AI燃起興趣，但這次此一發展趨勢
將會持續下去。以AI為基礎的工具及技
術，正快速滲透到數位世界的各個角
落。行動網路營運及維護應用的興起，
就是最好的證明。

管理日益複雜的網路
從增強型行動寬頻到物聯網（IoT），5G
將能幫助行動網路滿足各種需求。就服務
的裝置數量而言，網路正在迅速成長且變
得日益複雜，有經驗的網路工程師及技術
人員能幫助應對此一挑戰。而AI及機器學
習，可以應用在網路自動化管理，以及作
業現場，協助執行安裝及維護任務。

機器學習結合推論與規劃， 共同組成機
器智能
機器學習軟體會輸入結構化數據，用於構
建模型、規則及程式，然後再將收集到的
結果應用於新數據，進而實現以機器為中
心的自動決策。如果在機器學習的基礎
上，進一步加入推論及規劃等其他AI技
術，則可以創建出被我們稱為“機器智
能”的應用。

AI及機器學習，能被運用，展現出豐
富經驗工程師及技術人員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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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結構化知識實現機器智能
知識採集與整合知識為領域間相關聯
圖，是開發自動決策系統的基礎。電信
產業在此領域的發展方向，是把存在於
專家大腦中或以自然語言記錄的知識		
－	如產品說明、故障報告及客戶支援請
求等	－	轉換為機器可以閱讀的結構化
數據。

結構化數據又名“電信知識圖”（見上
圖）	。圖中的資訊是相互關聯的	－	例
如，解決特定網路問題的產品說明，與
故障報告有關，記錄該問題是如何被解
決，和現場技術人員的實際知識。

本文透過兩項原型：自動化執行各項網
路營運與維護任務，以說明如何使用電
信知識圖：

1. 	面對可以被機器解決的問題，自動網
路營運中心（NOC）的應用，能夠
進行網路自我恢復

2. 	行動數位助理可以協助現場技術人
員透過故障解析來修正硬體相關錯誤

智慧NOC
做為電信網路的中央監控和管理中
心，NOC的主要作用是透過障礙排除及
效能管理來維護網路穩定性及營運效
率。

目前，常見的NOC挑戰主要透過技術人
員進行處理：由他們分析接收的警告
（障礙管理）、確定觸發警告的根源本
原因並採取適當措施。這些工作都需要
領域專家開發解決方案，但隨著網路技
術及架構的持續發展演進，此類解決方
案將變得更加複雜，難以執行及維護。

原型NOC軟體，可以透過機器智能達成
自動障礙管理。它能夠：

• 以歷史資訊繪製複合條件圖（為進
行檢測而使用模式探勘技術，對跨
域警告進行智慧分組）

• 依據複合條件使用機器學習建立規
則

• 根據規則檢測事件
• 確定問題根源，並從系統或解決方
案記錄中繪出問題根源到解決方案
的流程，進而採取適當措施

該原型可生成獨立於技術、拓撲
（topology）及基礎架構的規則，也能
反覆運用並產生數據行為模式，進一步
進行事件檢測與分析。

隨著分析、規則、策略及工作流程的持
續發展與改善，網路管理將成為近乎自
動化作業方式。網路將能預測即將發生
的故障狀況，並自動採取修正措施。

電信知識圖 智慧應用

產品文件

網路資訊

數位化專家知識

背景知識

回饋洞察

輸入結構化的相
關數據

提供數據

告知決策

機器學習

學習

模型、規則及程式

行動數位助理

智慧型網路營運中心

結構化知識在實現機器智能及智慧應用中的角色

知識採集與整合知識為領域間關聯
圖，是開發自動決策系統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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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數位助理
智慧數位助理，是一種應用機器智能執
行基地台任務的方式。正因為無線基地
台的安裝、配置及維護費用高昂且耗
時，因此運用手持裝置的應用來執行診
斷及故障排除任務，可以為技術人員提
供幫助，減少他們在現場花費的時間，
同時提高品質保證。

原型NOC軟體可視物件偵測技術，以及
語義註釋（semantically	annotated）
產品文件，引導技術人員完成指定任
務。1		例如，在排除纜線適配器連接器
故障時，藉由可視物件偵測及擴增實境
（AR）的應用，能識別並指出故障埠，
同時顯示故障排除步驟。

或者例如，原型NOC軟體也用於識別並
標示無線基地台各種元件的位置。透過
點擊螢幕上的元件圖像，技術人員可以
由記錄中取得更多該元件的資訊。下圖
顯示使用中的數位助理。

機器智能可用在來準備電信知識圖中故障
排除的流程時。執行這項任務需要輸入兩
組數據：分別代表物件偵測器及產品記錄
的一組圖像。此外，文件中對硬體元件的
描述，還需要和參考系統偵測到的物件，
反之亦然。

可視物件偵測器以卷積神經網路（Con-
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架
構為基礎，可一步執行以下任務：

• 從輸入圖像中提取特徵

• 預測可視對象的類型

• 預測可視物件在場景中的位置

物件偵測器可安裝於用戶端伺服器上（在
搭載強大圖形處理器的設備上執行），也
可做為單獨應用（在技術人員的智慧型手
機或平板電腦上執行）。

產品文件通常採用HTML或PDF格式，並
採用鬆散定義（loosely	defined）結構。

技術人員正使用智慧數位助理，展開無線基地台維護工作

為了確保文件內容可以被物件偵測器正
確解讀並呈現給技術人員，需透過名
為“知識提取（knowledge	
extraction）”的過程，將內容轉換為機
器能讀取的格式。為此，需透過軟體來
提取資訊，並將其轉換成圖表等結構化
資訊模型。

機器智能將對網路營運發揮重要作用
機器智能正跨越實驗室測試階段，將普
及應用於行動網路營運及維護等實際工
作。機器智慧充分運用網路工程及技術
人員的專業知識，在日益成長的系統規
模及複雜性下，還能同時提高生產率。	

機器智能，在日益成長的系統規模及
複雜性下，還能同時提高生產率。

1 www.ericsson.com/thinkingahead/the-networked-society-blog/2018/04/19/machine-intelligence-when-automation-is-not-an-option/#more-1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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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合理分配 5G頻譜

5G服務持續加速實現中，行動寬頻產業正在不同
的無線頻段中展開網路部署。

行動寬頻產業及國際電信聯盟（ITU）在
邁向5G的旅途中，已經歷很長一段旅
程。但是當涉及到無線頻譜議題時，這
條道路並非總是平坦無阻。為了確保在
各國之間合理分配5G頻譜，我們仍需投
入大量努力。有鑑於5G網路已經開始部
署到新頻段，頻譜分配將成為亟需解決
的問題。

在2019年11月召開的全球無線通訊大會
（WRC-19）中，國際電信聯盟成員國可
望就高頻段（24.25GHz至86GHz）中的
5G頻譜分配方案達成共識。這些頻段通
常稱為“	毫米波”（mmWave）頻段，
對於支援使用3GPP規定5G	New	
Radio（NR）技術的大量產業最新應用
將非常重要。	

為了確保5G能成功滿足數據速度及容量
需求，國際電信聯盟成員國必須在
WRC-19會議中達成協議，以便在適當頻
段及條件下提供足夠的頻譜頻寬。這裡
的“條件”，是指在某一頻段內使用5G
所需要滿足的要求，包括與相鄰頻段中
的應用案例共同存在。

商業前景
行動數據流量預計在未來六年內將成長
8倍。新的應用方式，如：擴增實境
（AR）、虛擬實境（VR）及其他更加真
實的視頻應用，將會持續出現，安全性
及可靠性需求也會日益成長。此外未來
六年內，連接物聯網（IoT）的新裝置
數量可望達到數10億，進而在行動網路
中創造出多樣的商業應用案例，並且提
出各種需求。

為了滿足這些需求，5G服務供應商將需
要足夠的頻譜頻寬。鑑於無線電波傳播
特性會因頻段而有所不同，因此確保分
配適當的頻段組合，以同時滿足覆蓋範
圍（	低頻段/中頻段）及容量需求（高
頻段）將非常重要。

國際電信聯盟在WRC-15或更早期的會
議中，已就給5G服務的許多低頻段達成
共識。各成員國目前正忙於在各國內合
理分配此一頻譜。如上文所述，5G的高
頻段分配事宜，預計在WRC-19會議中
正式定案。

即便如此，隨著5G部署持續高速發展，
許多國家已自行採取措施來分配特定頻
段	－	在WRC-19召開之前展開行動，卻
又不在WRC-19第1.13議項的範圍之
內。這將有助於加速部署5G服務，但同
時協調這些頻段在國家之間的分配，也
需要投入大量心力。

為了確保5G能成功滿足數據速度
及容量需求，做好全球頻譜協調
的工作將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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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GHz、39GHz及42GHz範圍（WRC-19）26GHz	（WRC-19）與28GHz重疊排列

5G頻段
28GHz頻段以及26GHz、37GHz及
39GHz等高頻段，可望率先應用於
5G。2018年底或2019年初，28GHz頻段
可能會在某些國家開始被使用，而其他
高頻段則預計將在2019年底開始提供。

具有覆蓋偏遠地區及建築物內部能力
的1GHz以下低頻段，因為有利於無線電
波傳播的特性而受到關注。預計到2018
年底，600MHz範圍內的新頻段，將提供
給5G服務使用。	

1GHz及7GHz之間的部分中頻段，預
計也將在多個國家進行分配。被視為針
對陸上5G接入網的重要頻譜資源的
3.3GHz至5GHz間之中頻段，可能會在
2020年左右推出。中頻段因其能在傳播
特性（覆蓋範圍）與頻寬（容量）之
間，提供有利的“中間地帶（middle	
ground）”而備受青睞。

當然，也有部分頻段已開始被服
務供應商使用。一般來說，包括低頻段
（600MHz、700MHz、800MHz、850M
Hz及900MHz）及中頻段
（1.5GHz、1.7GHz、1.8	GHz、 
1.9GHz、2.1GHz、2.3GHz及2.6GHz）
在內的所有目前3GPP頻段，未來都有可
能使用於5G。這些頻段及其組合，將成
為提升5G覆蓋範圍及在容量上支援增強
型行動寬頻、物聯網、工業自動化、與
關鍵任務相關之商用案例，以及公共保
護及災難救援（PPDR）服務的核心資
源。

此外，3GPP近期還啟動了一項獨立研究
項目，目的在於調查5G服務使用6.5GHz
頻段（5,925MHz至7,125MHz）的可行
性。

協調的重要性
如前文所述，許多國家在WRC-19會議正
式定案5G條款及規定前，即已開始積極
規劃部署商用5G	New	Radio，尤其是在
26.5GHz至29.5GHz頻譜（28GHz頻段）
之間。例如：

• 在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
已就28GHz頻段內的行動應用訂出
管理規範（建議將衛星應用放在次
要位置）及其他監管條件。而
37GHz及39GHz頻段，也正準備進
入早期使用。

• 韓國已在平昌2018冬奧會中，成功
完成26.5GHz至29.5GHz之間的準
商用5G試驗。這項活動為5G的商
業部署奠定基礎，28GHz頻段的頻
譜競標可望在2018年進行。

• 日本預定在2020東京奧運中全面應
用商用5G網路。2018年及2019年
間，日本亦將在3.7GHz、4.5GHz
及28GHz頻譜範圍內，展開更大規
模的準商用實地測試。

• 歐洲及中國的政府管理單位，計畫
2020年底前，在26GHz範圍內部署
商用5G網路。此外，他們也表示有
興趣緊接著在42GHz範圍內部署5G
網路。

• 印度正考慮在24.5GHz至29.5GHz
頻譜之間，以及37GHz、39GHz及
42GHz頻段，部署商用5G網路。

面對各國的行動，針對仍在討論中的頻
段進行跨國協調，對於發展5G至關重
要。各國也許無法一直在特定的頻譜範
圍內使用完全相同的頻段，但行動產業
正嘗試透過建立技術性“調諧範圍
（tuning	ranges）”來克服此一缺
陷。”調諧範圍”是指一個頻率範圍，
在這個範圍內，即使不同國家以不同方
式來部署頻段，業界仍可在技術上開發
出可在各國之間漫遊，並且讓消費者能
公開透明使用的手持設備及裝置。在這
些調諧範圍內保持合理的頻率分配，將
為整個行動產業帶來許多優勢，可以在
行動產業實現網路基礎架構、行動寬頻
裝置及物聯網裝置上帶來規模經濟。		

上圖透過兩個案例，顯示調諧範圍內合
理頻譜分配，所能帶來的重大正面影
響。圖中將WRC-19第1.13項中的頻
段，與部分主要5G部署國所分配的頻
段進行了映射。如果更多的國家遵從這
些調諧範圍，5G服務覆蓋全球的能力
將會更大幅提升。

許多國家在WRC-19會議正式定案
5G條款及規定前，即已開始積極
規劃部署商用5G	New	Radio。

頻譜協調可以為建立“調諧範圍”創造機會的兩項案例

37.0–40.0 
(3.0GHz)

40.5–42.5 
(2.0GHz)

42.5–43.5 
(1.0GHz)

37.0 43.540.5 42.5

24.25–27.5 
(3.25GHz)

26.5–29.5 
(3.0GHz)

24.25 29.527.526.5

WRC-19第1.13議項中的頻譜範圍 WRC-19第1.13議項中的頻譜範圍

B國
C國

A國

40.0

C國
A國 B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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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階的5G服務需要更大的頻寬
5G	NR服務的早期部署國家，應對缺乏
足夠授權頻譜的風險，是非常重要的。
進階5G服務的峰值數據速率及容量，預
期將遠超過普通的5G服務，因此需要分
配到可以提供極大頻寬的頻譜資源。基
於速度及容量需求，這些服務將需要
10GHz至15GHz或更高的總體頻寬（頻
寬需求隨服務的部署而增加），也就是
24.25GHz至86GHz頻率範圍內的千兆赫
茲（gigahertz-wide）通道塊。這是
WRC-19會議需要考慮的另一項5G頻譜
分配問題。

回傳頻譜是5G傳輸網路的關鍵
WRC-19需要討論的另一項關鍵問題，是
如何滿足額外回傳（Backhaul）容量的
需求。現有的微波頻段（如26GHz及
28GHz），最後可能必須經過重整才能
支援5G網路。這些發展似乎存在衝突，
但可以透過適當的國內頻譜管理來加以
解決。

例如，國際電信聯盟正研究是否在
WRC-19會議中，討論對5G行動接取網
路開放32GHz頻段（31.8GHz至
33.4GHz）的問題。但因為沒有得到足
夠的內部支持，因此該頻段目前更傾向
於做為關鍵微波回傳頻段，替代26GHz	

及28GHz頻段重整，因此被視為全球回
傳頻段的有力後備選項。

E頻段（71GHz至76GHz配81GHz至
86GHz）是全球高度認可的基本回傳頻
段。但國際電信聯盟在準備WRC-19會議
時，也對它展開了5G行動接取應用案例
研究。E波段提供極大的頻寬，能在幾公
里內保持10Gbps甚至更高的傳送量。如
能透過微波多頻段助推器（microwave	
multi-band	booster	）技術，如存取網
路中的載波聚合，則該距離可進一步延
長到10公里左右。

由長遠來看，想要支援高達100Gbps的
傳送量，顯然需要更多的回傳頻譜。為
了滿足持續發展的5G回傳需求，歐洲的
W頻段（92GHz至115GHz）及D頻段
（130GHz至175GHz）規範已進入最終
確定階段，美國也在近期開始制定這項
規範。

針對各市場特定的私有領域網路授權
各國在分配頻譜時，還需考慮到當地是
否允許特定私有領域網路的授權頻譜發
展。一些國家正在考慮核發私有領域網
路頻譜執照（或授權電信業者出租）提
供當地使用。

希望將頻譜更廣泛提供給本地實體的國
家，可能會將分配範圍限定在擁有不動
產的實體，例如工廠設施。由於這是國
家決策範圍，因此各國是否會核發或是
如何分配私有網路頻譜還不明確。

行動實現早期5G部署潛力
為了充分實現早期5G網路部署的潛力，
並滿足日益成長的網路性能需求，世界
各國都需要重大的努力，將未用頻譜重
新分配給5G服務。如果能達成以下目
標，則該過程將能為服務供應商、電信
產業及消費者帶來最大的利益：

• 以國際統一標準分配高頻段

• 授權使用能滿足5G接取效能需求的
頻寬

• 為高輸送量回傳系統分配適當的頻
譜

• 對頻譜使用設置適當的條件

• 考慮調諧範圍

國家為行動寬頻業者核發執照，授權足
夠數量的適當頻譜，是創造5G服務部署動
力的基礎。

國家為行動寬頻供應商核發執照，
授權足夠數量的適當頻譜，是創造
5G服務部署動力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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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方法
愛立信定期進行預測，以支持內部決
策、規劃及市場行銷。本行動趨勢報告
的預測期為6年，以每年11月份的報告為
起點向後推測6年。本報告中的用戶數及
流量預測基線，是以各種來源的歷史數
據為基礎，並根據愛立信的內部數據進
行驗證，包括客戶網路中的大量測量數
據。	對未來發展的評估，是以宏觀經濟
趨勢、用戶趨勢（愛立信消費者及產業
研究室調查研究）、市場成熟度、技術
發展預期及各種其他數據為基礎，如國
家、地區或區域級產業分析報告，以及
內部假設與分析等。

如果基礎資料有所變更，例如營運商報
告更新用戶數字時，愛立信可能會修改
相關歷史數據。

行動用戶涵蓋所有行動技術。愛立信根
據手機及網路能提供的最先進技術來區
分用戶，數字以四捨五入統計，

因此可能與實際總數量略有差異。關鍵
數據表中的用戶數已四捨五入至10萬單
位。然而為了突顯的目的，本文在表達
用戶數時通常以10億或億為單位。複合
年成長率（CAGR）已被四捨五入為整
數百分比，流量則以兩位數表示，如
69GB/月或8.5GB/月。

流量是指行動接入網中的匯聚流量，但
不包含DVB-H、Wi-Fi或行動WiMax流
量，VoIP被包括在數據流量中。

流量測量
當新的裝置設備及應用程式出現時，都
將對行動網路帶來影響。因此在設計、
測試及管理行動網路時，需要深入並即
時瞭解不同裝置與應用程式的流量特
性。愛立信定期對全球所有主要區域

的100多個現有網路進行流量分析，並在
一定數量的	WCDMA/HSPA及LTE商用網
路上執行更詳細的量測，目的是為發現不
同的流量模式。所有的用戶資料在送達愛
立信分析處理前，都已進行匿名保護。

人口覆蓋率測量方法
人口覆蓋率，是使用區域人口及領土分布
資料庫，以人口密度為基礎估算得出。接
下來，我們結合這些數字與無線基地台
（RBS）裝機群的特定數據，估算出每個
RBS對每類人口密度群（從都市到鄉村共
分為6類）的覆蓋率。基於該數據，我們
能估算出某項技術對每個區域的覆蓋率，
以及其代表的人口百分比。透過總計區域
及全球等級的數字，我們將能夠計算出每
項技術的全球人口覆蓋率。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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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對照

2G： 第二代行動網路（GSM、CDMA	1x）

3G：	第三代行動網路（WCDMA/HSPA、TD-
SCDMA、CDMA	EV-DO、Mobile	WiMAX）

3GPP:	第三代合作夥伴計畫

4G： 第四代行動網路（LTE、LTE-A）

5G： 第五代行動網路（尚未標準化）

App：	可下載並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
上執行的軟體應用程式

CAGR： 複合年成長率

Cat-M1: 用於物聯網連結的3GPP標準化低
功率廣域（LPWA）蜂巢技術。Cat-M1是可以
部署在LTE網路上，協助處理從簡單到複雜
的各類物聯網應用的解決方案

CDMA： 碼分工存取

dB：在無線傳輸中，分貝是一個對數單位
（ogarithmic	unit），可用於輕鬆總計媒體
從發射器傳輸至接收器的訊號增益或損耗

DL： 下行鏈路

EB： 1018位元組

EDGE： GSM演進增強型數據速率

EPC：	演進封包核心

GB: 109	位元組	

GHz： 109赫茲（頻率單位）

Gbps：	10億位元/秒

GSA：	全球行動供應商協會

GSM：	全球行動通訊系統

GSMA：	GSM協會

HSPA： 高速分組接入

ICT：	資通訊技術

IMS： IP多媒體子系統

ITU：	國際電信聯盟

IoT：	物聯網

Kbps： 千比特每秒

LTE：	長期演進

MB：106位元組

MBB：	行動寬頻（定義為CDMA2000	
EV-DO、HSPA、LTE、Mobile	WiMAX及	TD-
SCDMA）

Mbps:	兆比特/秒

MHz:	兆赫茲，106	赫茲	（頻率單位）

MIMO： 多輸入多輸出，是指在無線設備上
使用多個發射器及接收器（多個天線）以提
高效能

行動PC： 定義為內建行動式數據機或外
接USB數據卡的筆記型電腦或桌上型電
腦裝置

行動路由器：具備蜂巢網路連網能力的裝
置，該裝置可透過	Wi-Fi	或乙太網路，連結
一個或多個用戶端（如PC或平板電腦）

NB-IoT:	用於物聯網連結的3GPP標準化低
功率廣域（LPWA）蜂巢技術。NB-IoT是可以
部署於LTE網路上、又能單獨部署的窄頻解
決方案，能幫助處理具有超低傳輸量的物
聯網應用

NFV： 網路功能虛擬化

NR： 3GPP	Release	15定義的New	Radio

OS: 作業系統

PB： 1015位元組

QAM： 正交振幅調製

SDN：	軟體定義網路

短程物聯網： 主要由透過免執照無線技術
互連的設備組成，範圍一般不超過100公
司，如Wi-Fi、藍牙及Zigbee，此類別還包括
透過固網區域網路及電力線技術連結的
設備

智慧型手機： 擁有作業系統的手機，能下
載及執行應用程式，例如iPhones、Android
作業系統手機、Windows手機，此外還包括
Symbian及Blackberry作業系統

TD-SCDMA：	時分同步碼分多工存取

TDD： 時分雙工

VoIP：	IP語音（網際網路協定）

VoLTE：	GSMA	IR.92規範所定義的LTE語音
系統，是包括IP多媒體子系統（IMS）、演進
封包核心網路（EPC）、LTE	RAN、用戶數據
管理及OSS/BSS在內的端到端行動系統

UL：	上行鏈路

WCDMA：	寬頻碼分多址

廣域物聯網：	由使用蜂巢連結的設備，以
及免執照低功耗技術（如Sigfox及LoRa等）
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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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活躍的裝置
	** 計算複合年成長率時使用的數字未四捨五入
*** 	數據依四捨五入計算（參見方法），因此而計算出的總和數字，	
可能與實際數字有些許差距

行動用戶 2016 2017
2023  

預測值
CAGR**  

2017–2023 單位
全球行動用戶數 7,500 7,790 8,880 2% 百萬
–	智慧型手機用戶數 3,760 4,330 7,170 9% 百萬
–		行動PC、平板電腦及行動路由器*用戶數 240 250 320 4% 百萬
–	行動寬頻用戶數 4,450 5,300 8,330 8% 百萬
–	行動用戶數，只使用GSM/EDGE網路的用戶 2,970 2,420 520 -23% 百萬
–	行動用戶數，WCDMA/HSPA網路用戶 2,300 2,390 1,750 -5% 百萬
–	行動用戶數，LTE網路用戶 1,890 2,740 5,490 12% 百萬
– 行動用戶數，5G用戶 1,080 百萬

行動流量*
–	每支智慧型手機產生的數據流量 2.2 3.4 17 31% GB/月
–	每台行動PC產生的數據流量 7.8 9.8 27 18% GB/月
–	每台平板電腦產生的數據流量 3.6 4.6 13 18% GB/月

總流量***
行動數據總流量 8.8 15 107 39% EB/月
–	智慧型手機 7.2 13 100 41% EB/月
–	行動PC及路由器 1.3 1.6 4.4 19% EB/月
–	平板電腦 0.3 0.5 1.8 26% EB/月
固網數據總流量 70 80 250 20% EB/月

全球及區域關鍵數據

愛立信行動市場展示平台（Ericsson Mobility Visualizer）
利用愛立信最新的互動式應用網頁，可以探索本《行動趨勢報
告》中的實際及預測數據。其中包含系列數據類型，包括行動
用戶數、行動寬頻用戶數、行動數據流量、各項應用類型流
量、VoLTE統計、每台裝置每月數據用量、以及物聯網裝置預
測。您可以匯出數據，在其他出版品中使用所產生的圖表，只
需要註明愛立信為資訊來源。

全球關鍵數據

如需了解更多資訊

請掃描QR碼，或造訪		
www.ericsson.com/mobility-report/	
mobility-visualizer



35愛立信行動趨勢報告 | 2018年6月 全球和區域關鍵數字

行動用戶數 2016 2017
2023  

預測值
CAGR**  

2017–2023 單位
北美 380 390 450 2% 百萬
拉丁美洲 690 690 730 1% 百萬
西歐 520 520 550 1% 百萬
中歐及東歐 580 590 620 1% 百萬
東北亞 1,720 1,830 2,090 2% 百萬
中國1 1,320 1,420 1,590 2% 百萬
東南亞及大洋洲 1,070 1,130 1,290 2% 百萬
印度、尼泊爾及不丹 1,160 1,200 1,390 2% 百萬
中東及非洲2 1,380 1,440 1,760 3% 百萬
撒哈拉以南非洲3 660 680 930 5% 百萬

智慧型手機用戶數
北美 290 310 400 4% 百萬
拉丁美洲 380 420 550 5% 百萬
西歐 370 400 490 4% 百萬
中歐及東歐 220 250 450 10% 百萬
東北亞 1,290 1,400 1,980 6% 百萬
中國1 1,050 1,150 1,560 5% 百萬
東南亞及大洋洲 470 560 1,050 11% 百萬
印度、尼泊爾及不丹 270 380 970 17% 百萬
中東及非洲2 470 610 1,280 13% 百萬
撒哈拉以南非洲3 230 290 750 17% 百萬

行動流量總計
北美 1.8 2.5 19 40% EB/月
拉丁美洲 0.67 1.0 8.0 41% EB/月
西歐 1.2 1.7 11 36% EB/月
中歐及東歐	 0.71 1.1 8.4 40% EB/月
東北亞 2.0 4.0 25 35% EB/月
中國1 1.1 2.7 18 38% EB/月
東南亞及大洋洲 0.79 1.3 12 44% EB/月
印度、尼泊爾及不丹 1.0 1.9 10 32% EB/月
中東及非洲 0.69 1.3 14 49% EB/月
撒哈拉以南非洲3 0.22 0.36 4 49% EB/月

每支智慧型手機產生的數據流量*
北美	 5.2 7.2 49 37% GB/月
拉丁美洲 1.7 2.5 15 35% GB/月
西歐 2.7 4.0 25 36% GB/月
中歐及東歐 2.7 3.8 18 29% GB/月
東北亞 1.3 2.6 14 32% GB/月
中國1 0.93 2.3 12 32% GB/月
東南亞及大洋洲 1.8 2.7 14 32% GB/月
印度、尼泊爾及不丹 4.1 5.7 13 15% GB/月
中東和及洲 1.3 2.0 12 35% GB/月
撒哈拉以南非洲3 1.0 1.4 6.9 31% GB/月

區域關鍵數據

1	這些數據也包含在東北亞地區的區域數字中
2	這些數字不包括巴基斯坦
3	這些數據也包含在中東及非洲地區的區域數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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