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善行业标准 今年有望试商用
5G 消息商用，标准先行。 有

关部门正在积极推进 5G 消息相
关标准落地 。 近日 ，工业和信息
化部科技司发布了通信行业 17
项行业标准和 2 项行业标准修
改单报批公示 ，其中包括 《5G 消
息总体技术要求 》。 这一标准规
定了 5G 消息的总体技术要求 ，
包括业务概述 、系统架构 、功能
要求 、互通要求 、支撑管理要求 、
服务质量 、终端要求和安全要求
等内容 。 此前 ，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司还公示了 《5G 消息终端
测试方法 》《5G 消息终端技术要
求》等 5G 消息标准。

目前 ，5G 消息已经 初 步 具
备商用的基本条件。 华为、中兴、
小米 、OPPO、vivo 等手机厂商正

在积极推动 5G 消息商用 ， 市场
上已有数十款手机终端支持 5G
消息。 业内人士透露，5G 消息有
望今年进行全国试商用。

当然 ，5G 消息商用要 想 获
得真正的成功 ，还面临着用户使
用习惯 、手机终端适配等诸多挑
战 。 目前 ，微信 、微博 、抖音等已
经拥有数量庞大的用户群体 ，用
户黏性普遍较高 。 5G 消息具有
的社交和商业服务等功能 ，与市
场上的 App 功能具有较大的重
叠度 。 5G 消息能否凭借其不下
载 、不安装等轻量化优势 ，赢得
用户认可 ，仍是个未知数 。 在手
机终端适配方面 ，虽然市场上已
经有数十款终端支持 5G 消息 ，
但是仍有大量手机无法支持 5G

消息 。 手机终端升级换代 ，需要
一个过程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 5G 消息发展的进程。

尽管面临着诸多挑战 ，但是
业界对于 5G 消息的发展仍然充
满信心 ，5G 消息被视为 5G 时代
最先落地的 5G 应用。随着 5G 商
用加快推进 、5G 消息终端日益
普及 、 数字技术等快速发展 ，5G
消息将逐步破除发展障碍 ，并迎
来发展爆发期 。 业内人士预计 ，
5G 消息的市场规模将达到千亿
元 ，融合人工智能 、云计算和大
数据等技术后 ，市场规模有望进
一步提高。 届时，5G 消息有望替
代很多 App， 成为未来智能终端
服务的主入口。

■ 本报记者 马成涛

时下，5G 已经正式商用，5G 智能手机日益普及。 在 5G 时代，手机“短信”有什么变化？ 5G 消息除
了具有收发传统文本的功能，还能收发图片、音频、视频、位置等多媒体内容。 5G 消息的脚步越来越
近，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无需下载 App
就能收发 5G消息
“现在，用智能手机就可以玩转生活，网

购、查询天气、生活缴费等都可以在手机上
完成。 不过，App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
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烦恼。 现在，我的手机
上下载了各种 App，占用手机空间，注册过
程繁琐，然而很多 App 都不经常用。 5G 消
息不用下载 App，就可以实现缴费、订餐等
多项功能，这对于用户来说是个好消息！ ”
对于 5G 消息，合肥市民李女士充满期待。

5G 消息，是 5G 时代升级版的“手机短
信”。不同于传统短信，5G 消息进行了颠覆
性的升级。 5G 消息可以提供多媒体内容，
包括文图、音频、视频、位置、联系人等。 除
了内容形式更加丰富，5G 消息还引入了在
线交互功能，可以提供支付、购物等服务。
用户无需下载五花八门的 App， 也不需要
安装注册， 就可以在短信页面上完成在线
交互，比如生活缴费、医院挂号、订票订餐、
查询天气、查询快递物流、查看航班动态、
定位、看视频等。

在 4G 时代， 社交功能逐步转移到微
信、微博、抖音等平台上。 作为曾经重要的
交流渠道， 短信逐步失去了社交和沟通的
功能。 而 5G 消息的到来，有望恢复“手机
短信”的应有市场地位，成为 5G 时代的重
量级应用。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去年联
合发布的《5G 消息白皮书》认为，运营商传
统短信业务因功能简单、体验受限，已无法
满足用户多样化的需求。 当 5G 时代来临
时， 传统短信业务需要升级到富媒体消息
业务。 5G 消息业务不仅支持个人用户之间
的多媒体消息交互， 还使得行业客户能够
为其用户提供基于富媒体的新型数字化交
互服务。

专家表示，5G 消息有望形成新的社交
生态，将对微信、微博等社交应用产生一定
的冲击。 微信等社交应用具有“强社交”属
性，人们要添加好友才能收发消息。 而 5G
消息具有“弱社交”属性，人们无需添加好
友， 通过对方的手机号就能收发多媒体内
容。 商家的服务可以通过 5G 消息，与用户
沟通。 如此一来， 朋友圈可以变得更加纯
粹。 此外，在传输速度和传输效率方面，5G
消息具有天然的优势。

应用领域广泛 赋能千行百业
用户只要发送短信 ，即可一

键获得健康码 ，这对于不熟悉智
能手机操作的老年人来说 ，尤为
便利 。 这样的应用场景随着 5G
消息落地，有望成为现实。

《5G 消息白皮书 》指出 ，5G
消息业务在保持用户原有通信
习惯 、充分继承电信业务的码号
体系 、实名制 、安全性 、互联互通
和电信级服务质量的基础上 ，以
终端原生方式升级短信服务。 5G
消息业务融合多种媒体和消息
格式 ， 并可无缝与传统短信融
合。 5G 消息业务利用人工智能、
云计算和大数据等能力 ，为用户
提供高效的智能服务 ，满足了用
户丰富的信息沟通需求和多样
化的服务需求。

5G 消息具有功能丰富 、安
全可信 、社交入口等优势 。 相比
短信 ，5G 消息具有较强的社交

功能和个性化信息服务功能 ，实
现了 “信息即服务 ”，用户可以在
信息页面上完成各种业务闭环 。
对于商家来说 ，5G 消息本身就
是一个网络服务平台。 凭借其优
势 ，5G 消息将通过提供多媒体
内容 、在线交互等方式 ，在政务 、
金融 、传媒 、电商、旅游 、教育 、医
疗 、 交通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
从而赋能千行百业。

5G 消息将有效打通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 政府和企业可
以通过 5G 消息 ， 给用户发送多
媒体消息，提高服务品质。 比如，
在气象服务领域 ，有关部门如果
使用 5G 消息发布气象预警 ，可
以给群众推送文字 、长图 、短视
频等 “花式 ”天气预报 ，让预警消
息更直观 ，预警效果比单纯的文
字要强得多 。 对于 5G 气象短信
发展 ，安徽省气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5G 时代移动互联技术发
生深刻变革 ，形势倒逼气象信息
服务要在服务形式 、手段及内容
等方面进行创新 ， 要切实推动
5G 气象短信发展。

当下， 数字经济发展如火如
荼 ，5G 消息正迎来发展 “窗口
期”。5G 消息结合 AI（人工智能）、
AR（增强现实）等技术，加速与行
业融合创新，有望开拓智慧金融、
智慧政务 、 智慧交通等 5G 信息
化应用。 比如，在金融领域，部分
APP 安装成本高 、 使用率低 ，5G
消息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用
户收到 5G 消息后 ， 不仅可以查
看金融服务资讯， 还可以点击进
入活动页面办理各种金融业务 ，
省去了下载 App 的烦恼 。 此外 ，
5G 消息还可实现加密传输，能够
更好防范伪基站短信诈骗等风
险，保护用户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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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刷存在感的“双 11”
还有吸引力吗？

■ 何珂

一年一度的“双 11”如期而至。10 月 20 日晚 8 时，各电商
平台打响了 2021 年 “双 11”的第一枪 ，看直播 、付定金 、抢红
包，热闹非凡。 “淘宝崩了”“李佳琦好像黄金矿工卖道具的”
“薇娅是开了 2 倍速吗” 等各种稀奇古怪的话题先后登顶微
博热搜。

作为已经走过 12 个年头的线上最大促销节日，“双 11”带
来巨大的用户集中消费额，成为各大电商平台一年当中营收增
长最迅猛的节点之一，但也因此陷入诸多争议，如低价促销背
后的商品和服务质量投诉，日渐增多的促销套路让消费者一头
雾水。 同时，随着互联网消费的深入发展，购物平台日益增多，
从天猫、京东到拼多多、闲鱼、抖音、微店等；购物方式也多种多
样，从卖一手货到二手交易，从平面网店到直播带货；购物节庆
活动也渐成体系，从“618”“双 11”“双 12”，再到国庆、元旦、新
年等各种节庆促销，消费狂欢可以让人从年头嗨到年尾，不少
消费者直呼审“促”疲劳。

那么，进入第 13 个年头，“双 11”还有吸引力吗？ 其实不
管有多少次促销 ，消费者都会期待新玩法 ，但最朴实的愿望
依然未变：少一点套路，多一点优惠。 而从今年来看，电商平
台们已经开始转向，不再只盯着流量和消费数据。 在今年的
天猫“双 11”全球狂欢季发布会上 ，天猫负责人介绍 ，今年双
11 的 “变 ”与 “不变 ”都以消费者体验为标尺 ，希望能让消费
者有更好的购物体验 。 具体来看 ，往年凌晨熬夜的活动 ，改
到了对消费者更友好的晚上 8 时的黄金时间段 。 在老年群
体的体验上 ，为了方便他们参与 ，淘宝上线了长辈版 ：字更
大 、更清晰 ，还上线了语音助手 ，让老年消费者操作更省力 ；
另外 ，长辈版在商品供应上也做了相应改进 ，符合老年群体
使用的商品更容易被推荐 ，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购
物满意度。

首日的直播中， 两大头部主播的带货量相加逼近 190 亿。
虽然只是第一天的数据，但是或许可以从这个数据中看出内需
能量和经济活力。 但随着网络消费的升级，“双 11”也必须持续
提质，提供更优惠的价格，更好的体验，这样方能助推消费升
级，进一步释放消费活力。

4K修复让老片“新生”
日前，国内某视频平台发布的“经典中视

频 4K 修复计划”， 通过技术力量对经典动画
进行 4K 修复， 让老片实现 “新生”，《哪吒传
奇》《葫芦兄弟》《黑猫警长》 等六部经典动画
作品 4K 修复版已经上线。通过整体修复及数
字化， 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国产经典动
画的魅力。

“4K 修复”是指用影像修复技术把老影
像修复到 4K 的分辨率。经典老片受困于画质
问题，难以满足人们如今的观影体验。 为此，

国内多家视频平台和专业人员发起修复老片
行动， 让技术在传承影视艺术中充分发挥价
值。 据了解，“经典中视频 4K 修复计划”首批
合作伙伴还包括央视动漫集团和上海美术电
影制片厂， 未来一年，《哈哈镜花缘》《舒克和
贝塔》 等多部经典动画片的 4K 修复版完成
后，也将陆续上线。

业内人士介绍，4K 修复并非易事，4K 的
分辨率高达 4096*3112，工作量相当于 2K 修
复的 4 倍。通过超分辨率、智能插帧等技术手

段，可以提高老片的视频分辨率和流畅度。修
复后的老片的瑕疵噪点去掉，变得更流畅，色
彩更鲜艳。

经典动画、影视等凝聚了老一辈人的智
慧与心血，需要更好地传承和守护。 此前，首
部黑白转彩色 4K 修复版电影 《永不消逝的
电波》亮相，《天书奇谭》4K 修复版也即将上
映。过去，人们用胶片拍摄和存储电影。但无
论胶片材料如何发展变化， 却始终保存难、
易受损。 我国目前已经完成了不少电影的修

复，但由于 4K 修复难度系数较高，目前完成
4K 修复的电影也相对较少。 据统计，2006 年
到 2021 年 1 月期间， 中国电影资料馆已完
成 525 部电影的 2K 修复，但 4K 修复则只有
15 部。

专家介绍 ， 数字修复过程非常复杂艰
辛，但这还不是电影修复中最困难的。 电影
修复的原则是 “修旧如旧 ”，而 “既要恢复影
像原貌 ，又不能把旧片修成新的 ，艺术层面
的问题则更多”。 在声、画两方面，电影修复
都需要技术与艺术“共舞”。

（本报记者 何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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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消息”来了 改变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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