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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 5G核心网的创新技术，包括多维网络切片、用户面软硬件加速、移动边缘计算（MEC）

与 5G 结合、运维自动化和行业多样化使能技术，并探讨其在行业领域的应用和带来的价值。通

过这些创新技术的使用，提出敏捷、算力、智能三位一体的 5G 核心网概念，以适应万物互联市

场拓展的需要。

关键词：5G 核心网；分布式集中分离；移动边缘计算；切片；时间敏感型网络；5G LAN；非公

共网络

Abstract: The 5G core network innovation technologies, including multi-dimensional network 

slicing, user plane hardware and software acceleration, mobile edge computing (MEC) and 5G 

integratio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automation, and industry diversification enabling tech-

nologies are studied in this paper. The applications and value of these technologies in industry 

field are then discussed. By the use of these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a 5G core network inte-

grating agility, computing power and intelligence is created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market expansion.

Keywords: 5G core network; distribution unit separation; MEC; network slicing; time sensitive 

network; 5G local area network; non-public network

1 5G 核心网挑战分析

面对万物互联，5G 网络需要更

聪明、更灵活的大脑，来精准地感知

网络数据流量上传下发的拥塞状态、

业务动向、用户位置等信息。5G 网络

还需要具备用户和业务的接入控制、

无线网络资源调度的能力。3GPP 定

义了全新服务化架构（SBA），采用

HTTP/2 互联网化的协议，借助 IT 云

原生技术重构 5G 核心网。面对架构的

全面革新，以及使能垂直行业的使命，

如何协同标准、业界发展情况，稳、快、

好、省地实现 5G 网络的商用落地，是

5G 规模商用的挑战。目前的 5G 核心

网存在以下的挑战：

1）网络定制化能力低。过去通信

网是面向确定性需求建设的，而随着通

信网由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的发

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因素，

传统的网络难以满足客户日益个性化

的需求。此外，互联网应用创新要求网

络更敏捷，行业需求的不确定性、差异

化网络服务等级协议（SLA）、面向大

众市场用户（ToC）/ 面向垂直行业（ToB）

业务的显著差异，则要求 5G 核心网更

加敏捷，能够做到快速定制网络。面对

数字化的浪潮，传统预先设定好的网络

难以适应，同时网络能力优势也未能针

对云进行有效、统一地开放，这都导致

网络侧成为创新的瓶颈。

2）虚拟化性能难以媲美专有硬

件。网络功能虚拟化（NFV）软硬件

解耦、通用硬件的采用，以及 NFV 在

电信领域的逐步普及，虽然降低了硬

件成本，提升了资源利用率，但因为

引入中间的虚拟化一层导致网络转发

性能有所下降。除了在虚拟化层面使

用 CPU 绑 定、 单 根 输 出 输 出 虚 拟 化

（SR-IOV）、多网卡绑定等技术手段

来减少虚拟化和 x86 硬件引入带来的

性能损耗，还需要在软件和硬件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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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相应的增强，使得 5G 用户面能够兼

顾强转发和强计算的能力。

3）中心式网络难以应对流量指

数级增长。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用户对流量的需求与日俱增。4G 不限

流量套餐的推出，使得网络只能不断

地升级扩容，这种以中心式建网弊端

日益凸显。提速降费的大背景，对运

营商的流量经营带来了压力。另外，

随着 5G 大带宽、低时延业务的发展，

云虚拟现实（VR）/ 增强现实（AR）、

大视频等 5G 新业务将对中心网络造成

进一步冲击，大量的业务要求能够在

本地消化和终结，以降低网络时延以

及骨干网络负荷。

4）网络缺乏自动化开通和运维

的能力。虚拟化后的软硬件解耦程度

增大，使得组网更加复杂。网络结构

正向多厂商、多平台、多组件、多接

口演进，运营商在 5G 核心网建设时将

面临多厂商、跨域集成等多项挑战，

基于人工的方式难以迅速响应随需而

动 的 网 络 维 护。5G 网 络 比 2G/3G/4G

复杂得多，高度弹性，动态变化，急

需引入人工智能（AI）、大数据等新

技术，以推动网络运维的自动化、智

能化发展。

2 5G 核心网创新技术
与 LTE 相比，5G 的主要目标不

仅仅是为了带来更高速率的数据服务。

为 此，ITU-R 定 义 了 增 强 移 动 宽 带

（eMBB）、超可靠低时延（URLLC）

以 及 海 量 机 器 类 通 信（mMTC）3 大

场景 [1]，使能垂直行业。3GPP 定义了

SBA 和功能模块化，实现业务的按需

部署，新业务上线时间的缩短；定义

的控制面和用户面分离（CUPS）技术，

实现了用户面可以基于业务需求灵活

部署；定义的移动边缘计算（MEC）

技术，使得用户可以就近访问业务；

定义的网络切片技术，可以使一套物

理网络服务于多个不同的应用场景。

5G 核心网正是基于以上多种创新技术

进行设计，完全满足 5G 时代业务多样

化的需求，为网络走向开放和构建生

态提供动力源泉。

2.1 跨域多维切片技术

切片是 5G 独立组网（SA）较为

关键的因素，通过动态切片的自动化

创建，以实现全网资源的调度，快速

定制、兑现差异化的 SLA，满足各种

垂直行业差异化的网络需求。网络切

片是一种按需组网的方式，可以让运

营商在同一基础设施上分离出多个虚

拟的端到端网络。一个网络切片实例

提供一个或多个业务场景。一个切片

由一个或多个子切片组成，子切片包

含无线、核心网、承载。两个切片可

以共享一个或多个子切片。

4G 可以通过专用核心网（DCN）

技术 [2] 实现类似切片的概念，但 4G 

DCN 技术仅是核心网单切片，不支持

端到端，不具备管理灵活性，无法演

进 到 5G 切 片。 表 1 是 4G DCN 和 5G

切片技术比较。

面对不同的行业网络质量要求，

需要为特定的行业应用或企业定义特

定的切片，部署不同的切片实例，实

现专属的网络。网络切片由网络功能

构建而成，涉及到端到端网络。如果

所有网络切片都采用完全独立的网络

功能，会造成网络资源开销大和性价

比低；因此，面对垂直行业时，网络

功能在切片间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共享，以满足资源效率提升的需求。

目前，业界针对网络切片部署模式主

要有 3 种，具体如图 1 所示。

1）模式 1：该模式的安全隔离要

求高，成本敏感度低，如远程医疗、

工业自动化等，不同切片采用完全独

立的网络功能（NF），控制面和用户

NF 都不共享。

2）模式 2：该模式的安全隔离要

求相对低，终端要求同时接入多个切

片，如辅助驾驶、车载娱乐等，不同

切片的部分控制面 NF 共享，用户面

NF 不共享。

3）模式 3：该模式的安全隔离要

求低，成本敏感，如视频监控、手机

视频、环境监测等，不同切片的所有

关键技术点 4G DCN 5G 切片

切片范围 仅包括核心网 包括无线、传输、核心网

应用场景

• 一 个 UE 只 能 够 签 约 一 个 切 片， 如

NB-IoT
• 一个 UE 只能同时接入一个切片

•  一个 UE 基于 Subscribed NSSAI 可以签

约多个切片类型，如 eMBB、mMTC、

URLLC
•  一个 UE 可以同时接入多个切片（至多 8

个）

切片选择
•  只能根据签约选择切片
•  UE 不能根据 APP 选择不同的切片

• 通过 NSSF，可以基于 NSSAI、位置、负

荷灵活选择不同切片
• 支持 PCF 配置不同 APP，选择不同切片

的策略，并下发给 UE

切片管理
通过 NFVO+/VNFM 用网络服务方式进

行部署

• 引入 CSMF、NSMF 和 NSSMF，支持切

片的订购、端到端编排
• 使用 NST 和子切片模板（NSST 描述切片

和子切片的信息模型）

表 1  4G DCN 和 5G 切片技术比较

CSMF：通信服务管理功能

DCN：专有核心网

E2E：端到端

eMBB：增强移动宽带

mMTC：海量机器类通信

NB-IoT：窄带 - 物联网

NFVO：网络功能虚拟化编排

NSMF：切片管理功能

NSSAI：网络切片选择辅助标识

NSSF：网络切片选择功能

NSSMF：子切片管理功能

NSST：网络子切片模板

NST：网络切片模板

PCF：策略控制功能

UE：用户设备

URLLC：超可靠低时延通信

VNFM：虚拟化网络功能管理

5G 核心网创新技术研究及应用探索 陆光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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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 NF 共享，用户面 NF 不共享。

2.2 软硬件加速技术

VR/AR、自动驾驶、云游戏等新

兴业务对网络提出超低时延、超大带

宽的要求，具体见图 2。这些性能需

求与网络用户面紧密相关，需要用户

面提供高效、快速的数据处理和转发。

在 eMBB 的场景下，可以通过纯

软件加速的方案，并基于矢量包处理

（VPP）[3] 的思想，在数据报文卸载

功能中采用矢量转发技术，提高转发

处理性能，实现热点报文的批量处理

和转发，有效地降低业务逻辑对 CPU

的消耗，并解决传统来包逐个处理、

不加分类而产生的缓存抖动和缓存未

命中的缺陷。采用数据平面开发套件

（DPDK）[4] 无锁化并行计算架构（具

体如图 3 所示），能够将相同用户 IP

的报文放到同一个线程中，避免了多

个线程同时读写同一个内存数据区的

情况，实现了无锁化，并消除锁等待

时间，从而达到高并发的效果。合理

规划 DPDK 内存与缓存，需要将频繁

执行的代码常驻指令 Cache，限制访存

范围降低切页带来的消耗，大幅提升

报文的处理速度。

在 IMT-2020 的 关 键 特 性 中，

URLLC 要求端到端的时延为 1 ms，并

尽可能减少非空口的传输时延，核心

网侧用户面转发时延从 100 ～ 200 μs

降低至 10 μs。虽然在架构层面上，

控 制 面 和 用 户 面 分 离 技 术（CUPS）

实现了用户面下沉，但是基于纯软件

加速已无法满足低时延的要求，需要

借助硬件加速技术。目前，主流的加

速卡硬件主要有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PGA）、网络处理器（NP）和专用

集 成 电 路（ASIC）。FPGA 因 其 更 优

的通用性和灵活性，又便于引入新特

性，更加适合作为面向 5G 的虚拟化通

用硬件加速平台。基于 x86 服务器的 ▲图 3  数据平面开发套件无锁化并行计算

▲图 1  网络切片部署模式

AR：增强现实 VR：虚拟现实

AAU：有源天线处理单元

AMF：接入管理功能

CU：集中式单元

DU：分布式单元

PCF：策略控制功能

SMF：会话管理功能

UDM：统一数据管理

UPF：用户面功能

模式 1：完全独立 模式 2：部分控制面共享

工业自动化

1 Gbit/s

超清视频     AR/VR

家用传感器

系统控制

工业控制

自动驾驶

360°VR（Hi res）

360°VR（Io res）

触觉 VR

4K 视频

8K 视频

HD 视频

传感器

10 s 1 s 100 ms 10 ms 100 μs1 ms 时延

物

视频

1 Mbit/s

带宽

100 Mbit/s

100 kbit/s

10 Mbit/s

10 kbit/s

地图下载 辅助驾驶 视频监控 手机视频 环境监测

切片 1 切片 2 切片 3 切片 4 切片 5 切片 6

模式 3：控制面共享、媒体面独立

▲图 2  各种业务对网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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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GA 智能网卡加速虚拟化用户面，性

能媲美专用硬件。通过在软件 VNF 层

面进行业务首包学习，生成转发流表，

并将流表下发到智能网卡中，同一条

流的后续数据报文将由智能网卡接收、

解包、处理后直接转发，降低了节点

内转发处理层次，大幅减少 CPU 计算、

内存读取、外设部件互联标准（PCIe）

总线的瓶颈，提升单服务器性能密度。

相对纯软件加速的用户面而言，

智能网卡加速的用户面可以突破当前

虚拟化转发的性能和时延瓶颈，实现

虚拟化超高性能超低时延，显著降低

转发时延达到微秒级别，满足 5G 工业

控制、自动驾驶等超低时延应用。

2.3 行业使能技术

5G 在赋能垂直行业方面，除了提

供基础的 5G 网络功能和业务支持外，

为满足行业多样化的特性需求，3GPP 

R16 引入 5G 行业使能技术，包括时间

敏感网络（TSN）、5G 局域网（5G  LAN）

和 5G 专 网（5G NPN）[5] 等 内 容。 通

过这些行业增值产品包来满足场景化

部署，从而推动智能制造与工业物联

网（IIoT），引领工业 4.0。

TSN 引入 IEEE 的 TSN 特性，在以

太网上提供确定性时间传输，实现了数

据包在确定的时间内到达并转发。TSN

源于音视频领域的应用需求，最初称

之为以太网音视频桥接技术 （AVB）[6]，

用于传输高质量音视频；2012 年 IEEE

决定扩展工业控制领域，将其更名为

TSN。5G 系 统 作 为 TSN 网 桥 与 外 部

TSN 网络集成，并通过设备侧 TSN 转

换器（DS-TT）和网络侧 TSN 转换器

（NW-TT）提供 TSN 入口和出口，实

现 TSN 和 5G 网络的通信，使能实时

物联网业务。5G+TSN 构建确定性网络

（如图 4 所示），使得设备时间精准

同步，并使能多节点高精度协作控制，

支持低时延、低抖动、高可靠确定性

组网。将工业设备通过无线的方式接

入到 TSN 网络，代替传统有线的方式，

能够摆脱线缆束缚。典型的应用场景

包括机器人协同、车辆精准调度、配

电网差动保护等。

5G 专网（NPN）重点面向行业专

有业务的接入，禁止非 NPN 用户接入

NPN 小区或跟踪区，打造安全、可靠、

定制化 5G 专网。非公共网络架构如图

5 所示。5G 核心网部署到专有网络中，

终端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实现专网和公

网的互访：

1）用户通过专网接入时，专网

同时作为信任或非信任 3GPP 接入，

接入到公网，实现用户通过专网接入

公网的互访需求；

2）用户通过公网接入时，公网

同时作为信任或非信任 3GPP 接入，

接入到专网中，实现用户通过公网接

入专网的互访需求。

NPN 可以低成本、快速地部署局

域工业互联网。NPN 易定制的特点满

足了行业特定需求，提升用户体验。

此外，NPN 有着保密性高、独立管控、

小区级安全、敏感数据仅本地保存的

特点。NPN 典型的应用场景包括工业

园区、矿山、集装箱港口等。

5G LAN 支持局域网类型的网络

覆 盖， 通 过 UPF 完 成 LAN 区 域 内 的

点对点通信，满足快速部署安全、可

控的企业局域网的需求。通过会话管

理功能（SMF）配置 UPF 来灵活处理

单个 5G 虚拟网络组的协议数据单元

（PDU）会话之间路由流量。例如，

取决于目的地地址，一些分组流可以

在本地转发，而其他分组流通过 N19

转发。5G 虚拟网络组通信有 3 种类型

的流量转发方式：

1） 基 于 N6 的 转 发，5G 虚 拟 网

络组通信的上行 / 下行（UL/DL）流量

被转发到数据网络（DN），或从 DN

转发；

TSN：时间敏感网络 gNB：5G 基站  UE：用户设备

▲图 5  非公共网络架构

UPF：用户面功能

▲图 4  5G+ 时间敏感网络

TSN 系统

TSN 设备
5G 系统作为 TSN 桥

非公共网

控制面 UPF 私有业务

控制面 UPF 公众业务

UE gNB
5G

核心网

适

配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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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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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F：用户面功能

5GC：5G 核心网 

LAN：局域网

MEP：多接入边缘计算平台

▲图 6  5G 局域网架构图

2）基于 N19 的转发，5G 虚拟网

络组通信的 UL/DL 流量通过 N19 在不

同 PDU 会话的锚点 UPF 之间转发；

3）本地交换，如果该 UPF 是同

一 5G 虚拟网络组的不同 PDU 会话的

通用 PSA UPF，则流量由单个 UPF 在

本地转发。

5G LAN 技 术 参 见 图 6， 其 支 持

UE 间的本地通信，用户组灵活划分，

数据安全隔离，并能优化数据路由与

交换，满足企业网快速部署，自主实

现群组管理和 IP 地址分配。典型的应

用场景包括大型会议、赛事等。

2.4 边缘计算技术

MEC 是 5G 的核心技术之一，提

供连接 + 计算的能力。MEC 将云计算

从中心扩展到边缘，实现算力延伸，

更加地贴近用户。5G 网络集成 MEC

部 署（ 具 体 见 图 7）， 主 要 体 现 在

UPF 下沉至 MEC 节点，并将控制面网

络开放功能（NEF）、策略控制功能

（PCF）、SMF 等网元中心集中部署。

MEC 应用编排（MEAO）对应于第三

方 应 用 功 能（AF）， 可 通 过 NEF 或

PCF 进行交互，完成分流规则的影响

与配置。SMF 集中地对流量的调度，

通过数据网络名（DNN）、上行分类

器（ULCL）或者 IPv6 多归属等方案 [7]

实现边缘 UPF 的选择及特定数据业务

分流。会话管理、QoS 管理、连续性

管理、计费、监听等遵循 5G 核心网流

程。5G MEC 的部署编排系统应与 5G

网络管理和编排（MANO）统一考虑，

并与编排器进行融合。MEC 能力开放

应与 NEF 能力开放采用统一接口，支

持边缘侧网络能力开放。

5G 网络将以核心 / 大区、本地、

边缘三级 DC+ 基站机房为基础架构，

虚拟化网元功能可按照场景部署在网

络相应的位置上，满足各种低时延高

带宽的业务，如表 2 所示。通过在运

营商站点机房、边缘 DC 包括接入机

房和汇聚机房部署 MEC 平台和上层

APP 应用，使 MEC 更加贴近用户侧，

实现更低的时延，以及流量就近转发，

以满足车联网、AR/VR、高清视频、

云办公、智能家居等各种各样的垂直

行业应用，实现多种制式、融合接入、

AMF：接入和移动性管理功能

AUSF：鉴权服务器功能

DN：数据网络

LA：本地区域

MEC：移动边缘计算

NEF：网络开放功能

NRF：网络存储功能

NSSF：网络切片选择功能

PCF：策略控制功能

RAN：无线接入网络

SMF：会话管理功能

UDM：统一数据管理

UE：用户设备

UPF：用户面功能

▲图 7  移动边缘计算与 5G 网络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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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平台。

基于 5G 网络拓展边缘云，可以

充分发挥连接和网络的优势，整合云、

网、边、端能力为行业客户提供一体

化服务，同时开拓更多的创新应用。

5G 网络和边缘计算结合的优势体现在

如下几点：

1）连接优势，全覆盖、多样化

的连接是运营商进入边缘计算领域的

核心切入点；

2）网络优势，高可靠、低时延、

大带宽、多连接、确定性以及业务安

全的 5G 网络用户面是边缘计算的核心

锚点；              

3）边缘优势，基于网络云打造边

缘 ICT 融合资源池，向平台和应用综合

服务能力延伸，实现性能和成本最优。

2.5 自动化运维技术

5G 核心网全云化的部署是以云为

核心对网络进行规划，并通过云 + 网

提供一体化的服务，为客户到云、云

到云提供最短路径、最优体验和最安

全可靠的保障。引入自动化工具链来

解决网络快速部署，如图 8 所示，可

以使得网络部署速度跟上云业务“分

钟级”开通的需要。

通过打通规划、建设、运维和优

化整个流程，并集成整个工具链，实

现 5G 核心网虚拟化建设的规划设计、

网络部署和验收测试的自动化，大幅

缩短网络建设时间。同时，通过友好

的用户交互界面在网络集成的全生命

周期中实现工具功能与客户需求之间

的“零距离”，有效解决了运营商在

虚拟化网络部署和运维中的痛点。

1）设计工具：通过图形用户界

面（GUI）界面汇总硬件、云平台、

MANO 及 NF 部署所需配置参数和资

源要求，自动生成集成场景组件实例

化参数文件和设计文档；

2）部署工具：接收设计工具生

成的实例化参数文件，完成硬件、云

平 台、MANO 及 NF 的 部 署， 并 完 成

NF 局数据配置；

3） 运 维 工 具： 在 云 平 台、

MANO、NF 完成部署后，日常维护支

持根原因分析（RCA）多层故障告警

关联，自动巡检网络实时状态，故障

自愈以及自动派单处理；

4）网优工具：实时保障网络的

质量，通过对网络关键性能指标（KPI）

质量监控和对比，支持资源的重新分

配，按需弹性扩容和优先级调度。

3 5G 应用探索
5G 应用并不能一蹴而就，还需一

定时间。5G 建设初期，主要依赖大视

频、云游戏等 eMBB 应用；近期，聚

焦 MEC 园区网；远期，聚焦垂直行业

使能技术，拓展 URLLC/mMTC 行业市

场。2019—2020 年，5G 在全球各区域

均开展了试点部署，尤其是在中国市

场：通过头部行业试点探索，挖掘 5G

的典型应用，获得了显著的成果。下面，

我们重点介绍 5G 在工业、教育、医疗、

电力和车联网等方面的应用。

1）5G+ 工业：基于端到端切片

+MEC 开展 5G+ 工业的建设，可为企

场景 1 场景 3 场景 3

用户距离（密集城区）/km 2~3 < 5 10~20 

业务时延 /ms 5 5~10 <20 

典型业务 车联网、工厂 视频直播、园区 vCDN、VR 云游戏等

表 2  不同边缘场景下的业务分析

vCDN：虚拟内容分发网络 VR：虚拟现实

▲图 8  端到端自动化流程

设计

自动化

部署 运营 网优

参数输入数千至数十

端到端 端到端 RCA 跨层关联 健康预测模板化 过程可视 自动巡检 资源重分配

图形化 远程安装 故障自愈 参数优化自动生成 LLD 自动开通 智能派单 优先级调度

模型训练

部署时间数周至数天 运营成本降低 资源优化及时准确

数据清洗数据挖掘

自动化作业引擎

系列自动化工具

机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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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快速构建起高安全隔离的行业虚拟

专网。

（1）园区数据访问安全：MEC

实现数据的本地存储，关键数据内部

传输不出园区，并且与公网隔离以保

证安全性。

（2）生产采集数据快速分流：

用户面下沉到边缘，提供稳定的高带

宽、低时延的网络质量，同时将采集

数据快速分流到工业互联网分析平台，

为生产提供分析、告警、判决、调整

等决策建议。

2）5G+ 教育：场景化应用的增多，

推动了教育的升级。

（1）远程 VR/AR 教室利用 5G 的

大带宽、低时延特性：结合 5G 核心网

转发面硬件的加速优化创新技术，较好

地满足了远程VR/AR教室的网络需求，

实现了远程教育“真人”化，使得在家

上课也能享受与现场一样的体验。

（2）5G 智慧校园：通过高清监

控、人脸识别提供了业务层的解决方

案，但这些新技术需要更好的网络支

撑才能发挥最大功效。通过部署增强

的校园 MEC 平台，利用 5G LAN 技术，

构建了一张大带宽、高可靠的强本地

网，为智慧业务落地提供了坚实的网

络基础设施。

3）5G+ 医疗：网络切片和低时延

保障技术的结合，解决了远程医疗安

全和性能瓶颈。

（1）借助于 5G 网络切片，可以

将医院办公等普通业务与远程会诊等

高安全业务分别部署不同的专用网络，

彻底进行隔离，确保了远程会诊网络

的安全性。

（2）借助本地化的医疗 MEC 平

台 /TSN 等技术，实现了远程医疗“最

后一公里”的超低时延保障。

4）5G+ 电力：生产、园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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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等差异化较大的业务需求，可以

通过切片等技术满足电力生产管理的

转型升级。

（1）基于 5G 切片的隔离增强技

术，构建完全隔离的电力生产专网，

确保生产不受干扰。

（2）引入本地化的电力 MEC 平

台，将园区管理应用全部本地化部署，

并利用 5G 无线大带宽接入、MEC ICT

资源共用、MEC 平台即服务（PaaS）

能力开放、NPN 等创新技术手段，实

现了园区管理智能化高安全运转。

（3）办公系统全部上云，并利

用边缘云资源部署办公本地化系统，

实现办公系统的云边协同，上云的同

时也确保了办公体验不下降。

5）5G+ 车联网：加速自动驾驶网

联化，提升交通安全和效率。5G 自动

驾驶是基于摄像头、雷达、全球定位

系统（GPS）定位、视觉计算等单车

智能化技术，结合 5G 网络切片、MEC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完成“车 - 路 - 人”

网联协同，实现智能化交通。

（1）车路协同安全辅助：MEC

实时接收路侧摄像头、雷达、红绿灯

等智能设备上传的信息，并提供视频、

信号等处理分析所需要的算力资源和

云边交互的通信路径。

（2）自动驾驶协同感知控制：

用户面采用硬件加速技术并下沉边

缘，将核心网侧的转发时延由 0.5 ms

降 低 至 0.2 ms， 同 时 URLLC 双 会 话

采用不同切片保障低时延高速移动场

景下业务的连续性和高可靠性实现自

动驾驶协同。

4 结束语
5G 核心网作为连接消费互联网和

产业互联网的中央处理器，提供全云

化、用户面加速、一体化 MEC、行业

使能技术包、多维切片、E2E 自动化

等全系列特性，统一调度全网连接资

源，使能千行百业的创新，助力各行

业的数字化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