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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網絡技術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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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1G 2G 3G 4G 5G

CLOUD

IoT

只限話音 主要用於話音 話音及數據 高速數據 不單是
超高速數據

數據傳輸率



5G三大應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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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提升 應用例子 5G應用特性

速度
目標最高下載傳輸速度
為 20 Gbps
(每秒20吉比特)

10秒內下載㇐齣⾧達
2小時的高清電影 增強型流動寬頻

時延 能支援在空中傳輸過程
中低至㇐毫秒的時延

支援高要求的互動通訊
服務，例如自動駕駛等 超可靠和低時延

通訊

大規模
終端裝置連接

能在每平方公里連接
多達㇐百萬個裝置

對物聯網的發展甚為重要 大規模
機器類型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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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電信聯盟
(ITU) 所定義的
5G應用場景

3GPP 
5G NR
標準化版本

3GPP 第15版 3GPP 第16版

第㇐階段

IoT

2020年3月
第16版標準
預計完成(包括用於5G物聯網及
低時延應用等) 

第二階段

2019年3月
第15版標準
完成

5G應用與技術標準



5G「增強型流動寬頻」

5

• 在熱點提供增強型流動寬頻服務
• 應付更高數據用量需求
• 例如繁忙的街道、商場、展覽中心等

• 在熱點提供增強型流動寬頻服務
• 應付更高數據用量需求
• 例如繁忙的街道、商場、展覽中心等

於流動數據用量熱點部署於流動數據用量熱點部署
• 在熱點提供增強型流動寬頻服務
• 應付更高數據用量需求
• 例如繁忙的街道、商場、展覽中心等

於流動數據用量熱點部署
• 4K甚至高達8K解像度的影像串流
支援更高數據流量的應用

• 全息影像(hologram)

• 虛擬實境(VR)及擴增實境(AR)應用
實現更多創新應用



5G「超可靠和低時延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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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距醫療：遙距診症及遠程手術車聯網、自動駕駛、智慧型運輸系統

低時延以支持關鍵通訊應用

邁向工業4.0，利用自動化機器提升生產力



5G「大規模機器型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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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家居: 遙距控制
電燈、家庭電器等

• 智慧環境: 利用智能
電錶、電網管理以節
省電能等

發展智慧城市的基礎建設

支援更多裝置作機器間互相
自動通訊，促進物聯網發展

支持大規模的物聯網(IoT)應用



5G將革新流動服務用戶的使用體驗

超越電訊的範疇

能促進人工智能、物聯網、金融科技及STEM教學的發展
8

高速數據傳送

智能家居

雲端工作和遊戲

可穿戴式設備 遠程手術

CLOUD

智慧型運輸系統寵物護理

工業自動化

增強型流動寬頻

(物聯網)
大規模機器型通訊 超可靠和低時延通訊IoT



部分在其他市場推出的5G用戶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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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更多不同類型的5G裝置

具5G功能的虛擬實境眼鏡(例如：全息眼鏡)
和可穿戴式裝置或感應器 (例如：手錶，
健康參數感應器)

專門應用於工業方案上具5G功能的裝置及
設備 (例如：以5G技術操控的機械臂，
可用於遠程手術 ˴ 作控制或監控用途等)

具5G功能的物聯網裝置及模組
(例如：車輛上的嵌入式裝置)

用戶裝置

工業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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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
為配合5G服務發展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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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更多5G
無線電頻譜

便利營辦商鋪設
5G基建

便利營辦商及設備供應商進
行各種5G技術測試

1



5G服務需要更多無線電頻譜



流動通訊服務所使用的無線電頻譜

頻率 / 頻帶

流動服務所使用的頻譜會根據使用頻率被稱作低 / 中 / 高頻帶

無線電頻譜
用作無線電通訊用途, 頻率由 3 千赫 至 300 吉赫
的電磁頻譜㇐般被稱作無線電頻譜,

紅外線、可見光、紫外光亦屬於電磁頻譜

頻寬

用以傳遞訊號的頻率範圍
如流動通訊使用的頻寬較闊,可以支援較高速的數據傳送

Q AQ

頻率 波⾧ 滲透性 傳送距離 頻寬
中/低頻帶: 較低 較⾧ 較高 較⾧ 較少

高頻帶: 較高 較短 較低 較短 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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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用於2G、3G及4G流動服務的頻譜

現時供2G、3G及4G流動服務使用的
頻譜總量為552兆赫

頻帶 (兆赫) 流動網絡營辦商
採用的技術 頻寬 (兆赫)

850 / 900 2G、3G及4G ~85
1800 2G及4G ~150

1900 - 2200 3G及4G ~120
2300 4G 60

2500 / 2600 4G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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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年推出的5G頻譜

26/28 吉赫頻帶頻譜 (4 100兆赫)

用於｢大規模公共流動服務｣
(3 700 兆赫)

用於｢地區性無線寬頻服務｣
(400 兆赫)

邀請/指配日期 已於2019年4月指配
並可開始使用

2019年7月中開始接受申請

開始使用 2019年9月

行政指配頻譜

3.5吉赫頻帶頻譜
(200 兆赫)

4.9吉赫頻帶頻譜
(80 兆赫)

3.3吉赫頻帶頻譜
(100 兆赫)

頻譜拍賣 2019年10月至11月

開始使用 2020年4月 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

拍賣頻譜

是現時供流動服務(2G/3G/4G)使用的頻譜的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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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局已拍賣/指配的5G頻譜

通訊局現時已拍賣/指配共 1 480 兆赫 頻譜予流動網絡營辦商

頻帶 暫定成功競投人 總頻寬 (兆赫)
3.5 吉赫 4 家 流動網絡營辦商 200
4.9 吉赫 2 家 流動網絡營辦商 80

頻帶 頻譜受配者 總頻寬 (兆赫)
26/28吉赫

(非共用頻譜) 3 家 流動網絡營辦商 1 200



在模擬電視服務於2020年11月30日終止廣播後，通訊局
計劃在600／700 兆赫頻段內騰出合共160兆赫的頻譜供
室內/室外流動服務(包括5G服務)使用

可用於5G的其他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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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網絡營辦商亦可靈活地調配其現有牌照下用於第二至第四代
流動服務的頻譜，在香港不同地區提供 5G 服務

ITU將於2019年底舉行的世界無線電大會中，就屬高頻段的
24.25 – 86吉赫頻帶進行全球性協調，以編配作流動服務(包括
5G服務)用途。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通訊辦)會密切留意有關
發展。我們將適時發放國際或地區層面所普遍選定的新頻譜。



5G無線電頻譜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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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頻帶 高頻帶

頻寬 較少 較多

傳送距離 較⾧ 較短

覆蓋地點 較大範圍覆蓋 數據用量高的熱點

頻帶例子 3.5 吉赫 26/28 吉赫

為了支援高達20 Gbps 的目標下載傳輸速度,
頻寬較闊的高頻帶頻譜成為5G服務所選用的其中㇐種新頻譜

展覽中心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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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頻譜及用戶裝置

其他地區推出的5G用戶裝置所支持的5G頻譜，取決於該地區的
5G頻譜指配 ，不㇐定適用於香港所有或個別營辦商

視乎流動營辦商的網絡設計，各營辦商可在獲指配的不同頻段
(低、中、高頻帶)提供5G服務

如欲了解選購的用戶裝置是否可配合個別流動營辦商用以提供5G
服務的頻段，市民可待營辦商推出5G服務後向有關營辦商查詢

而各頻段的網絡覆蓋範圍亦可能會有所分別



便利營辦商及設備供應商進行
各種5G技術測試



便利營辦商及設備供應商
進行各種5G技術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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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局以短期性質免費指配
不同頻帶的5G頻譜
如3.5吉赫、26/28吉赫頻帶

業界可申請使用5G頻譜及
無線電設備，在不同地點
作測試和示範

測試5G網絡表現及應用
為推出5G服務作準備

已發出約50個許可證予營辦商及設備供應商，進行5G和車聯網技術測試及示範，
為將來在本港提供5G服務作準備

車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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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技術測試

各種5G測試場景

商場

實驗室 智能運輸系統

科學園戶外

機場

部分測試報告已上載於通訊辦網頁:
https://www.ofca.gov.hk/tc/pub_report/technical_reports/index.html



便利營辦商鋪設5G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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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拓展5G網絡的措施
(開放政府場所)

博物館 體育館 市政大樓 街市

 逐步將計劃擴展至其他政府物業，並
研究於公共設施(如公眾收費電話亭及
巴士站上蓋等)安裝基站的效益及如何
簡化申請及審批程序

電話亭 巴士站上蓋

 通訊辦已於2019年3月推出先導計劃，主動開放合適的政府場所
予營辦商安裝基站， 以便利鋪設5G網絡

 首先開放三個政府部門所管理的戶外和戶內共超過1 000個物業/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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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拓展5G網絡的措施
(擴展光纖網絡至偏遠地區鄉村資助計劃)

政府將透過資助形式，提供經濟誘因，
鼓勵電訊商擴展光纖網絡至位於偏遠
地區的鄉村

資助計劃涵蓋分佈於新界及離島區的
235 條鄉村，以及鋪設三條海底光纖
電纜至南丫島、⾧洲及坪洲

通訊辦已於2019年6月發出招標文件
邀請合資格的固網商參與資助計劃

廣泛的光纖網絡覆蓋可為流動網絡基站提供
所需的網絡連接，支援5G網絡的發展



5G簡介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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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ofca.gov.hk/tc/consumer_focus/education_corner/video/index_id_61.html



香港5G商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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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目前期望5G商用服務可於2020年左右在香港推出

鋪設5G網絡的步伐取決於營辦商因應市場及
技術發展的最新情況而作的商業決定

按照過往香港發展各代流動服務的經驗，5G網絡覆蓋可能
首先從有高用量需求的熱點(例如:主要購物區及旅遊景點)
開始，然後會逐步擴展至全港性覆蓋



迎接5G新世代專題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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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5g.gov.hk

５Ｇ是什麼５Ｇ是什麼

５Ｇ的應用
例子

５Ｇ的應用
例子

５Ｇ如何
運作

５Ｇ如何
運作

基站的建設
及輻射安全
基站的建設
及輻射安全

５Ｇ的國際
發展情況

５Ｇ的國際
發展情況



更多關於5G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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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電基站的輻射安全短片
觀看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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