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秋敏：Wi-Fi 创新，有线

电视运营商开启新的机会 

 
2015 年 3 月 24 日，第二届 CCBN 有线数字电视运营商国际峰会在京隆重召开。会

上，Wi-Fi 联盟的高级技术市场经理胡秋敏作了题为《Wi-Fi 创新，有线电视运营商开启新的机

会》的演讲。 

  

以下为演讲全文整理。 

  

“Wi-Fi”于 2005 年首次被纳入伟世大辞典后变成了标准术语。过去人们对 Wi-Fi 的理解，其就是

无线局域网；现在的 Wi-Fi 已经变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只限于局域网，越来越多的其它

应用正融入到 Wi-Fi 的支撑和连线使用中。 

  

  在介绍 Wi-Fi 的发展之前先简要介绍一下 Wi-Fi 联盟——成立 15 年以来，我们 Wi-Fi 联盟

始终致力于推动行业整体健康有序发展。从消费链、通讯到工业行业，包括不少汽车公司，代

表了全球 650 家以上各行各业的企业， 都是我们 Wi-Fi 联盟的成员。从 2005 年做第一款认证

开始，我们已推出了超过 22000 款以上各类型 Wi-Fi 认证的设备，并即将推出超过 20 多个新技

术规范和认证项目。Wi-Fi 联盟的理念就是将所有人们、所有事情在任何地方都能联系起来。关

于 Wi-Fi 联盟的运作，由于我们认为所谓的技术与大众需求，必须与市场相适应——所以，当

联盟成员（也许是一个或许是一批）提出新的想法，我们会在一种开放民主的架构下，通过市

场的机制定义市场的需求，然后根据这种需求以投票和评选的方式再定义技术要求，继而进行

产品开发。 

  

  回到 Wi-Fi 创新，在今日高度连接的世界中，我们看到移动用户人数正在爆发式成长，根

据调查机构的数据显示，到 2018 年这一群体将超过 40 亿，他们对 Wi-Fi 性能和技术的普及性

都将有新的需求。然而，当前还没有一种单一的解决方案可以支撑现在这种需求的增长；因为

在满足这个需求当中，我们面临一个很严峻的挑战——如何做到全范围、全区域的覆盖性，从

家里到室外，到郊外；此外还有密度问题，即如何在高密度环境下仍保持良好的使用体验。 

  

  与用户市场相对应，设备市场也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在智能手机呈爆炸性增长之外，目前

只支持 Wi-Fi 的平板设备超过 4 亿台，预计 2017 年将在 10 亿以上；去年单一年度具备 Wi-Fi

能力设备的整体出厂量达到 24 亿，累计装机总量突破 45 亿；2000 年至今，Wi-Fi 设备整体出

货量已超过 100 亿，这些都是第三方调查机构给我们的数据。 

  

  从运营商网络的角度，因为会走到家庭，运营商自然会非常关注 Wi-Fi 如何支撑多媒体的

家庭应用。我们大约几年前发布过一个项目，其正逐渐得到广泛采纳和支持，并已经得到了产

品实现——Wi-Fi CERTIFIED Passpoint（链接阅读：Wi-Fi_CERTIFIED_Passpoint_Miracast 最新

白皮书）可以改变用户在热点的体验——中国的 Wi-Fi 热点用户，每年正以 18%的速度增长，



到 2018 年，平均几乎每 20 人就有一个 Wi-Fi 热点。提供一揽子联网体验和工业标准级别安全

性能的 Passpoint 项目，作为下一代的试验，已经有超过 40 家运营商正在试用，超过 1000 款通

过 Passpoint 认证的设备值得关注——Passpoint 让用户总是有机会保持在线状态，并提供了真正

的 Wi-Fi 移动体验，包括无感知的漫游，用户再也不用每次进入到一个新的热点就必须申请、

输入密码、联网，Passpoint 将无感知接入变成了一种可以实现的方式。 

  

  CERTIFIED ac 是新一代 Wi-Fi 标准，有些地方称之为第五代，其在速率、容量上得到了极

大的改善，特别是在双屏技术采用上。2016 年，我们联盟将推出第二版 Wi-Fi CERTIFIED ac

新技术认证，其中包括 MU-MIMO 能力，目前有超过 1000 款认证的产品，其中包括 400 多款

支持 Passpoint 的设备，有了这样的能力，对于运营商来说，就能够良好支持家庭视频的发送以

及其它多媒体的应用，能够增加热点，扩容以及改善效率。 

  

  Wi-Fi  Miracast 在不需要设置网络的情况下，实现视频之间的交换、演示。虽然现在大家

都习惯用手机、平板看视频，但在很多场景下还是希望有更好的视觉感受，这时候，通过 Miracast

技术就可以实现从小屏回到大屏的用户体验。Miracast 也可以用来做到视频投影，像会议上的

电脑 PPT 显示，现在需要不少线缆支持，将来这个都可以去掉，在完全没有导线的情况下，直

接就把电脑屏的内容投到大屏幕上。目前我们已经有超过 3500 款不同的设备通过了 Miracast

的认证；关于认证，这是保证不同产品、不同厂家之间互操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我们经

常在市场上发现一些设备之间并不能真正实现 Miracast，那是因为许多设备虽然使用了注册商

标的名字，称他们支持这个能力，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认证。具备 Miracast 这个能力，为运营

商带来的好处，就是用户可以在各种设备上观看多媒体的内容。 

  

  现有的项目以外，我们联盟也正在开发一些新的项目以支撑将来的业务发展，这里面包括

今年年终将开展的 Wi-Fi Aware 项目，这是一种新的协议，帮助 Wi-Fi 设备在没有联网的情况

下查找业务，在不需要非常大功耗的支撑下简易、快捷地找到相对应的设备，尤其在公共场所，

比如当您需要使用设备找到哪个厂家发布电视展，只需找到相关内容，当您一步入会场时它就

会告诉您在哪个摊位，他们在做什么，如果想要了解细节，您就可以通过 Wi-Fi 和 AP 相连，查

找摊位具体的内容，这样能够使用户很准确快速地找到他们，此外还有游戏对手查找，这也是

Wi-Fi Aware 能够支持的非常强的功能。 

  

  此外，我们也在开展多屏操作的项目，因为我们知道，将来的设备要面对的不是单一频谱

资源，如果有新的频谱被分配给 Wi-Fi 的话，就需要有新的频谱支持应用，对用户来讲，他们

并不会希望面对什么频谱支撑应用的选择，所以，当周围环境影响频谱使用而必须进行切换时，

为支持良好的用户体验，就需要底层的基本技术进行多屏操作的支撑，即能根据应用的类型选

择应该使用的频谱，比如干扰、距离，这样就使得 Wi-Fi 支撑变得更智能化。 

  

  大家在使用时都觉得 Wi-Fi 非常耗电，我们也在不断地通过协议上以及网络上架构的优化

改善 Wi-Fi 的耗电，一种叫做“网络辅助”的省电模式就在推展中。还有一种是 OCE 的优化，改

善联线的体验。 

  

  除了开展以上项目以外，我们还想要传播一些信息。 

  



  一个调查机构表示，“这个时代已经到来，Wi-Fi 将从一个次级的网络成为一个主要网络，

在过去认为有 Wi-Fi 的地方，Wi-Fi 是用作对蜂窝网的补充，与其这样，还不如将来在没有 Wi-Fi

的地方，蜂窝网作为网络备选”——这也是目前越来越多的使用方式。Wi-Fi 为固网运营商提供

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在家中，我们就可以通过 Wi-Fi 提供一种新的机制发送内容，支撑新兴

智慧家居应用，在移动中和用户保持接触，同时在热点环境也帮助接触到一些非订户的使用，

通过这样一种使用，让非订户对有线电视的服务感兴趣，吸引他们购买。在 Passpoint 热点的提

供，还可以提供蜂窝相类似的用户体验，有了 Passpoint 以后，同时利用 Wi-Fi 的模式也可以批

发热点和家点过剩的容量，以家庭 AP 作为一种热点提供扩展，一种普遍的应用服务，把多余

的流量贡献出去，获得商业机遇。通过不同 Wi-Fi 之间的大规模联营，实现漫游。 

  

  在语音方面，Wi-Fi 也越来越多地成为了通话的联线方式。Wi-Fi 呼叫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Wi-Fi 正成为一种主要的移动技术的态势。到 2018 年，Wi-Fi 语音的呼叫将超过 LTE 语音呼叫

的流量数，到 2019 年具备 Wi-Fi 能力的平板和个人电脑将会达到 19 亿，几乎是有蜂窝能力平

板和个人电脑的 3.5 倍，在中国以外的一些地方，有线电视运营商、移动运营商也在这方面做

了大规模投资，比如美国的 CableLabs，日本的 DOCOMO，英国的 THREE 和 EE。 

完美风暴：Wi-Fi 呼叫的推动者。来自于运营商和企业的广泛支撑，在企业，Wi-Fi 呼叫已经非

常普及，OTTVoIP 也非常普及化，像我们用的微信，许多时候都是走网络跟朋友进行实时通话，

越来越多的设备有 Wi-Fi 的能力，也支撑了这个时代的到来，移动设备操作系统深层的集成，

不光 APP 的形式，在深层、在底层，比如控制层，操作系统上的优化，使得语音质量和连接变

得非常方便，也促进了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需要良好的管理，现在

管理工具也逐渐发展到可以支撑 Wi-Fi 语音服务提升的出现。 

  

   智慧家庭给有线运营商也提供了独特的基础，我们知道，各家各户都有 Wi-Fi 了，尤其在

中国，几乎每家上网都是一个 Wi-Fi 盒子加上宽带接入，这是普遍形式，在家庭里，通过 Wi-Fi

扩展成我们所谓的智慧家庭，就变成了非常自然和平缓的发展过程，在智能家居发展上我们已

经看到，电器上已经有 Wi-Fi、门锁上已经有 Wi-Fi，恒温器等都有 Wi-Fi，甚至照明，更多的

设备会将 Wi-Fi 能力切入到设备功能上去。为什么 Wi-Fi 会是智慧家居和物联网的必然选择呢？

Wi-Fi 是基于一个标准的基础，具有互操作、兼容性的技术，因为它的互操作非常良好，也和过

去的设备进行兼容，我们不是对过去割裂的技术，而是保持对过去的兼容，很平缓地演进到了

新技术上去，同时安全能力被证明了是政府级别的安全能力，Wi-Fi 技术的配置也有很简化的配

置方式，并且已经很普遍了，下一步 Wi-Fi 将出现新的能力，Wi-Fi 定位，虽然大家会说，我们

在某个特定场所已经采用了 Wi-Fi 定位，但这都是早期技术方式，新的标准和方式也将会推出，

还有我之前提到的认知，在室内的寻找，这个技术支撑也会出现。很重要的是，Wi-Fi 技术设备

的集成变得很方便，因为有上十亿、百亿的设备都具备 Wi-Fi 的互操作能力，跟这些设备之间

的集成就变得无缝了，非常简单，我们的联线也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稳定，这也就是为什

么说 Wi-Fi 将会成为智能家居、物联网的重要支撑。我们相信。 

  

  今年 9 月，联盟将会在北京嘉里中心开“智能家居峰会”，共同探讨中国智能家居发展 Wi-Fi

如何切入到这个行业里去，还有很多机会也在出现中，包括市政 Wi-Fi，“Wi-Fi 城市”的行动，

也在全球范围中开展，有了 Wi-Fi 之后，城市间的漫游，也成为了很多城市间的讨论，叫做“城

市漫游协定”，在汽车、飞机、铁路等交通工具上也逐渐加入了 Wi-Fi 的能力，在运动场所、演

艺场，都有使用 Wi-Fi 的可能性。“万物互联”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但智能家居才刚刚开始，所

以我们可以期待更多机会展现在大家眼前，很多新的技术也会逐渐出现。 



  

  最后，我们想说，Wi-Fi 是当今世界上最受欢迎、最有用的技术，今天的 Wi-Fi 有无可比拟

的性能，无缝接入和双频能力，更多的创新还在前面，今日 Wi-Fi 的宽带服务，在家庭，在热

点，也给许多不同的服务商和个人产生了无数的机会，运营商、供应商和生态系统的参与者们，

欢迎来到 Wi-Fi 联盟，共同推动技术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