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限流量产品的推出毫
无疑问解除了重度手机用户
的束缚，另一方面则给游戏、
视频、 直播等产业创造了更
多空间， 它们无疑也是无限
流量时代的最大受益者。

【解读】
以电信推出的40GB流

量为例，一部电影大约为1G，
用户一月可观看40部电影，
平均每天1.3部； 一个小时的
直播大约为500M，用户一月
可观看80小时直播， 平均每
天2.6小时； 一个小时的王者
荣耀手游大约消耗50M，用
户一月可以玩800小时，每天
游戏都用不完流量。

工信部数据显示，2017

年一季度我国流量消费飞速
增长， 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
流量超1.2G。 用户流量的快
速增长创造了巨大的消费需
求， 这将成为产业发展的强
大引擎，推动影视、游戏、直
播等内容进行新一轮的换代
升级。以手游为例，数据显示
2017年第一季度移动电竞游
戏收入为79.5亿， 环比增长
超过一倍， 而无限流量的到
来还将进一步刺激和扩展电
竞手游的发展动力及前景。

而且， 无限流量卡对于
直播、 影视等视频服务的内
容也将带来巨大的变化，后
者必将为手机用户制造更多
量身定做的内容。

怎么能看剧“不扎心”？ 怎样看视频玩直播不用担心流量？在
“提速降费”来到的第三年，通信圈也进入了亢奋期，提速降费各项
政策火热出炉，但最抢镜的莫过于三大运营商接踵推出的“不限流
量”套餐。

记者注意到， 目前湖南三大运营商均已开通了无限流量套餐
业务，此外，蜗牛、小米、阿里、腾讯等虚拟运营商也纷纷“蹭热点”，
猛推“无限流量套餐卡”。这些动作似乎都在昭告，国内手机用户已
经迎来了“不限流量”的时代。

对消费者而言，“不限流量”究竟是噱头还是真金白银的让利？

无限流量大比拼

今年注定是流量改革年，美国
四大运营商相继推出了自己的无
限流量产品，这股无限流量之风也
刮到了国内，三大运营商相继掀起
了无限流量大战：中国联通推出了
“冰激凌系列”套餐，中国移动推出
了“任我用”套餐，中国电信也推出
了“流量不限量”套餐。

不过，同样的“不限量”，态度
不同，价位也不同。其中，中国联
通冰激凌套餐分两档，198元档
包含1500分钟国内语音和不限
量的国内流量， 而398元档国内
通话和国内流量都不限量。

中国移动的任我用套餐则有
新老用户之别，新用户分为188元
与288元两档资费，老用户则只有
一个238元流量套餐，其中国内流
量随意用和500分钟语音。

中国电信天翼不限流量套餐
只有199元的个人档和299元的
家庭档， 分别包含不限量流量和
3000分钟的国内通话时间。综合
来看， 三家运营商最低一档套餐
都近200元。

此外，蜗牛、腾讯、阿里、今日
头条、小米、京东等虚拟运营商也
纷纷推出了“自家”无限流量套餐
卡，大多是联通卡。

湖南一家本土运营商内部人
士向记者透露， 尽管业务开通不
久，但从市场反应来看，还是很受
用户欢迎的。

“无限”流量遭遇“有限”网络

一如以往运营商推出的各种

举措，此次无限流量套餐的推出，
业界和用户依然是褒贬不一，而
争论焦点在于“无限”二字，因为
运营商的无限流量套餐都“有
限”， 要么设置较高的流量额度，
要么超标后限速， 要么使用领域
限制，也就是说，用户希望随心所
欲使用流量的情形目前仍不可能
实现。

如联通 ，198元档每月前
15GB提供4G网速， 当流量超标
之 后 ， 上 网 速 率 降 至 最 高
3Mbps，当月累计使用100GB后
将关闭数据上网功能。398元档
的分界线则是40GB；移动用户当
月使用流量超出封顶值也面临限
速。当月全部流量使用达到50GB
后，停止上网功能；电信无限流量
用户超出封顶值后， 上网速率降
至3G，当月累计使用达到100GB
后将关闭上网功能。

虚拟运营商推出的卡同样是
设限， 如腾讯大王卡是对于所有
腾讯应用免流，包括腾讯游戏、微
信、qq、腾讯视频、qq音乐、企鹅
FM、天天快报、应用宝、微云等；
今日头条用户专用卡则是今日头
条APP内产生的视频网络流量资
费统统免费。

因此， 不少反对者认为，“无
限”流量设置种种“限制”，是名不
副实的营销噱头。

不过，从业界了解看，这种
相对无限量套餐，全球运营商的
玩法都差不多。美国四大电信运
营商的无限流量套餐，同样是到
一定流量就会被降速。 韩国
LGU+的不限量套餐也有类似限
制条款。

一夜兴起的“无限流量”
作为提速降费的产物， 客观
来说， 确实有用户享受到了
实惠， 尤其总消费额在对应
消费力之内的用户， 毕竟流
量额度大大提升了， 单价大
大降低了。 但消费者多少有
些不解甚至不满， 既然打着
“不限流量”的旗号，为什么
还要做出这么多限制举动？

【解读】
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表

示，从现实情况来看，推出真
正的无限量套餐的时机还没
有到，“这种套餐对网络资源
占有非常大， 运营商为了保
证其他用户的利益， 必然会
有诸多的限制条款。” 据了
解，和固网不同，移动网络是
有限的。以前3G时代大家只
是传图片， 现在大家看高清
视频、玩游戏，从网络的承载
能力等实际情况来看， 如果
无限制使用， 基站会承受不
了。从当下的技术能力看，一
定程度上的限制， 其实是为
了保证所有用户的正常使
用， 保证通信铁塔的承受能

力， 完全不限量不限速反而
会影响用户体验。

在资深通信专家项立刚
看来， 目前运营商所谓的不
限流量套餐噱头的成分更多
一些。 它们都设有一定的价
格门槛， 显然主要面向高端
的流量大户， 同时设有一定
的流量上限， 主要避免出现
网络无法承载的现象， 防止
用户将其作为热点， 或者无
节制下载等现象。

项立刚指出， 在3G时代
一些运营商曾经尝试过推出
不限流量的包月套餐， 事实
证明目前的移动网络带宽也
不足以支撑，也许到了5G时
代会有可能。

不过， 通信业专家马继
华也指出， 具有一定限制条
件的无限流量套餐是彻底无
限流量的一个过渡形势，“手
机流量无限上网是大势所
趋， 随着运营商网络建设的
加快和服务能力的提高，网
络资源会越来越支持无限流
量提供， 只是这还需要一个
过程。”

很多人难免会问， 当无
限量套餐来了，WiFi是不是
就鸡肋了？

【解读】
彭博社日前就发表文章

称， 无论是手机、 智能恒温
器，还是电视机，几乎每一部
互联网连接设备上都有一个
“WiFi”图标。但相信很快，
WiFi就会被人们所遗忘。当
前， 美国主要移动运营商均
提供无限数据流量服务，消

费者无需再开启WiFi网络
来避免昂贵的流量费。 这是
一个重大变化， 将来可能促
使WiFi退出历史舞台 。此
外， 一些新技术的出现也让
WiFi的前景变得暗淡无光。

不过，上述专家就提到，
虽然移动网络比WiFi方便
得多， 但是目前来说移动网
络无法做到真正的无限流
量，因此说WiFi退出历史舞
台还不现实。

为什么言无限却又设限？

WiFi会退出历史舞台吗？

谁是无限流量时代的最大受益者？

国际漫游降费、 流量不
清零……在提速降费的大背
景下， 三大运营商今年直接
放大招“流量无限量”，什么
高清语音、 光纤入户等其他
热门措施都只能靠边站。一
面是百姓对流量降价的呼声
越来越高， 另一面却是流量
收入在运营商收入中的比重
越来越大。工信部数据显示，
今年前三个月， 运营商的流
量收入同比增长31%。在流量
经济时代， 流量对运营商来
说， 显然不只是一个吸客利
器， 更成为体重最大的现金
奶牛，因此，这种套餐福利看
起来像是运营商自断一臂。

这样的“花钱赚吆喝”亏
不亏？ 运营商的精算师自然
不傻。从定价看，三大运营商
的无限量套餐价格区间在
200-400元之间，这显然超过
传统套餐30-100元的价格。
“不限流量或许让流量单价
大幅下滑， 但对单用户平均
收入却上升了”。

从市场反应看， 比起流
量“不清零”，“不限量”的显
然更具震撼， 甚至带来了颠
覆性、革命性的认知。当消费
者习惯了包月无限量的基础
消费后， 当消费者的潜在海
量流量需求被激活， 运营商
转为后向收费模式的机会就
更大了。

业内人士指出， 随着运
营商管道化的趋势加强，未
来运营商可能会越来越依赖
流量赚钱， 所以超大流量乃
至真正的不限流量也将成为
一种趋势，只不过，这样的变
化将促使运营商的业务结构
和流量产业链升级， 而运营
商也必须得重新梳理个人用
户、企业的服务需求，设计调
整相应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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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运营商均推出手机不限流量套餐，最低档188元 说是“无限”，却也不能敞开用

“无限流量”，噱头还是真让利

记者手记

这波流量大招
运营商亏不亏？

关注

目前湖南三大运营商均已开通了无限流量套餐业务。

■记者 杨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