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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电信 

事实和数据 

用户超过1.82亿 

在全球50多个国家开展业
务 

德国市场排名第一（电
话、移动通讯、信息技
术）     

年营业额达582亿欧元：
超过50%来自于海外市场         

全球雇员人数达23万人 

我们提供专业的 

通讯连接 

我们以负责任的方式经
营企业 

数据保护和数据安全的领
导者       

通过开发能效信息通讯技
术（ICT）解决方案成为
环保领域的先行者          

在德国拥有1万名管理培训
生和合作教育学生 

我们的理念遥遥领先 

电信创新实验室/电信城市
项目      

连接汽车、医疗和能源的
智能网络解决方案       

网络服务     

移动互联网      

家庭连接 

德国电信——连接生活与工作的国际市场领导者 

 



Agenda 

议程 

• The Challenge: capacity versus demand 

• 挑战： 能力与需求 

• SimTD: Smart Cities need smarter networks 

• 安全智能交通德国测试区项目（SimTD）： 

智能城市需要更智能的交通网络 

• Eco-Drive: Sino-German Field Trials 

• 生态驾驶：中德实测 

• Earth Observation and GNSS 

• 地球观测和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 

• Dialogue for Innovation 

• 围绕创新展开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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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llenge:  

挑战：  

capacity versus demand 

能力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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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make growth sustainable? 

如何实现可持续增长？ 



Network bottlenecks: rail, parking and mileage 

网络瓶颈：轨道交通、停车位和行驶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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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ory Frameworks (Europe) 

监管框架（欧洲） 

• Environmental pressure 

• 环境压力 

• EC policy for PM reduction to 50 mg / m3 

• 欧洲委员会关于将颗粒物减少到50微克/平方米的政策 

• But, Low Emission Zones reduce road network capacity 

• 但是，在低排放地区，公路网络运力下降 

• Road Safety pressure (Germany) 

• 道路安全压力（德国） 

• 17 Bn. EUR economic damage due to congestion 

• 因交通堵塞造成17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 

• 310.000 accidents, 4500 fatal 

• 31万起交通事故，4,500人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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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TD: 

安全智能交通德国测试区项目 

Smart Cities need smarter networks 

智能城市需要更智能的交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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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of Telematics Test Bed: SIM-TD 



 

06/06/2013 11 06/06/2013 

Willenbrock，德电系统集成解决方案服务公司（T-Systems） 
11 

远程信息通讯测试台模拟：安全智能交通德国测试
区项目（SimTD） 

安全智能交通德国测
试区（SimTD）研究

项目是通过对车辆与
其他设备之间的通讯
及应用程序进行研究
和测试，打造未来安
全和智能的出行方式。 

位于法兰克福美因河
畔城市黑森市周边地
区的大规模测试场地
对实际交通场景进行
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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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of Telematics Test Bed: SIM-TD 



Eco-Drive: Sino-German Field Trials 

生态驾驶：中德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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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monitor fuel consumption and CO2 

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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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监控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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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记录 

优点 优点 优点 

缺点 缺点 缺点 

价格低廉、便于操作、
无需培训 

由于报告方式比较随意，
可信度有限 

车载电子设备 

直接反馈、可靠的总燃
料值 

缺少行程后分析或路线
分析 

高度可靠，包括驾驶行
为和路线分析在内 

运营和安装成本高 、仅
限车载 

车载远程信息通讯系统 



移动车载设备—— 

实时传送物流数据 



Earth Observation and GNSS 

地球观测和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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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ments and Cooperation 

成果与合作 

• Improved traffic management by C2X, C2C and M2M 

• 通过汽车对其他设备（ C2X ）、汽车对汽车（C2C）和设备对设备 

（M2M）的应用，改善了交通管理 

• Eco-Drive field trial: >100 liter fuel savings (265 kg CO2) per truck and 

month, standardization planned 

• 生态驾驶实测显示的减少的燃料消耗量：每辆卡车每月减少100升以上
油耗（265公斤二氧化碳），计划按照该标准实施 

• www.obsAIRve.eu : 6000 air-quality stations connected, earth observation 

data included (ESA ‘Envisat’) 

• www.obsAIRve.eu：6,000个空气质量测试站点相互连接，包括欧洲航天
局（ESA）“环境卫星”（Envisat）提供的地球观测数据 

• Cooperation talks with China MNO and academia started 

• 已经开始同中国的移动网络运营商（MNO）和大专院校洽谈合作 

• Search Engine Business models under investigation 

• 对结合搜索引擎的运营模式开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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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ue for innovation 

围绕创新展开对话 

 

• How to use integrated network management  

to decouple economic growth from pollution? 

• 如何采用整合的交通网络管理使经济发展与环境 

污染脱钩？ 

• How to set up sustainabl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models sharing revenues  

(e.g. parking) with mobility service operators? 

• 如何建立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可持续合作模式， 

• 如何与移动服务运营商分享收益（如，停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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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谢谢！ 

 

ralf.willenbrock@t-syste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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