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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流量”套餐何时替代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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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出生者遇“中年危机”？

这两天， 新华社旗下

的《新华每日电讯》一篇文

章被热传：“中年危机，确

实存在”。文章称，根据幸

福感， 重新定义青年在

“15~24岁”，联合国官微也

对此表示肯定， 让不少网

友惊呼：90后也是中年了。

联合国：15~24岁为青
年

文章提到， 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大学完成的一

项全国调查发现， 澳大利

亚人的幸福程度或生活满

意度随年龄变化呈一条U

形曲线，高峰处于15~24岁

之间和75岁以上这两个年

龄段。

该文章之所以重新定

义青年在“15~24岁”，跟人

的幸福感有关，研究发现，

夫妻通常在第一个孩子出

生的前一年生活满意度很

高， 而在孩子出生之后开

始下降， 直到孩子达到上

学年龄6岁。此后夫妻的生

活满意度会有小幅上升，

但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

直至步入老年， 幸福感才

开始明显上升。

这一调查让网友惊

呼： 那90后出生的都已经

是中年人啦！

为此， 联合国官微给

予网友的回复是：［严正声

明］联合国对于“青年”的

定义是年龄介于15~24岁

之间的群体。一时间，让好

多网友感到有些心塞，直

呼：92年出生的就是中年

了！

联合国内部也有不同
划分

有专家认为， 联合国

大会将“青年”定义为年龄

介于15岁与24岁之间(含15

岁和24岁)， 是因为于1985

年的联合国“国际青年年”

活动的开展。

记者查询联合国文件

发现，“联合国系统”(联合

国各个机构和相关组织)内

部，对“青年”有不同的年

龄划分：比如，联合国秘书

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

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青年

是“15~24岁”；联合国人居

署的规定是“15~32岁”；联

合国非洲青年宪章规定的

青年是“15~35岁”。

专家分析说， 许多国

家也给青年划定了年龄界

线， 即一个人依法享有平

等待遇的年龄———该年龄

通常被称为“成年年龄”。

在许多国家， 成年年龄通

常指18岁。然而，因社会文

化、制度、经济和政治因素

各不相同，不同国家对“青

年” 的实际定义和对该术

语的理解存在着细微的差

别。

即便在“青年”这个范

畴内，他们所面临的社会、

心理和健康问题可能不一

样。半个世纪之前，人类的

平均寿命只有50岁，20世

纪90年代已达75岁。21世

纪初的生命科学认为：人

的基因工程寿命完全可以

达到180岁以上，50年内，

平均寿命可达100岁左右。

这样， 过去对人生阶段的

简单划分，就不适用了。

我国标准：18~34岁为
青年

记者发现，其实对“青

年” 的定义并非一成不变

的，古往今来，世界各地对

“青年” 的划定都不尽相

同， 甚至联合国以往的标

准也是不一样的。

我国是这样划分年龄

阶段的———

古代： 童年是12岁以

下，12岁以上的“总角”时

代称为少年。20岁弱冠，就

是青年了， 也有人认为18

岁以后为青年。30而立，就

进入了中年。40不惑，称为

壮年。50知天命，当然算老

年了。

上世纪80年代： 童年

为18岁以下，青年为18~40

岁；中年为41~65岁，又区

分为壮实期 (41~48岁)，稳

健期 (49~55岁 )， 调整期

(56~65岁)； 老年为66岁以

后。

现阶段：18~34岁为青

年，35~59岁为中年，60岁

以上为老年。

世卫组织：44岁以下
为青年

1994年以前：童年(0~6

岁)、 少年 (7~17岁)、 青年

(18~40岁 )； 青春期 (18~28

岁)、成熟期(29~40岁)、中年

(41~65岁)、老年(66岁以后)。

世卫组织提出的年龄

分段：44岁以下为青年人，

45~59岁为中年人，60~74

岁为年轻老年人，75~89岁

为老年人，90岁以上为长

寿老人。这5个年龄段的划

分， 把人的衰老期推迟了

10年。

联合国秘书处： 青年

为15~24岁。

（据《重庆晨报》）

来自美国市场的消息

显示，伴随着各自最新套餐

产品的推出，围绕“无限流

量”的主题，美国四大运营

商展开新一轮的竞争。什么

是“无限流量”套餐？类似的

套餐国内市场有了吗？“无

限流量”是否意味着淘汰和

替代WiFi已成为可能？

国内运营商试水“无限
流量”

近期，美国移动运营商

Verizon宣布将推出无限数

据套餐，承诺客户可以享受

“上不封顶”的流量，以及不

限时的语音通话时间和短

信。至此，美国前四大电信

运营商全部加入“无限流

量”产品的市场角逐。

此前，T-Mobile率先

宣布推出名为 T-Mobile�

One无限套餐。根据该公司

公布的2016年第四季度财

报显示，净新增用户210万，

93.3万后付费用户，两项增

长均超另三家竞争对手。消

息称，T－Moblie目前正计

划将无限流量推广至所有

旧套餐中。与此同时，另一

家运营商Sprint亮出“低费

用” 王牌，2018年3月底前，

单人套餐50美元／月；而

AT&T方面，相关的“无限

流量”套餐也已问世。

“无限流量套餐将成为

常态，消费者们不愿意非等

到连接到WiFi热点时才观

看最新视频，他们可以一直

使用蜂窝网络。” 一家海外

机构的电信分析师这样表

示。

实际上， 国内市场方

面，类似的套餐产品也于近

期试水亮相。中国联通不久

前推出的冰激凌套餐，被业

内认为是三大运营商全国

性4G套餐中对于“无限流

量”的率先尝试。

“无限流量”产品也有
超量限速

相关报道称，联通冰激

凌套餐中含398元和198元

两档， 其中398元档套餐为

国内无限语音和无限流量

套餐。不过，在联通冰激凌

套餐的产品促销海报上，记

者看到并没有“无限流量”

的字样，而是使用了“超级

流量，全国畅爽”的主打宣

传语。

联通官网平台的套餐

信息明确说明，冰激凌套餐

基本价位分为398元/月及

198元/月两档。其中套餐流

量部分，“398元国内流量放

心用，当天全部国内数据流

量未达到2GB或当月未达

到40GB提供4G网速， 当天

全部国内数据流量达到

2GB后或当月超过40GB后

降至3G网络速度 （最高

7.2Mbps）。”

而对于198元档， 网页

产品信息显示，“国内流量

放心用， 每月前15GB提供

4G网速， 超过后上网速度

降至最高3Mbps。” 两款套

餐说明同时显示，“当月累

计使用100GB之后将关闭

数据上网功能，次月自动恢

复。限速功能启用前将通过

短信通知。”

完全不限流量暂时难
以满足

信息显示，美国四大运

营商近来相继推出的无限

流量套餐售价在每月50至

百余美元不等。 以Verizon

的一款“无限流量”套餐为

例 ， 套餐设定月流量为

22GB， 共享给伙伴的流量

则设定10GB为界限， 超出

上述额度后流量仍可使用，

但网速将降级到3G水平。

除此之外，在其他几家的类

似产品中，对于禁止使用无

线热点共享、达到一定流量

关闭数据功能或者视频观

看限定网速上限等也有说

明。

“对于这样做的原因，

它们的一些产品包装上做

了说明， 是基于网络的公

平使用原则。”资深通信业

专家柳杰表示， 保证服务

辖区内更多用户的正常网

络使用， 而不是让少数持

续超量下载的用户长时间

占用掉全部带宽， 是所谓

公平原则的初衷。 运营商

对超量后的网速或者流量

总量仍要提出一些限制，

主要目的在于限制非正常

用户的行为，“完全没有限

制约定的话， 有可能会造

成投诉和纠纷。”包括“长

时间不间断持续下载”、“多

人共享”等使用行为，对于

基站和网络资源的消耗非

常大。

柳杰指出， 按正常基

站的服务状态， 单个基站

能够同时服务几百个甚至

上千用户， 而通常的状态

下用户不太可能同时都在

持续下载视频。“比如一个

基站500兆带宽， 正常100

个或者200个用户，有人刷

网页，有人上QQ,有人上微

信， 不同用户对带宽的使

用情况差别不会太大，基

站完全可以满足这些用户

正常使用网络。 但如果有

10个都在长时间持续下

载，每个用户要分掉5M带

宽的话， 其他用户想上网

就难以满足了， 有可能连

网页或者QQ都上不去。”

“无限流量”能否替代
WiFi？

“如果套餐流量对于

超量后完全没有任何的限

制约束， 可能就真不需要

WiFi了，一份无限流量套餐

加一个无线路由，就可以全

家共享甚至可以整个办公

室共享。” 一位业内人士表

示，至少目前来看这是不可

能的，关于“无限流量服务

可以替代或者淘汰WiFi”的

说法目前还并不现实。

相关专业人士介绍，

美国运营商早在2G/3G时

代， 就曾推出过不限流量

产品， 但由于当时相对落

后的网络基础条件限制，

一度造成网络瘫痪， 因此

不得不叫停。 而随着4G以

及4G+的推进和网络条件

的提升，“无限流量” 的概

念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

“完全无限流量将来

是有可能的， 但4G可能性

不大，5G或有可能。” 柳杰

认为， 套餐内提供超大流

量而超量后设定一定网速

限制， 这样的产品模式未

来会成为市场的主流。这

一方面是基于用户对流量

的需求不断提升， 另一方

面则是通信网络条件不断

升级的综合结果。 他同时

认为， 未来类似的产品将

走向更加多档次的细分

化， 以对应更多用户的多

元化需求。

另一位业内资深专家

则向记者表示， 通信产品

升级发展的最根本原因还

在于技术的进步，“2G时代

一个基站带宽只有2M；3G

带宽提升到几十兆， 但运

营商尝试了‘无限流量’后

不得不叫停；4G带宽到了

几百兆，条件仍不充分；而

5G带宽有可能达到几个

G，只有基于频谱和带宽资

源的不断提升才能为无限

流量提供可能性。”

（据《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