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联通 让未来生长
“五新”联通带来智慧社会升级版点亮智博会

8 月 26 日-29
日，2019 智博会将
在渝召开，中国联通
将用智慧升级版点
亮本届智博会。

据介绍，中国联
通采用“1+2+4”即1
个主展台、2个分展
台、4个外展场的布
展方式，充分展现该
公司在混改两年后，
推动网络强国、数字
中国、智慧社会建设
等方面取得的成绩
和综合实力，并展示
了其依托于 5G、云
计算、物联网、大数
据等新技术深度融
合下，在5G+、智慧
城市、智慧产业、智
慧生活等各垂直行
业前沿应用，为参观
者呈现触手可及的
智慧社会新体验。

主展台参展产
品涵盖 5G、智慧产
业、智慧城市、智慧
生活四大板块近30
个参展项目，呈现方
式兼具科技感和互
动性，实现真正的

“沉浸式”参展。同
时，展台增设有VIP
间，便于现场交流沟
通。

在本届智博
会中，中国联通
通过最尖端的高
科技展台为大家
完美地诠释了

“智慧联通·让未
来生长”这一主
题，而在四大分
会场同样精彩纷
呈、“渝”味十足。

以 5G 体验
活动为主的礼嘉
生态城、以5G应
用为主题的国博
智慧广场、以5G
全覆盖体验为核
心的仙桃数据
谷、以无人操作
为亮点的南岸智
谷再一次拉近了
广大市民与5G,
与智慧化、智能
化的距离。

其中，在南
岸智谷中的体验
让参与者眼前一
亮——无人巡检
机、无人清洁车、
无人园区车、VR
全景直播、BRT
智能公交让人目
不暇接。

与南岸智谷遥相呼应
的礼嘉 5G 未来智慧体验
馆，正在为市民提供一个体
验未来智慧生活的样板区，
其要旨必然是以即将到来
的5G革命性技术，为参观
者创造一个感受未来5G技
术环境之下日常生活地体
验性空间，从而切实地感受
到5G科技即将带给生活的
改变。

一段故事开启了奇特
的场景：5G时代城市图景、
VR网球体验、飞屏互动绘
画体验、Hololens 三维模
型AR互动体验、5G终端
展示、沉浸式旅游信息地
图互动体验、ZSPACE 课
件体验等互动项目，最终
以机器人欢送结束整段故
事，内容形式十分新颖且
具科技感。

“四个分会场，不仅是
重庆联通在智能化、智慧
化发展上的一个重要缩
影。还是重庆联通在持续
深化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
的过程中，战略合作持续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不断
推进，互联网化运营转型
迈上新台阶的具体体现。”
重庆联通相关负责人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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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是国家科技和产业发展
弯道超车的重要契机，中国联通
致力科技创新、行业赋能，秉承

“新蓝海的试验场，独角兽的孵
化器”的合作理念，全力打造5G
产业生态，以“7+33+N”的网络
部署搭建各行业应用场景，进一
步推进 5G 应用孵化和产业升
级，为合作伙伴提供更为广阔的
试验场景。

2019智博会在国际化、专业
性、实效性、体验感等方面有着

“智”的提升，中国联通将5G产
品淋漓尽致地展示给社会，期望
以此拓展智慧生态环境，成为社
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中国联通的5Gn展厅精彩纷
呈。

以5G+智慧教育产品为例，
三维展示的仿真功能开拓了教

学视野，实现教学演练、方案设
计等功能，为用户提供虚拟教
学、仿真实验等整体解决方案，
是5G+虚拟现实教育的典型终
端代表。

与此同时，中国联通5G终
端展区以“一动一静”“软硬兼
施”为目标，一方面向大家集中
静态展示了包括六大品牌的5G
手机终端和包括联通自主定制

品牌的CPE终端；另一方面通过
互动体验4G、5G手机实时测速
对比，以及多种新型终端如MR
眼镜互动场景，全面打造了中国
联通的5G终端产业链新生态。

除此之外，中国联通的5G+
智慧医疗、5G+AR远程维修、
5G+工业互联网、5G+智慧安防、
5G终端、智慧生活终端等展台也
都实现了“智慧联通”。

中国联通坚持“发展、开放、
合作”理念，以信息化培育5G、云
计算、物联网及大数据的新引擎，
以新引擎带动更多新应用，通过
新应用与各产业深度融合，聚焦
重点领域，深化产业合作，促进传
统产业向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
及协同化转型升级，助力网络强
国和数字中国建设。

以“智慧党建/退役军
人一体化平台”展台为例，
这是中国联通在新时代党

建工作要求下自主研发的一款平
台型产品，基于业界领先的微服
务架构，运用5G、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技术手段，该平台聚焦八大
系统为退役军人的培训、认证、就
业提供一条龙服务，解决退役军
人的就业创业难题。

物联网连接管理平台也有不
俗的表现。中国联通打造全球领
先的连接管理平台，目前平台连接
数已超过1.3亿户，在车联网、智慧
城市、制造业、消费类电子等物联

网重点行业仍持续突破。
据悉，中国联通基于国内领

先的大数据技术和海量丰富的
运营商数据资源打造DDS产业
服务平台，实现了区域内产业发
展的全景式展现和智能化的辅
助决策，从而实现主动精准引导
企业良性发展，提升地方产业聚
合能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
生态圈。为落实政府对中小微
企业的各类金融资源扶持，打造
企业金融服务生态，中国联通又

打造了DDS产融信用平台，该平
台引入金融机构投放优质信贷
产品，对接投贷保联动等创新融
资服务，实现企业贷款一键申
请，强化融资服务效果。

与数智招商相呼应，在智慧
旅游板块，中国联通利用自身云计
算能力和大数据资源，采用移动
互联网的各类新技术、新平台，帮
助景区搭建一体化管控平台，完
善景区管控体系，推进旅游管控
向移动化、便捷化、自动化迈进。

中国联通承载智慧城市建
设的中坚力量，在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
基础上，通过广泛的产业协作，
公司与合作伙伴共同打造新型
智慧城市新生态，以领先的技
术、创新的产品、丰富的应用，为
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产业发展
动力和持续竞争力，共同助力我

国数字经济和城市智能化蓬勃
发展。

垃圾分类是近期最热门的
话题之一，中国联通智慧垃圾分
类展台前变得十分简单——依
托当前最先进的技术，通过信息
化的手段，从垃圾分类宣传、垃
圾分类投递、垃圾分类收集、垃
圾分类清运、垃圾分类处理等方

面着手，从而建立一套综合性的
垃圾分类管理系统，让这个问题
迎刃而解。

智慧垃圾分类是城市发展中
的一件大好事，城市感知大数据
平台发挥的作用也令人赞叹。据
介绍，智慧足迹大数据城市感知
平台，是基于中国联通全国31省
近4亿用户的手机信令数据制作

的数据展示与分析平台，致力于
帮助政府和企业解决和治理车流
拥堵、预测和管控人群分布和流
向的大数据解决方案。

不仅如此，智能城市中枢、
智城精治、智慧园区等展台也显
示着中国联通随着城市发展所
不断创新、开发、投入智慧能量
的步伐。

中国联通秉持做客
户信赖的智慧生活创造
者的企业愿景，携手混改
合作伙伴对智慧生活率

先布局，通过构建“家庭互联
网产业生态”，打造家庭客户全
业务、场景化应用解决方案，不
断丰富家庭用户智慧生活新体
验，实现从智能互联中心向融合
应用中心发展，通过合作创新不
断满足智慧生活新需求。

“家庭组网业务可以说是中
国联通的专家级个性服务。”中
国联通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
业务是在标准公众宽带装维服
务之外的延伸服务、提供包含标
准化网络评测服务、家庭组网设
计、WiFi覆盖及质量优化、设备
安装调测、日常维护等服务，并
按客户需求提供组网终端产品，
为用户提供更专业、更优质、更
便捷的家庭网络延伸服务。

中国联通的匠心服务不仅
仅在家庭组网业务上，以联通
eSIM业务为例，eSIM芯片在终
端设备出厂前就已被内嵌到终
端的电路板上，用户拿到设备
后，只要通过手机营业厅进行实
名入网，即可激活设备的蜂窝网
络功能。无需插卡更无需跑营
业厅，这再一次印证了中国联通
一直是国内eSIM技术的倡导者

和领先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联通

展厅还能“穿越”到了2022年北
京冬奥会。作为该届冬奥会通
信服务唯一官方合作伙伴，中国
联通准备了基于云计算、5G环境
下的“子弹时间”互动游戏，高互
动体验项目“5G+子弹时间”采用
360度3D特效子弹拍摄，拍摄画
面通过5G快速传到云端，制作
并回传视频以此来体现5G高速
率、低延时、大连接特点。

除此之外，本届智博会S7-
002展台打造的“智能交通·智享
出行”展示区呈现了“无人驾驶·
人车路协同”“远程驾驶”两大智
享出行体验区，这是重庆联通携
手重庆车检院、长安汽车、联通
智网科技、美天停车等业内顶级
企业让市民们提前体验未来出
行模式。

展示内容是全国首次采用全
真实环境录制的VR视频，向市民
展示乘客通过手机APP下单预约
无人驾驶车辆，车辆到达乘客预
约地点后，乘客即可上车根据精
密规划路线进行出行体验。在行
驶过程中，如果遇到天气和路况
等因素将促使车辆改变路线。当
车辆搭载乘客到达目的地，乘客
通过手机支付费用，车辆在接收
到手机APP的泊车指令后，自己

前往停车位进行泊车。整个过
程，车主通过APP即可实现定点
约车、路线自动规划，实现车位预
约、反向停车、全程无感支付，获
得最佳的便捷用车体验。

据介绍，本次无人驾驶采用
长安新一代L4级自动驾驶车辆，
是国内最领先的智能驾驶技术，
可实现“电动化”“智能化”“网联
化”“共享化”的“四化”融合，可
在开放道路场景下进行自动驾
驶。智慧停车库通过全场景、全
兼容停车系统建设而成，完成泊
车后给予手机泊车完成的反馈。

在S3-010中国联通工业互
联网 5G+MEC展台同样精彩，
为众多企业打开了一扇智慧之
门。围绕工业互联网的网络和
应用，以网络为核心，以应用为
纽带，结合工厂的场景化需求，
通过展示机器人+物流小车+传
送带的自动驾驶装配、机器视觉
辅助成品缺陷识别、AR智能眼
镜赋能工厂产线生产装配、智慧
工厂平台等六大板块产品，充分
展现了中国联通在工业场景下
5G和MEC移动边缘计算应用
的主要结构和总体情况，在机械
加工、冲压、焊接、涂装、总装等
加工环节和原材料、半成品、在
制品和成品的库存管理的整体
框架。

毋容置疑，中国联通在本届
智博会上再一次淋漓尽致地展示
了新基因、新治理、新运营、新动
能、新生态的“五新”联通，智慧联
通、闪耀智博，高科技、强视觉、趣
互动、多角度，全方位展示着中国
联通在5G+、智慧城市、智慧产
业、智慧生活等最前沿科技，助力
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在为经
济赋能、为生活添彩的道路上做
到“让未来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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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n 多场景展示尖端产业生态

智慧产业 为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活力

智慧城市 打造新型智慧城市新生态

智慧生活 让家庭更温暖人民更幸福

中国联通主展台

联通5Gn让未来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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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智享出行”展台

联通5Gn创享美好智慧生活

“中国联通工业互联网 5G+MEC”展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