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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通 共享硕果 智领未来2020年线上

中国国际智能产

业博览会（下简称

“智博会”）将于9

月15日在渝正式

拉开帷幕。作为

智博会的“主力队

员”，中国联通大

显身手，以开放的

心态与全社会共

享智慧之树结下

的硕果，全力以赴

为重庆打造“智造

重镇”、建设“智慧

名城”注入力量。

在前两届的

基础上，本次智博

会中国联通挥动

着智慧蝶变的双

翼，以“线上+线

下”结合的创新布

展形式，充分展现

其依托 5G、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

网、人工智能、安

全服务等创新服

务能力深度融合

后，在智慧城市、

智慧产业、智慧生

活等重点领域的

前沿科技应用。

线上展馆
“云游”智博

中国联通线上展馆
承载于智博会官网，通
过沉浸式、一站式、零距
离的呈现手法，采用平
面视频展播、点播形式，
嵌入虚拟讲解员、可视
化导览等辅助技术，展
现涵盖创新服务能力、
智慧城市、智慧产业、智
慧生活四大板块五十个
参展内容，真正实现“云
游”智博，带来“云端”体
验。

线下展馆
创意无限

中国联通线下展馆
布展于礼嘉智慧公园

“智造重镇”精品展馆，
以高互动、场景化为总
体布展理念，采用沙盘
模拟、系统演示等呈现
方式，集中展现中国联
通在工业互联网领域，
依 托 5G、工 业 PON、
MEC 和边缘云等高新
技术的融合应用下的
端、边、管、云、用整体解
决方案和信息采集、数
据传输、数据分析等一
揽子创新服务。

“中国联通 智领未来”线上展馆主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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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

新发展
特色创新服务能力UP+

中国联通以“实施聚焦战略，创
新合作发展”为引领，以云端智上·
赢创未来为理念，将云计算作为技
术业务创新的重要方向和资源配置
的重点领域，加速推进云计算业务
布局，重点围绕核心业务产业链和
生态圈，构建云网一体规模弹性的
沃云平台，打造IDC、云计算、大数
据、CDN、云安全五大产品体系，创
造性价比高、有竞争力和差异化的
资源型、互联网型和软件型产品。

“中国联通还加快推进数字资
源整合和开放共享，构建数据智能
生态，打造跨产业数据融合能力、数
据挖掘治理能力、数据平台建设能
力、数据运营服务能力、数据应用交
付能力和行业解决方案能力等智能
服务体系，全面赋能数字经济发
展。”中国联通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负责人表示，随着物联网的
深入发展，中国联通也将此作为创
新战略的重点发展方向，依托全程
全网的通信网络优势和资源禀赋，
打造了端管云用一体、广泛融合
AI、区块链等通用技术的5G+AIoT
核心能力，聚焦智慧城市、工业互联
网、数字供应链等重点领域，为行业
客户提供物联网端到端服务，赋能
客户降本增效、加快数字化转型。

人工智能无疑是本次智博会的
关键词之一。据介绍，中国联通以
安全开放的AI开发环境，及运营商
独有的大规模多类型数据为基础，
自主研发30余项原子能力，形成了
具备感知、决策、执行能力的“AI大
脑”，构建了完整的“AI肢体功能”，
依托服务客户过程中积累的丰富应
用场景及行业经验，最终形成了具
备“职业技能”的行业AI能力，这

将为支撑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和
智能化升级如虎添翼。

除此之外，中国联通
立足于国家信息安全

高度，全面整合内
外部优势资源

与能力，充分
发挥网络资源

优势，打造威胁
情报中心、攻防中

心、安全岛链、联通云
盾、终端卫士、电子认证、

云WAF和态势感知等安全
产品，全面构建专业化、差异化、

一体化的信息安全综合服务能力，

为践行“网络强国战略”提供强有力
保障。

据介绍，重庆联通正加速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创
新服务能力融合应用，全面助力“数
字重庆”建设，为经济赋能、为生活
添彩。

新动能
智慧城市跑出行业加速度

中国联通以“践理念、赋能力、
智应用、兴平台、优生态”为智慧城
市建设主线，依托特色的云网一体、
5G创新、大数据+AIOT突出的优
势，进一步推动智慧城市建设逐步
走向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重庆联通积极履行央
企担当，以“智囊团”角色参与顶层
设计助力重庆智慧城市建设，为大
足、涪陵、黔江、酉阳、石柱等区县政
府及园区提供创新服务。

当视角放在数字政府建设上
时，中国联通争当主力军——

秉承“云、网、数、智、运”五位一
体理念，发挥“云网资源”“数据资
源”“数智平台”及“数治运营”四大
优势，以“一网、一云、一中台、N应
用”的自主产品及“安全+运营”自主
服务构建数字政府服务体系，全面
赋能数字政府建设。

“中国联通的智慧体系优势在
疫情和汛期期间彰显无疑。”中国联
通相关负责人介绍，“以应急全过程
管理为设计理念，充分发挥5G、云、
大、物、智、安等资源禀赋和能力优
势，构建了“1+M+N”智慧应急方
案。”在安全生产、自然灾害等重点
领域，中国联通打造了监测预警、指
挥救援、监督管理等核心产品，实现
了全方位预防管理，一体化应急指
挥，精准预警决策，全面赋能智慧应
急新发展。

新生态
智慧产业应用场景再扩容

当前，中国联通全面整合现有
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安全服务及基础网络资源,着力打
造全国一体化的产业互联网大集成
服务体系，为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
数字化，助力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
建设营造了新生态。

以工业互联网为例。中国联通
已在航空制造、煤炭开采、钢铁冶
炼、家电制造和装备制造等领域深
入行业场景。同步重庆联通，正以
5G应用、区块链、AI等方面为基
础，开展超17个工业门类的验证测
试和3项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应用关
键技术研究，积累了43个工业应用
场景、32类100多种工控设备部署
经验，打造4个5G工业互联网国家
级项目。

不仅如此，中国联通作为引领
中国智慧文旅产业发展的关键力
量，服务文旅管理、游客服务、旅游
营销、文化传播等应用场景，推动

“文化+旅游+科技”的融合，率先在
国内红色文化、旅游景区、文博场馆

等旅游目的地成立联合创新实验
室，探索5G在文化旅游各细分领域
的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为社会带
来便捷、新奇、智慧的文化旅游新体
验。

重庆联通充分利用5G直播技
术实现李子坝等景点“云上”观景，
全方位助力奉节白帝城、丰都南天
湖等全域智慧景区打造，体验感增
强后受到广大网友称赞。

应用场景再扩容还体现在中国
联通将卫星遥感、人工智能、数值模
型、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高效融合，
将智慧生态变得更接地气——构建
区域生态综合画像，实现全生态系
统的智慧化管理，为生态变迁、环境
容量、污染防治、预测预报、安全管
理、指挥调度、公众监督等方面提供
可视化支撑及辅助决策。

同时，中国联通在车联网产业
上也有不同凡响的作为：依托边缘
计算及AI技术，准确识别交通状
态、事件、车辆等信息，提供数据采
集、融合、预处理、分发等基本功能，
实现对自动驾驶车辆、V2X网联车
的安全辅助与效率引导支持。据
悉，重庆联通与合作伙伴中国汽车
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打造
AGV服务产品助力车联网领域创
新发展，合作期间还形成了《新能源
汽车事故应急救援平台构建与应用
实施方案》，紧密跟进自动驾驶先导
区建设。

提及智慧教育，全社会广泛关
注。在“云启智慧”教育产品研发
基地的孕育下，中国联通充分发挥
自身在教育信息化领域具备的云
网+应用的资源整合优势、产学研
一体化优势、属地化营销服务优
势，进一步推动新兴技术与教育行
业应用的深度融合，助力国家产教
融合建设、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
推动教育优先发展、产业创新发
展、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贯通、相
互促进。

“重庆联通正积极推进智慧教
育解决方案落地，如5G全息互动课
堂等，旨在将教学资源线上化、互动
化，切实做到优质教育资源使用最
大化，全力赋能重庆现代化教育。”
中国联通相关负责人介绍。

新生活
智慧要素潜能持续释放

中国联通用智慧潜能赋予静态
事物以活力，让数据转化成生产力，
提高生产效率，通过打造家庭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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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实让智慧融入百姓生活的方方面
面，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

中国联通5Gn live直播平台是
由中国联通自主研发的提供差异化
直播服务的平台云产品，具备超高
清、4K、360度全景直播（VR）的录
制、点播、回放等云端能力。据悉，
该直播平台能够提供视频采集、云
端转码、直播分发、内容聚合等端到
端全流程直播服务，提供平面超高
清和360全景两类服务。

据介绍，正是基于5Gn live直
播平台，重庆联通将全市工业博物
馆面向社会线上展示，通过实景直
播、专业讲解、即时互动和多方联播
等一体化呈现形式，让大众从纵深
处充分了解重庆工业文化。

同时，依托5G及三千兆网络，
中国联通为用户打造智慧家庭全场
景智能体验。其中沃家组网依托千
兆宽带，升级一站式全屋千兆Wi-
Fi解决方案，真正为用户提供一个
涵盖居家、远程工作、在线教育的全
场景立体化高速率的网络环境，提供
专属个性化的组网解决方案—以沃
家神眼为例，依托家庭云存储平台，
可联动智能门锁、智能门磁、智能猫
眼等产品为用户提供家庭安防解决
方案，丰富智慧生活全新体验。

“线上的优势在于能够突破时空限
制，运用技术手段实现精准的匹配，展
示不受场地容量限制，这也再一次证明
了中国联通行顺时代潮流之举，助大
势所趋之力。”中国联通相关负责人说。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中国联通
聚焦关键领域、新兴领域，培育新业
态、拓展新应用，用智慧的力量作为
赋能，用开放的心态作为养分，正在
发出拥抱现在、智领未来的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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