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晨破晓，昨晚的睡眠质量、血
压计主要脏器运作情况自动显示；
带上 VR 眼镜，无人机实时回传 4K
高清画面，足不出户可以畅游天门
山；疫情期间想避免堂食带来的潜
在风险，5G 无人配送车将餐食送至
指定位置……湖南电信搭建的 5G
信息高速路，打开了智慧生活的“万
花筒”。

5G 时代，云旅游正成为新的时
尚。4 月 28 日，湖南 2020 年春季乡
村文化旅游节体验区，湖南电信 5G
高速网络技术支撑的黑茶展示馆，
给游客带来一场走茶道、忆茶事、寻
茶韵的茶文化之旅。

在怀化芷江受降纪念坊、南岳
景区、武陵源等省内风景名胜区，湖
南电信打造的 5G+VR 示范区，体验
者戴上 VR 眼镜，可以沉浸式游览，
足不出户畅享湖湘美景，为智慧旅
游打开了新的模式。

对个人而言，5G 带来的智慧体
验是极速的，1.6G 的大型网络手游
下载不到 20 秒，高清无损音乐文件

数秒上传到云端、看蓝光电影拉动
进度条全程无卡顿……购买电信5G
手机客户，均可在电信 5G 网络覆盖
范围内，体验最高 1Gbps 的 5G 下载
速率服务。

5G 技术，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实时化、场景化。5G的高带宽、低时
延、广连接，让传统的音乐彩铃进化
为全面屏超高清视频彩铃，为用户
提供了 AI 剪辑定制彩铃、主叫与被
叫用户实时点赞分享互动的新玩
法，而后续将会推出的 5G 消息，使
传统的短信突破文字局限，实现文
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的全信息交
互，为人们带来更实时、更场景化的
沟通交流方式。

目前，湖南电信 5G 个人套餐起
步价仅 99 元，包含国内流量 20G 及
国内语音600分钟；同时，5G用户同
步可享受翼支付消费权益，包括爱
奇艺、优酷、腾讯视频等多种热门应
用在内的生态权益体验，天翼超高
清、天翼云游戏、天翼云 VR、天翼云
电脑、天翼云盘等应用权益体验。

随着 5G 技术的成熟，以“智能
宽带、智能平台、智能应用、智能安
全、智能服务”为特点的 5G 智慧家
庭将日益普及，出门有 5G，在家有
WiFi 成为智慧家庭的标配。目前，
湖南电信5G智慧家庭套餐最低129
元起，大流量、高宽带、ITV 电视、亲
情卡等多重权益，完全能满足一家
人的通信消费需求。同时，为消除
客户的后顾之忧，湖南电信推出“全
屋 WiFi”服务，由 5G 智慧家庭工程
师直接上门，为客户量身制订家庭
智能组网方案，确保家庭每一个角
落都做到 WiFi 信号全覆盖，感受到
4K超高清、5G高速下载等智能应用
带来的完美体验。

迈向奔腾的迈向奔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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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又站在了新一轮的起点上。

4月28日，包括5G、信息网在内的144个新基建项目的集中开工，奏响了湖南21世纪第三个

十年的强劲序曲。

升级需要新驱动，转型需要高质量。作为新基建最重要的引擎，5G融合大数据、物联网、云

计算、AI等技术，形成了新一轮技术革命，渗透和影响各行各业，并不断重构数字经济的新模式和

新业态。从中美在5G方面的全方位角力就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

湖南电信勠力同心、不遑多让，以责无旁贷的央企担当，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快马加鞭，加

快5G基础设施建设，不遗余力推进5G+云网新融合。

一个高质量、高速度的湖南，奔腾而来。

位于长沙望城的湖南电信云谷数据中心。

从建设到应用从建设到应用

55GG推动速度湖南推动速度湖南

从智慧城市到无人工厂，从农业生产精细管理到
医疗远程诊断及手术、从金融科技到车联网及自动驾
驶、从 5G 无人配送车到 5G 智慧园区……一切应用都
必须依托于优质网络，5G 网络在新基建中发挥着引领
作用。

5G网络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根据中国电信和
中国联通的合作协议，双方将实行5G网络共建共享，共
同打造一张“技术先进、覆盖广、网速快、体验好、效能
高”的5G精品网络。长沙作为首批5G商用网络建设城
市之一，2019 年电信、联通双方共享后 5G 基站总数达
1300多个，已基本实现了长沙主城区连续覆盖，具备5G
商用能力。3月24日，湖南电信拉开“5G网络建设大会
战”的序幕，快马加鞭，全面推进5G基站部署和相关配
套工程建设，加快5G网络在全省各区域的覆盖。

大会战的号角一吹响，各地掀起建设的热潮。一
张基于独立（SA）组网、覆盖广、速率高、体验好、有竞争
力的湖南电信 5G 优质精品网络正在三湘大地迅速铺
开。为确保疫情防控与5G建设两不误，湖南电信一方
面做好工程人员防疫操作培训、防疫物资配给、健康检
查等工作，一方面按时间节点目标，倒排计划，挂图作
战，快马加鞭，迎难而上，跑出 5G 建设的“加速度”，确
保在三季度提前完成全省1万多个基站建设工作。

从风景秀美的天门山，到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
岳麓山，火热的5G建设热潮在三湘大地处处涌动。截
至目前，湖南电信已在全省 14个市州的多个县城开通
5G站点，实现长沙市城区五一路、河西奥克斯广场等各
大商圈及CBD核心区域5G信号连续覆盖，并在4月底
实现了 5G 独立组网（SA）数据首呼和语音首呼，至此，
湖南电信从基站到核心网都实现了5G标准。

5G是新基建的重中之重。这主要是因为，5G成为
新的经济增长点，不仅体现在自身网络建设投资上，还
因为其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行业紧密结合，
将共同推动新时期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随着网络
覆盖的进一步到位，5G 技术催生的各项应用正在加速
重构经济形态，搅动传统经济模式，为经济转型升级带
来新的驱动。

5G 在工业互联网和工业制造领域得到了广泛应
用，展示了5G在智能制造方面的巨大潜力。在湖南电
信与中兴通讯共同打造的长沙5G智能制造基地，工程
师带上VR眼镜，就能让数公里外的厂房机器人根据指
令进行设备移动、操纵、投料、关闭等操作。湖南电信
与五凌电力开展的5G智慧工地试点，通过数字管控平
台、集成 BIM、视频监控等，数字工地指挥中心能实时
掌握工程建设动态，其中，施工现场40多个点位的高清
视频可实时传到指挥中心，在试点工地可减少约100名
监理人员，管理成本减少40%左右。

在三一重工，中国电信 5G、人工智能与 AGV 成功
结合，实现了工厂物流作业的自动化，大大节约了人力
成本，更使厂内物料流转变得实时数字化可追踪，对提
高生产效率、降本提质、提升企业生产管理水平作用显
著。据了解，三一重工是国内工程机械行业第一家成
功将 5G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与 AGV相结合，在工厂实
现落地的企业。

物流无人配送是无人驾驶的重点应用方向。湖南
电信联合长沙行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5G 无人
配送车，根据目的地智能规划行驶路线，精准实现点对
点物资配送、回收、携物跟随，不仅能帮助食堂、酒店自
主送餐，还能广泛运用于医院、养老院、外卖、快递等场
所免接触配送，大大降低了服务人员工作强度。

疫情催热了网络直播经济，县长们成为带货网
红。4月15日，衡东县委副书记、县长徐志毅为衡东县
优质特色扶贫农产品黑木耳直播代言。衡东电信组建
网络维护团队，全程提供技术支持和通讯保障，助力县
长直播销售黑木耳和香菇 10083 件，销售额近 40 万
元。随着直播消费的普及，具备高带宽、低时延、广连
接优势的 5G 直播，将会出现在越来越多的直播场景
中，催生出新的消费业态，推动我省消费模式的新转
型。

可以预见，随着5G应用的进一步深入，在未来，5G
将全面应用于工业、制造、政务、医疗、安防、交通、物流
等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和产业转型升级。

云网融合为5G发展奠定基础，5G发展
也不断催生云网融合新模式。在雷神山、火
神山医院建设直播的背后，是中国电信5G+
云网的硬核支撑。在最近大热的珠峰慢直播
中，同样是依托5G和中国电信天翼云融合的
优势。

作为云网融合的基础设施，云数据中心
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新基建的

“压舱石”。
决胜负者，长于布局。湖南电信在推进

5G+光网“双千兆”基础网络建设的基础上，
夯实云网基础优势，致力于打造新一代云数
据中心体系，增强云网服务能力。

经过近年来“2+12+X”云数据中心的建
设，湖南电信已形成了以长沙、衡阳两个重
点城市为出口，其他 12 个市州云网资源协
同发展的良好布局。27个云大数据中心遍
及 全 省 14 个 市 州 ，机 架 规 划 能 力 达 到
16000 架，总出口带宽达到 17T，直达骨干
网带宽 11T，且全网设备启用 IPv6。其中，

湖南信息园大数据中心、长沙麓谷大数据中
心、长沙荷花园大数据中心、长沙云谷大数
据中心、长沙磐云大数据中心和郴州东江湖
大数据中心是辐射中南、华南地区的园区级
云数据中心；郴州东江湖大数据中心利用自
然冷水资源，能源效率指标 PUE 低于 1.2，
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平。

依托5G+云网融合的科技优势，进入复
工复产阶段后，湖南电信积极开展云上暖春
行动，以多项云网融合信息化应用支撑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如春风送暖，为社会经济
复苏和发展增添新动力。

在“三站一场”（火车站、客运站、地铁站
和机场）、学校、工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区域，
湖南电信“5G+热成像体温监测”系统充当

“侦察兵”和“扫描仪”，快速检测出温度异常
人员，为辅助防疫排查筑起第一道防线。

在农村防控薄弱区域，湖南电信平安乡
村远程监控为疫情防控装上了“千里眼”，实
现了“云监控”，为农村地区开启了疫情防控
的“云”守护模式，避免村民扎堆带来防疫风
险。

在湖南电信天翼云的有力支撑下，“云
复工”、“云签约”成为复工复产热门词。云会
议、云桌面、云办公等云网产品，为各行各业
提供了远程协同办公服务。怀化、永州、郴州
等多个政府主导的产业项目通过天翼云会议
举行云复工仪式。2月21日，桂阳县委县政
府通过湖南电信天翼云会议平台举行了重大
产业招商“网上”集中签约仪式，成功实现与
上海、苏州、广州等地12家企业“无接触”签
约，签约合同总额达25亿元。

目前，凭借强大的云数据中心资源，依
托自身在网络、技术和服务体系上的优势，
湖南电信形成了面向各行各业的综合场景
解决方案，将5G+云网创新应用优先应用于
重点区域和行业，为全省成百上千家政府机
构、教育医疗单位、企业、双创园区提供云网
和大数据服务，夯实网络强省的数字基础，
为我省企业管理和提升带来了新机遇，赋能
全社会向数字经济转型。

未来已来。
4月10日，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召开座谈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他强

调，要抓住国家加快新基建的机遇，加快5G网络、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进度，以新基建带动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发展，培育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点。

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我省电信行业迅疾迈开了5G的步伐，拉开了湖南全面进军5G的
恢弘序曲。

湖南，向未来奔腾而去。

施工人员施工人员
正 在 进 行正 在 进 行 55GG
设备安装设备安装。。

施工人员正在安装5G基站。

（本版图片由湖南电信提供）

云网新融合云网新融合 55GG构建质量湖南构建质量湖南

智慧新场景智慧新场景 55GG引领未来湖南引领未来湖南

湖南电信正在建设的5G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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