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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盛典直播
顺利完成

金秋十月， 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 在全国 14 亿人民的共同

见证下， 中国电信全力支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成

功完成了国庆盛典首次 5G+4K 超高清直播。

今年的国庆盛典， 除了在阅兵阵容、 装备规

模等方面更为宏大之外， 还在直播中增加了 5G+

4K元素。 本次庆典保障区域沿长安街从建国门到

西单路口， 总共 5.2KM。 为保障现场 5G 网络稳

定、 视频直播流畅， 中国电信北京公司提前进行

5G 网络规划和建设 。 首次通过 5G 网 络 在

NSA&SA双模基站下， 实现了移动状态下的 4K超

高清视频直播。 直播现场采用华为端到端 5G 设

备， 包括 64T64R 的 5G 基站设备 AAU、 5G 核心

网， 以及 5G 商用终端 （Mate 20X 5G 版）， 并通

过该终端设备和电视台直播摄像机完成了对接。

本次直播中， 在庆典方阵中增加了多个 5G

移动机位， 摆脱了传统直播线缆的束缚。 借助中

国电信北京公司 5G 网络， 将方阵中 4K 摄像机

拍摄到的超高清画面实时传送到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演播室， 最终呈现在全国广大观众面前。 电视

机前的观众首次体验到 “沉浸式” 直播， 犹如亲

临现场感受欢庆的气氛。

据了解 ， 中国电信北京公司为本次阅兵直

播提供了全面可靠的网络保障。 从 8 月份开始，

中国电信北京公司对保障区域进行了多次网络

优化 、 直播演练和彩排 。 保障人员不分昼夜 、

不辞劳苦 ， 把每一次彩排都当成正式活动全力

以赴地对待 ， 为顺利举行阅兵活动的直播付出

了巨大努力。

阅兵活动当天， 中国电信北京公司于天安门

及周边核心区部署了约 100 名网络保障人员， 于

阅兵沿线、 重点核心局所、 党政军重要客户机房

约 100 个保障点位部署了近 900 名网络保障人

员。 共部署保障车辆 50 余台， 油机及应急通信

装备若干， 全力保驾护航。

据统计， 本次直播中央视转播区 5G 指标上

传流量 、 下载流量良好 、 上行速率稳定 ， 直播

全程网络稳定无异常 ， 圆满地完成了网络保障

任务。

5G 已来， 必将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 本

次国庆 5G+4K 超高清视频直播， 不仅是通过 5G

网络向全国传播庆典现场的精彩内容 ， 更是向

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现 5G 蕴藏的经济价值和社会

价值。

10 月 1 日一早 ，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的志

愿者就来到了九亭镇福利院 。 电信志愿者带

来了国旗 、 投影仪 、 电脑 、 照相机 ， 他们要

让福利院的老人们共同享受升国旗 、 看阅兵

的快乐。

在蒙蒙细雨中， 九亭镇福利院的老人们有

的在护工的搀扶下， 有的坐着轮椅， 挥动着一

面面小的国旗， 纷纷聚拢到旗杆边。 在九亭镇

福利院季兰英院长的带领下， 大家冒着小雨升

起国旗。 老人们挥着小旗、 唱着国歌， 眼含泪

水、 激动地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接着， 大

家来到了活动室。 在一面硕大的五星红旗背景

墙前， 大家欢快地 “我与国旗留个影”。 电信志

愿者的电脑通过手机热点联接上网， 将阅兵的

电视直播节目， 投放在银幕上。 看着阅兵的盛

况， 老人们到了饭点， 也不愿回去就餐。 电信

志愿者说， 老人们的笑脸， 比啥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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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左）： 老人们看着国旗冉冉升起。

上图 （右）： 挥动着国旗， 老人们开心地唱

着国歌。

电信 5G精品网络高质量服务进博盛会
为满足国际进口博览会对 5G 新技术新

业务的需求，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利用国庆假

期， 争分夺秒对国家会展中心等展馆进行 5G

全覆盖，并对其中的重点区域进行 5G 深层覆

盖，打造国际进口博览会 5G 精品网络。

据悉，中国电信上海公司正在国际进口

博览会主会场、平行论坛会场和进博会新闻

中心等地，进行 5G 深层覆盖。为了打造国际

进口博览会 5G 精品网络， 中国电信上海公

司采用了华为的最新 5G 技术， 运用点面结

合的覆盖方式，创新探索 SA（独立组网 ）和

NSA（非独立组网）的混合组网模式。据悉，电

信部门在国际进口博览会场馆———国家会

展中心等区域共安装近百台 AAU，800 余台

PRRU 等 5G 关键核心设备。 在本届国际进

口博览会期间，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将在高清

直播、智慧公安、智慧会展和 AI 机器人 、无

人驾驶以及 5G 直播等领域，展现最新的 5G

精品应用。

为全面支撑好进博盛会的通信保障，中

国电信上海公司共梳理了 100 多个应急预

案，涉及通信的核心网、数据、传输、接入、平

台、云资源、国际海光缆等各个专业。 针对可

能存在的网络风险防控 ， 梳理了近千条链

路，完成四大通信枢纽楼及相关通信机房设

备及重要线路的风险排摸 。 在安全运维方

面，中国电信上海理想公司部署自主研发的

网络智慧监控平台，通过整合进博会现场网

络内的设备类型，分层次多维度地展示国际

进口博览会通信保障整体网络运行情况。 根

据国际进口博览会现场公众网络、数字集群

专网、重要客户视频传送以及海光缆维护等

需求，中国电信上海公司除了出动各种应急

通信车辆外，还将向全国各省电信公司借调

应急通信车、 视频光端机及相关技术人员，

借助中国电信全集团应急通信能力，全力以

赴做好通信保障。

下图（左）：服务进博会通信保障 ，中国

电信上海公司不遗余力。

下图（右）：电信工作人员节日期间， 坚

守进博会场馆通信保障现场 。 摄影 陆敏

市民长假
争相尝鲜 5G

中国电信助力国庆盛典 5G+4K直播

10 月 1 日上午 ， 长假中的上海万
人空巷 ， 无数上海市民坐到电视机前 ，

观看史上首个 “5G+4K” 的超高清国庆
盛典直播。 市民们惊喜地发现， 在中国
电信 5G 技术的支持下， 与往年的传统
直播方式相比， 5G+4K 超高清直播的画
面更清晰 、 动作更流畅 、 色彩更丰富 ，

向全体上海市民呈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
国庆视觉盛宴。

而在随后 7 天的国庆长假期间，5G

更是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最火热词。 更大
的带宽、更多的智慧应用场景，令上海市
民对 5G 时代的生活充满了期待。

5G 直播下的国庆庆典

来到位于静安区平型关路 1083 弄的陈

先生家，全家老小正围坐在家中的 65 寸液晶

电视机前， 聚精会神地观看 4K 高清 IPTV 直

播的国庆盛典阅兵式。 在电视屏幕上，伴随着

雄壮激昂的军乐声 ， 5 个徒步方队 、32 个装

备方队、12 个空中梯队组成的阅兵部队，正依

次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

陈先生表示，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世界各国媒体的镁光灯 ，纷纷聚

焦中国。 作为一名中华儿女，不由得感到无比

自豪：“今年的国庆盛典规模空前， 总规模约

1.5 万人，是近几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所有

受阅武器装备 100%国产，众多世界最先进的

武器装备首次亮相。 仅各类参演、观礼及保障

人员，就达 30 余万。 虽然我们无法亲赴现场

一睹为快， 但好在有了中国电信上海公司的

4K 高清 IPTV，在家中也能欣赏到身临其境的

震撼。 ”

据悉， 守着电视机等候国庆庆典和大阅

兵那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成了十一当天上海

市民的一致选择。 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

中心调查结果表明， 约 85%的上海市民收看

和收听了阅兵式和群众游行，99%的受访者表

示非常精彩和比较精彩。

儿子小陈在一旁表示， 今年的国庆盛典

直播有了中国电信 5G 技术的支撑。不但画面

效果提升了不少， 在直播镜头和画面切换的

流畅度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小陈表示：“我

在中国电信工作的同学小彭告诉我， 与往年

的直播不同，在电信 5G 技术的支撑下，庆典

方阵中也增加了多个 5G 可移动的机位。由于

摆脱了传统直播线缆的束缚， 可以拍摄到许

多以往无法拍摄到的生动画面。方阵中 4K 摄

像机拍摄到的超高清画面可以实时传送到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演播室， 并最终呈现在全国

广大观众面前， 让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能享受

到现场欢庆的气氛。 ”

陈先生的父亲也激动地表示， 作为一名

退伍老兵， 对今年的国庆盛典阅兵式感到尤

为自豪：“你看， 现在接受检阅的就是我们先

进的武器装备。 身为一名老兵，看着我们的军

队越来越强大，保卫祖国的力量日益壮大，我

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当然，除了军事装备这样

的 ‘硬实力 ’外 ，我们国家在 5G 技术这样的

‘软实力’上，更是在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 很

快今年的国际进口博览会就要开幕了， 有这

么强大的祖国做后盾， 相信一定能把它办成

一届最成功、最精彩、最难忘的盛会。 ”

陈先生告诉笔者，自从升级为十全十美畅

享套餐后， 家里的 4K 高清 IPTV 就成了全家

的娱乐中心。 无论是自己喜爱的纪实类节目，

还是妻子最爱看的电视剧，或是儿子最钟爱的

足球、篮球比赛，都能在家中的三路 4K 高清

IPTV 上找到答案。 “以前的电视不但画面效果

不佳， 找起节目来还特别费劲。 而如今的 4K

高清 IPTV 高达 3840×2160 的物理分辨率是

传统高清频道总像素的 4 倍之多，不但景物更

逼真、画面更通透、颜色更丰富真实。还能根据

节目类型或名称轻松点播喜爱的节目，或随时

进行电视节目回看，特别方便。 ”

当谈到对未来的期望时， 陈先生表示最

看好 5G+4K+VR 直播的发展。 如果说如今的

4K 直播代表了传统电视直播的巅峰水平，那

VR 直播则开启了未来直播的新天地。 VR 直

播可以让体验者无论身处何方， 都能有身临

其境的现场感。 依托中国电信大带宽、低时延

的 5G 网络，可以在保证视频码流稳定传输和

高精度图像显示的前提下，实现 VR 头戴式显

示设备无绳化， 让普通百姓在家中就能享受

内容丰富、自由轻便的极致 VR 体验。

黄金周打卡 5G 高科技

谈到 2019 年的热词，自然离不开从年初

火到现在的 5G。 在生日之际，不少市民利用

国庆长假纷纷走进位于中国电信上海公司营

业厅的 5G 体验点， 用打卡 5G 的方式庆祝祖

国生日。

“相比附近那些已经玩腻了的景点，打卡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5G 应用的高科技无疑更

有趣、更时尚。 ” 在中国电信上海公司莘东路

营业厅，不少前来体验 5G 应用市民纷纷这样

表示。 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庆的背

景下，用亲身体验 5G 的方式，感受 70 年来祖

国蓬勃发展的壮丽征程， 无疑具有特别深刻

的意义。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邵小姐在饶有

兴趣地体验着中国电信的 5G 云游戏后告诉

笔者，当刚戴上 VR 眼镜后，仿佛置身于真实

的游戏世界， 无论画面感、 动态感还是体验

感，都比传统游戏更佳。 “以模拟滑雪游戏为

例，戴上 VR 头盔，我一会儿超速前进滑上山

顶，一会儿又仿佛极速下滑坠下深渊。 VR 游

戏营造的滑雪场景太逼真了， 让我手心里都

不由得捏出一把冷汗。 也让从未真正体验过

滑雪的我， 真切地感受到在山谷中滑雪的惊

险和刺激。 ”

一旁的工作人员表示 ： “VR 游戏应用

需要网络具有更高的速度、 更低的时延， 才

能体验到逼真的效果。 尤其是在高质量 VR

游戏内容和渲染处理走向云端后 ， 只有在

5G 环境下才能清晰、 流畅体验高品质 VR 游

戏的精彩。”

如今，在 5G 网络的支撑下，VR 游戏不再

曲高和寡。 从少数“极客”才能拥有的体验，变

成了每个市民都可以随时随地享受乐趣的舞

台。 市民无需再耗费巨资购买相关的游戏设

备，只需通过 5G+VR 云游戏平台就能随时享

受到 VR 游戏的乐趣。 由于 VR 云使用远程服

务器替换了传统的游戏主机等硬件对游戏画

面进行渲染， 并通过 5G 网络传输视频和音

频，从而打破了传统 VR 游戏苛刻的硬件和网

络要求。 市民只需通过手机，就能玩到画面媲

美专用游戏主机的 VR 游戏。 同时 5G 超低延

迟的特性配合边缘节点计算能力， 彻底解决

了游戏网络延时困扰， 让游戏迷们随时体验

到快人一步的乐趣。

邵小姐笑着表示：“我刚才打了个电话给

男友 ， 让他也来体验一下 5G+VR 游戏的神

奇。正好趁这个机会再把我们俩的天翼 4G 全

网通手机也都换成最新款的华为 mate20 X

(5G)，提前体验一下 5G 的乐趣。 ”

据悉，中国电信上海公司还在张杨路、漕

溪北路、振泾路、江苏路、莘东路、横浜桥等六

家营业厅安排了 5G 体验专区，市民可以随时

前往体验 5G+VR、5G+云游戏、5G+高清视频

通话和 5G+云桌面等等全新 5G 应用。

5G 赋予旅游新玩法

“在互联网时代，只要打开天翼全网通手

机，机票、酒店、景点门票甚至打车、预订网红

餐厅都轻松搞定，而且价格也更平易近人，让

每个老百姓都能变身旅游达人。 ”在上海中心

大厦 119 层上海之巅观光厅， 笔者遇到了和

家人一起前来游玩的马先生， 他表示：“更令

我没想到的是这里已经实现了中国电信上海

公司 5G 网络覆盖， 相信很快 5G 网络将普及

到每个老百姓身边， 我们未来的旅游也将变

得更加轻松与美好。 ”

随着国庆黄金周的到来， 出门旅游的市

民达到了高峰。 不但有不少上海市民外出旅

游，也有不少外地游客前来体验上海这座“双

千兆之城”的魅力。 而对于今天的游客来说，

旅途中所最不可或缺的东西， 无疑要数集导

航、拍照、社交、智能助手等多种用途于一体

的天翼 4G 全网通智能手机。

马先生告诉笔者， 作为一名资深互联网

工作人员，自己在首批 5G 手机上市时，就预

订了一部华为 Mate 20X 5G 手机。 没想到今

天带着家人从深圳到上海旅游的第一站 ，就

体验到了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5G 网络的过人

之处。

“当飞机降落到浦东机场时，我刚打开手

机就惊喜地发现了中国电信 5G 网络的覆盖。

当时正好同事小刘发了一个高达 1G 的数据

文件给我处理， 结果只花了二三秒钟就下载

完成了，特别酷。 ”马先生高兴地表示：“我们

全家旅游的第一站就是高达 632 米的上海中

心大厦，这里不仅是上海的城市制高点，更是

中国第一、世界第二的超高层建筑。 令我没想

到的是，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在这里也完成了

5G 网络的覆盖。 据讲解人员向我们介绍，上

海中心大厦也是国内首个实现 5G 部署的超

高层建筑。 ”

由于正值旅游高峰期， 上海中心大厦的

游客人数也较多。 当不少游客拍摄完俯览浦

江两岸的美景照片， 打算与家人和朋友分享

时，却遇上了网络卡顿，照片发送失败的尴尬

情形。

马先生表示，在旅游高峰期，由于游客过

于密集， 很多热门景点都经常会遇到游客手

机有信号却无法正常发送照片的情况。 而 5G

网络具有广泛连接的能力， 能够在每平方公

里范围内支持 100 万个连接数， 将让人们彻

底告别这种不便利的情况。 此外，5G 打造的

高速率、低时延移动网络，也将给人们旅游生

活带来更多精彩的 5G 应用。

“你看，今天游客这么多 ，但我刚才测试

了一下，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5G 网络的速度依

然极为出色。 ” 马先生拿着手中的华为 Mate

20X 5G 手机表示：“而即使是还在使用天翼

4G 全网通手机的妻子和父母，在朋友圈发送

照片和视频也十分流畅， 丝毫没有其他游客

碰到的网络缓慢甚至断网现象。 ”

马先生表示， 作为一名 IT 从业人员， 自

己对 5G 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对旅

游服务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兴趣。 有了 5G+AI

这样的黄金组合， 大量的旅游景点 、 酒店 、

餐饮等行业将会使用高度智能的机器人为游

客提供服务， 从而将大大提高服务产出的效

率和服务品质的稳定性， 也有利于节约人工

成本。

“就拿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世

界人工智能大会来说 ， ‘世博源 ’ 内多家

餐厅， 就使用了 AI 机器人代替服务员进行

送餐服务 。 机器人平均每小时可完成 6-12

次传菜任务 ， 相当于 2-3 位劳动力 ， 还会

自动避让行人和障碍物 ， 极大地提升了餐

厅的运营效率 ， 获得了来访的各国嘉宾的

一致好评。”

而对于旅游景区来说， VR 及 AR 的大量

应用也将为其提供更加丰富的展示方式， 更

多智能科技的应用也将诞生全新的产品形

态。 为消费者提供身临其境的模式体验。 特

别是对于一些历史人文景点来说 ， VR 技术

能让游客真正体会到展示项目的历史和文化

底蕴， 从而吸引更多的游客。

蓝色聚焦

■穆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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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启动 5G预约
首日登记人数超 52万

9 月 29 日上午 9 点 ， 中国电信 “Hello5G

精彩相约” 5G 预约活动正式开启。 用户可通过

线上链接、 扫二维码、 登录欢 GO 客户端参与预

约活动， 也可通过线下中国电信营业厅或者拨打

10000 号参与预约。 据悉， 预约活动开启短短一

天， 全国已经有超过 52 万人参与。

此次 5G 预约活动， 内容丰富， 涵盖多重福

利。 一是 5G 手机优惠购。 预约成功后用户可以

享受华为、 vivo 、 中兴、 三星等热门 5G 手机专

属优惠。 购买成功后还可免费领取 100GB 流量。

二是 5G 套餐折扣享。 新老用户都可享受 5G 套

餐折扣特权， 网龄 3 年及以上享 7 折优惠， 3 年

以下及新用户享 8 折优惠 ， 折扣连续享受 6 个

月 。 5G 靓号随心选 ， 成功预约 5G 套餐后 ， 用

户可享受海量 5G 靓号专属购买权。 中国电信此

次推出的福利可说是非常良心了， “提前预见未

来， 快享先人一步”。 5G 就在我们身边， 快跟上

时代的步伐， 一起体验电信 5G 精彩生活。

5G 时代已来， 中国电信 5G 策略清晰， 呈现

出多个差异化优势。 聚焦 5G SA 核心能力， 中

国电信大力开展了 5G 核心技术和业务应用创新。

在网络切片方面， 中国电信完成了业界首个基于

5G SA 端到端环境下的网络切片实验。 在移动边

缘计算方面， 中国电信自主研发了 MEC 的平台。

在云化方面， 中国电信率先实现了基于 IPv6 和

云网融合架构下 5G SA 的部署 ， 实现了 5G 跟

4G 的互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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