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进铜退，三千兆之城“乘风破浪”

光缆改造升级构筑智慧城市基石

网速大升级
“真金白银”优惠来了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大环境

下 ， 上海互联网产业却始终保持了

较高的增长势头 。 越来越多的企业

和市民正借助 “光进铜退” 的春风，

在上海这座全球 “三千兆第一城 ”

中 “乘风破浪”。

家住杨浦区鞍山六村 29 号 70

岁的吴洪涛老先生高兴地向笔者表

示：“从今年 4 月开始，中国电信上海

公司仅在附近就完成了虹口区三门

路 759 弄 、杨浦区鞍山五村 、辽源西

路 190 弄铁路工房等多个的

小区架空线落地项目。 如今

我们小区已经升级成为全光

网小区， 具备千兆光网接入

的能力， 成为了中国电信上

海公司‘光进铜退’改造工程

的受益者。 ”

吴老先生表示， 鞍山六

村是建成于上世纪 50 年代

的居民小区。 由于建成时间

较早， 小区的信息化建设一

直落后于周边的新建商品房

小区。 “虽然鞍山六村的交通

和生活设施都挺方便的 ，但

由于以前小区宽带都是架空

线， 宽带速度一直提升不上

去。 很多年轻购房者一听小

区没办法安装千兆宽带都打

消了购房的念头， 就连小区

常住居民也一直对此颇有微

词。 ”吴老先生感慨地说道，

“今年鞍山五村、六村相继完

成了架空线落地项目， 我家

的铜缆 4M ADSL 也升级到

千兆光网。 甚至连小区房价

也从 2019 年的 57000 元/平

方米涨到了如今的 63000 元/

平方米。 ”

宽带速度的大幅提升 ，

也给小区居民的生活带来了

质的变化。 “你看，这段高达

9GB 的高清视频文件我只用

了 1 分 6 秒就下载下来 ，太

给力了。 ”同为鞍山六村居民

的大学生小刘，高兴地告诉笔

者：“泡杯咖啡的工夫，几部高

清视频就下载完成了，这在以

前是不可想象的。 而且不但

家里的电脑上网能达到千兆，

WiFi 和 5G 手机也全部能享

受到千兆速率。 ”

如今小区居民的美好生

活， 离不开电信人的不懈努

力。据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工作

人员介绍， 在市通信管理局、

以及区住建委的要求指导下，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克服种种

困难开展红线内架空线落地

项目。 以水电路 1200 弄小区

项目实施为例，由于小区内天

井上长期停放着无主僵尸车

造成施工困难，严重拖延了施

工进度。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发

挥不怕脏、 不怕苦的精神，通

过四部千斤顶抬升僵尸车辆进行巧

妙施工，成为小区居民至今津津乐道

的经典案例。 如今，改建后的小区不

但环境焕然一新，智能化水平更是有

了质的改变。

“出门用千兆 5G，在家用千兆

宽带，全家用千兆 WiFi。”随时享受千

兆应用与服务 ，如今已成为 “光进铜

退”改造后小区居民习以为常的生活

习惯。 小刘告诉笔者，小区改造前由

于网速太慢，自已追剧时只能选择标

清视频， 不但画面效果逊色不少，每

次看视频时还要缓冲一段时间，特别

难受。 而如今，家里不但安装上了 4K

高清 IPTV， 用手机看在线视频时也

能随意选择最高的 4K 高清画质。 还

能做到即点即播，再也没有了以往看

视频时常见的缓冲 、卡顿 、马赛克等

现象。

“此外，现在参加中国电信 5G 套

餐， 还能享受到丰富的 5G 会员权益

包。 比如我就选择了 5G 腾讯视频会

员权益， 这样在家可以通过 4K 高清

IPTV 追剧 ， 出门也能用 5G 手机追

剧，感觉特别贴心。 ”

一旁的小区居民何先生也笑呵

呵地表示，在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实施

“光进铜退”改造后，家里的气氛也融

洽了很多。 “我家里三代同堂，以前每

天晚上都要因为抢网速而‘打架’。 现

升级了千兆光网 ，全家看电视 、玩手

机互不影响，特别高兴。 ”

原来，何先生的儿子今年刚上初

中二年级，每天晚上都要通过网上授

课给自已“充电”。 由于以前的铜缆宽

带速度有限，每到这时父母喜爱的网

上追剧，妻子热衷的直播购物就不得

不“让行”。 何先生称：“虽然父母和妻

子都从来没为这事报怨过，但看得出

大家心里都挺无奈的。 而小区完成了

光进铜退改造后，现在就算全家老小

‘火力全开’，孩子上网课的质量也丝

毫不会受到影响。 而且相比以前，网

课的音质和画质都提高了很多，孩子

的学习效率也提高了不少。 ”

三千兆
智慧家庭的新标准

家住在虹口区三门路 759 弄的

王女士，同样对中国电信上海公司今

年实施的小区架空线落地改造赞不

绝口 。 “现在 ，不但小区

的环境变得焕然一新 ，

我和家人也深深体会到了智慧家庭

的魅力。 ”

笔者跟随王女士来到家中，她却

没有和以往一样掏出钥匙开门。 只见

王女士的手指轻轻按到把手上，家中

的智能门锁就准确识别到指纹信息，

大门随即自动打开。 王女士笑着说：

“有了智能门锁， 不但省去了随身携

带钥匙的麻烦，平时拎着菜篮子回家

也不用再手忙脚乱了。 ”

随着我们的进入，王女士家中灯

光自动打开，家中的空调也早就将家

中温度调节得凉爽舒适。 “在这样的

三伏天，没有比到家就能享受到舒适

的空调更令人愉悦的了。 ”王女士高

兴地表示 ：“我只要在每天下班路上

提前设定好时间，家里的空调就会适

时开启，智能电饭煲也会提前准备好

晚饭，到家就能轻松品尝美食了。 ”

据王女士介绍，如今的智能电饭

煲不但可以做出香喷喷的米饭，还可

以煲汤、煮粥甚至烹调出不少家常菜

肴。 最近，她还打算再买一台智能料

理机 ， 把自已彻底从厨房里解脱出

来。 “像这样的三伏天，在家烧菜做饭

可真是件辛苦活。 智能料理机不但比

现在的智能电饭煲能做出更多美味

佳肴，甚至还能通过家里的千

兆光网不断拓展自已的菜谱，

我和丈夫也能腾出更多的时

间进行休息和娱乐了。 ”

王女士表示，智慧家居产

品虽然给自已的生活带来极

大便利 ， 但事实上成本并不

高。 像家庭使用、可以远程操

作的指纹密码锁、中央音乐系

统 、自动窗帘系统等 ，一般只

需几百元到几千元就能实现。

而且智慧家居大多是通过

WiFi 网络控制， 并不需要复

杂的布线，即便已经装修多年

的家庭也能轻松实现智能化

改造。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对我

们小区进行改造后，我家在第

一时间就申请了三千兆融合

套餐。当天下午中国电信上海

公司的智慧家庭工程师就上

门进行了‘一对一’定制服务，

现在家里每个角落的 WiFi 信

号都达到了满格，智慧家居也

终于能大显身手了。 ”

在王女士家中，一缸五彩斑斓的

热带鱼格外引人注目。 王女士告诉笔

者，这缸热带鱼是深受全家喜爱的宝

贝。 不过由于热带鱼需要每天精心照

料，所以往年全家外出旅游时都头痛

不已。 “如果是宠物猫、宠物狗还能寄

养在宠物商店 ， 但热带鱼就很麻烦

了。 ”王女士表示：“为此我们家以前

都不敢全家一起出动旅游，好在现在

有了三千兆融合套餐，我们旅游途中

不仅可以通过智能摄像头查看到热

带鱼的情况，还可以用手机让自动喂

食机投喂鱼食，特别方便。 ”

据悉，在完成光进铜退改造后，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为小区居民提供

涵盖宅家、工作、出行的立体化、高速

率 、高品质信息化服务 ，全方位满足

了市民各类网络接入及智慧家庭的

个性化需求，形成一张“万物互联”的

智慧网络，有力支撑上海经济的转型

发展。

天翼云盘
千兆的速度与温情

家住场中路 1310 弄的戴先生表

示：“自从小区完成 ‘光进铜退 ’改造

后，家里的千兆宽带给全家的生活带

来了无穷的乐趣。 特别是三千兆融合

套餐所赠送的天翼云盘功能，让我再

也不用担心承载着家庭温馨回忆的

照片和视频会丢失了。 ”

戴先生告诉笔者，3 年前一场突

如其来的电脑硬盘故障，让自已保存

多年的照片和视频毁于一旦。 “不但

儿子 5 岁前的照片大多找不到了，连

我和老婆的婚纱照、蜜月照也都彻底

丢失了。 以前我也曾尝试过在国内流

行的某些网盘上保存照片，可由于上

传速度太慢，很快就放弃了。 今年小

区改造成千兆光网后，我尝试了一下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的天翼云盘，不但

速度快 ，安全性也特别好 ，相当于给

家里装了一个数据‘保险柜’。 ”

据悉，天翼云盘是中国电信基于

天翼云安全存储能力，面向个人/家庭

用户提供的云盘产品， 可支持手机、

TV、PC 等终端使用 ，以其高速 、安全

的特点在国内个人网盘行业排名前

茅。在 5G 和千兆光网的帮助下，云盘

传输速率可与本地存储相媲美，照片

秒传体验十分惊艳。 特别是针对电视

端专属优化的家庭云，可以实现在电

视上的流畅操作，成为上海市民保存

家庭温馨记忆的首选产品。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专家介绍，网

盘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市民

的使用感知。 以往市场上常见的网盘

产品大多速度很慢，每次同步照片都

要花上不少时间。 而要想达到即点即

开的秒传体验，高速的宽带网络和优

质的网盘产品两者缺一不可。

戴先生以前家里用的是铜缆宽

带和 4G 手机，本身的速度就比较慢，

即便使用天翼云盘这样的优秀产品

也完全发挥不出优势。 而在小区进行

光进铜退改造后，天翼云盘的速度优

势终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现在我们每天用手机给孩子拍

的照片，都会自动同步到天翼云盘上。

父母随时都能通过手机和 IPTV 看到

孙子每天的成长经历。 而我们也能每

天分享父母幸福的晚年生活。 由于千

兆光网的速度优势，我通过网盘浏览

云端的照片丝毫没有迟滞感，几乎和

查看手机上保存的照片一样方便。 ”

原来，市民在进入天翼云盘客户

端后，会发现有“个人云”和“家庭云”

两大分类。 在上传照片时，既可以选

择上传至“个人云”，也可以选择上传

至“家庭云”。 照片上传至家庭云后，

家中其他成员可以通过手机、 电视、

Pad 观看、下载这些照片。而“个人云”

中的照片则仅供本人观看。 既在最大

程度地保护了个人隐私，也让家庭成

员间的共享变得更便捷。 除了通过手

机端 、PC 端等常规途径访问家庭云

外， 市民还可以通过家中的 4K 高清

IPTV 电视端进行访问，让亲情的传递

变得更方便。

信息前沿

■沈亦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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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中国电信

召开视频会议， 对系

统全面上云工作进行

部署， 明确提出 “新

建系统 100%上云 ，

存量系统三年上云 ”

的工作目标。

当前的时代， 是

5G 和云的时代 ， 是

人工智能的时代， 更

是数字化的时代。 顺

应数字化转型趋势 ，

中国电信坚持 “业务

上云 ” “系统上云 ”

“网络上云 ” 为核心

的企业 “云改” 发展

战略。 其中， “系统

上云” 在中国电信的

“云改 ” 中有特殊的

地位， 是用数 （大数

据的融合运用） 和赋

智 （企业智能化改

造） 的基础和前提条

件， 是高质量发展的

助推器。

在推进上云进程

中， 中国电信以实现

“业务上云 、 生产上

云、 管理上云、 数据

融通、 能力开放” 为

目标 ， 力争在 2022

年前实现系统全面上

云 ， 为 “用数 ” 和

“赋智” 夯实基础。

为保证上云工作

有序进行， 中国电信

制定了 “MBOD 四域

协同 ” 的上云策略 ：

对于 MSS， 采用重

构业务流程和产品服

务， 重点提升数字化

管理能力， 推动业界

优秀 SaaS 上天翼云

形成最佳实践的策

略； 对于 BSS， 在前

期上云的基础上升级

到 2.0 上 云 ； 对 于

OSS， 启动新一代云

网运营系统重构上

云； 对于 DSS， 基于

大数据采用 “平台+应用” 架构， 推动

大数据应用升级上云。 在上云过程中，

首先制定系统上云技术标准， 梳理系统

清单 ， 明确上云业务目标 、 路径和步

骤； 全网统一 PaaS 清单、 统一 PaaS 技

术底座承载多专业多系统， 改变原来按

专业按系统独占资源的模式， 全面上天

翼云。

中国电信将充分发挥 5G+ABC （人

工智能、 大数据、 云） 的优势， 打造云

翼、 云道、 云眼、 云桥四个集中的上云

基础平台 ， 提供 PaaS/IaaS 集成一体化

服务的自助申请、 分钟级开通能力， 降

低上云使用 PaaS 组件技术门槛， 提供

开发运营一体化的 Devops 环境 ， 提供

立体化的监控和智能运维能力， 并实现

全网 DICT 能力统一开放 、 统一管理 、

统一运营， 为 31 省公司 IT 系统上云保

驾护航。

新建系统 100%上云 ， 存量系统

“关移转并” 三年上云， 中国电信将从

根本上提升企业竞争力， 解决实际业务

问题， 降本增效提感知， 助推企业数字

化转型。

随着三伏天的到来 ，

上海进入了一年中最热的

“桑拿天”。 然而， 奋战在

酷暑下的中国电信上海公

司施工人员 ， 却没有停下

“光进铜退” 改造的步伐 。

为早日将上海 “三千兆第

一城 ” 的红利惠及申城的

每个社区 ， 近年来中国电

信上海公司积极配合市政

府 “美丽家园 ” 建设 ， 对

沪上诸多小区开展了 “光

进铜退 ” 改造升级工程 ，

为上海智慧城市发展构筑

了牢固的基石。

2020 年第十八届 ChinaJoy 展会以 “娱乐+科技” 为主

题， 集中展示数字娱乐产业前沿科技和高品质内容产品 。

展会期间， 高通骁龙携手中国电信， 让天翼云 VR 游戏有

了更多创新玩法。 图为电竞爱好者纷纷体验新款游戏。

摄影 王浩森
题图：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员工，正在加紧光进铜退施工。

摄影 费锋

“进宝”来了
进博会热线推出
智能在线客服

由中国电信上海公司互联网部承建

并运营的进博会 968888 客服热线， 其

新推出的 24 小时进博会智能在线客服

“进宝”， 已经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官

网正式上线。 市民可在对话框输入需要

解答的问题或关键字， “进宝” 便能立

即给出响应。 进博会 968888 客服热线

利用智能化平台和人工智能的优势， 提

供了人工智能客服一站式解决方案。 智

能客服中心提供人工智能客服+在线人

工+7×24 小时呼叫中心+双语支持的全

方位咨询服务， 让国内外用户享受更加

高效便捷的咨询体验。

随着第三届进博会举办时间逐渐

临近 ， 大量的咨询电话纷至沓来 ， 并

具有访问量大 、 访问集中 、 重复问题

多发等特点 。 单独采用电话人工坐席

提供服务 ， 难以满足咨询服务需求 。

尤其在话务高峰期 ， 难以全面满足众

多市民的来电需求 ， 将成为进博热线

的好帮手。 此次推出的的 24 小时进博

会智能在线客服 “进宝”， 为了确保在

进博期间 ， 市民的需求及时听取 ， 市

民的疑问及时解答 ， 市民反映的问题

及时改进 ， 968888 客服团队还制定了

灾备方案 、 演练方案以及保障方案 ，

力求全方位保障进博热线安全、 可靠、

平稳运行。

为迎接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的到来， 作为申城互联网基础建设领头

羊，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用实际行动践行

央企使命、 担当社会责任。 中国电信上

海公司凭借在网络、 产品、 服务上融合

创新的 “三千兆” 融合套餐， 进一步释

放被疫情抑制的消费潜力， 提升上海的

信息化供给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