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疫?用 “显身手”、 5G 网络 “永不掉
线”、 万兆互联 “三保险”

顶尖服务
保障进博会

小荷才露尖尖角
5G ?用服务防疫安全立功劳

服务防疫与网络安全， 5G 应用崭露头角。

一批以“安保巡逻+疫情防控”为代表的 5G 创

新应用，不负众望展现在中国电信的服务保障

之中。 相比于去年以展示 5G 应用为主，今年则

将更侧重于实战领域的应用， 巧用 5G 应用升

级服务保障手段。

“安保巡逻+疫情防控 ”，无疑是本届国际

进口博览会的重点关注。 中国电信提前进行了

5G 应用场景的规划和筹备，并积极推进应用展

示及部署。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为现场公安人员

配备了 20 副 AR 眼镜， 连接 5G 智能手机后，

通过 5G 基站与互联网和安全网闸， 可直达图

像网警务数据平台完成查询。 除了互通进博会

的指挥中心， 还可对接公安部门的 ECS 服务

器、“风洞”预警系统等。 这些平台数据对接相

关人员手机终端的政务微信， 进行人车查验、

通知消息接收查看。

在国展中心的进博会场馆现场 ， 只见相

关工作人员佩戴 AR 眼镜， 通过搭载 5G 超高

速、 低时延的网络， 就实现可视化融合指调、

人车识别查验 、 与指挥平台一线实时互动 ，

实现红外测温防疫体温检测+人脸信息双码流

显示 ， 异常提示告警+人脸记录等 。 这些 5G

的防疫创新应用 ， 切实为相关人员第一现场

管控排查 ， 场馆安保工作人员移动巡检的工

作提供便利。

进博会参展观展的人员核查与安全，无疑

也是重中之重。 本届进博会发放了近 60 万张

人员通行证件和数万张车辆通行证件。 分布在

进博会场馆出入口 25 个点位的 108 台 “人员

证件查验机”，在感应到人员靠近的数秒钟内，

就会高速抓拍数十张照片，现场采集人像特征

与数据库内的照片进行比对。 为做好进博会的

防疫工作，国家会展中心各出入口验证点均增

加测温设备。 这些在“一刹那”间发生的人员信

息比对，新增“温控数据”的传输及交互 ，靠的

就是中国电信安全高速的网络数据交换。

5G 网络共建共享永不掉线
最高实际下载速率超过 2.3G

本届进博会 ，首次实现 “电信 、联通互备

份”的 5G 共建共享运营模式。 两家电信运营商

的 5G 用户，在“迷宫”般的国家会展中心里，将

永不掉线。 所谓“5G 互备份”，是指中国电信上

海公司与上海联通的 5G 设备在一张网中 ，接

受统一指挥，且互为备份 ，从而为进博会提供

双倍通信安全保证。 简而言之，如果 A 运营商

网络设备出现故障， 其用户可以瞬间链接到 B

运营商网络， 用户的手机端不会有任何感知，

网络做到无缝切换。 目前电信和联通在进博会

展馆内共有近 400 个基站和室内小站，可同时

容纳 10 万个左右的 5G 用户。 更令人欣喜的

是，这样“双保险”的通信网络保障 ，并不仅仅

只覆盖国家会展中心 ， 整个场馆方圆三公里

内，都将采用同样的技术方案，共享网络，互为

备份。 在速率方面，以 NH 馆为例，即使实际网

络环境会受到周围电磁辐射等影响 ，NH 馆实

测用户下载峰值达到 2.3G， 是普通 5G 速率的

两倍以上。

如果以四叶草为圆心、 三公里为半径，画

一个圆，虹桥火车站、虹桥机场航站楼、嘉闵高

架等都在这个“朋友圈”里 ，这意味着 ，如果电

信和联通用户在这些地方“出没”，也可以享受

互为备份的“电联 5G”。 在上海，两家电信运营

商的 5G 共建共享也取得显著成果， 在中心城

区实现 5G 室外连续覆盖， 在市郊实现重点区

域覆盖， 全市可接入超过 1.3 万个室外 5G 基

站、2 万个室内小站。

新闻中心万兆接入“三保险”

内容存储云平台“三不限”

在进博会的新闻中心 ， 包括核心网络在

内，全部采用万兆互连。 万兆接入的电信有线

宽带网络， 可让 3000 位中外媒体记者同时高

速上网。 同样，也是万兆接入互联网的电信无

线 WiFi 网络，能让记者在新闻中心无线覆盖范

围内实现无缝漫游 ，一网在手看进博会 、说进

博会、道进博会。 为满足境内外媒体记者不同

类型终端的上网需求，中国电信上海公司此次

特地设置了“一主两备”的线路保障方案，主用

线路设备如发生中断故障，将自动切换至备用

线路设备，真正做到了“三保险”。

新闻中心还首次采用中国电信的“天翼企

业云盘”，作为“官方唯一指定媒体分发平台”，

提供 “广播级公共信号媒体文件云端下载”的

内容存储服务。 据悉， 进博会的官方视频、照

片 、新闻上传后 ，媒体记者登录 “天翼企业云

盘”，就能够同步获取最新的新闻素材。 中国电

信上海公司表示，新闻中心的“天翼企业云盘”

开放“三不限”服务。 一是存储容量不限制，二

是同时登录人数不限制 ，三是上传 、下载均不

限速。 这一举措为记者获取最新的信息提供了

“非接触式”的通畅渠道。 专家表示，用“天翼企

业云盘”，提供“广播级公共信号媒体文件云端

下载”服务，是重大社会活动的一个创举。 一方

面有助于减少线下媒体人员的聚集、服务疫情

防控常态化，另一方面也保证了视频文件分发

的安全性和私密性。

作为每次重大社会活动的常项，为央视等

媒体提供电视节目信号的传输 ， 做好集群专

网、 移动公众网络和重要媒体直播等保障，也

是中国电信上海公司的重要任务。 据悉，中国

电信将完成包括央视总控 IBC 机房在内的 26

个直播点位的电视信号传输任务。 其中，进博

会主会场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内的点位就达

22 个。此外，还有外滩国际邮轮码头、上海白玉

兰广场、SK 大厦和虹桥世界中心等 4 个外场点

位，也需同时传输电视直播信号。 截至目前，中

国电信已经为央视开通光纤 117 路，出动高清

和 4K 光端机 69 套， 高清 C 频段卫星车 1 辆，

47 名应急通信队员参与了保障。 截至目前，中

国电信上海公司应急通信局为国展内外 26 个

点位，提供了近 9 万分钟的视频传送工作。

不仅如此，中国电信上海公司还为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CCTV4）直播节

目 《进博 360°》提供 5G 网络支撑 ，7 天 168 小

时不间断播出，全景展示“四叶草”的顶尖展品

以及徐汇滨江、宝山国际邮轮港 、金山嘴渔村

等魔都风光。 此次慢直播在央视频、新浪微博、

今日头条等多平台的 CCTV4 官方账号播出，上

线 24 小时，观看人数已经突破 200 万。

7 天，168 小时，不间断播出，全景展示第三

届进博会及魔都风光。只要?开直播，就能遍览

“四叶草”里的顶尖展品。 黄浦第二湾———徐汇

滨江位于上海黄浦江西岸，以“双 A”引擎带动

区域能级提升，引领艺术传媒、人工智能、科技

金融、生命健康四大产业集聚 ，?造全球城市

的卓越水岸。 大气磅礴的亚洲第一国际邮轮母

港———宝山国际邮轮港 ，已成为一张 “世界级

名片”。 上海最后一个渔村———金山嘴渔村，金

山嘴老街、渔村博物馆、渔家客栈、金山嘴海鲜

一条街等颇具海洋文化特色的展厅和餐厅迎

接八方来客。 7×24 小时的慢直播，全方位展现

了进博会风光，也充分考验了上海电信的技术

实力。 为了将魔都美景实时传递至全国人民乃

至海外友人的眼前， 上海电信亮出了 5G+直播

的绝活。 在接到直播任务后三天内，上海电信

一面支援高强度的进博会网络保障，一面派出

小分队赶赴宝山 、徐汇 、金山 ，跨越大半个上

海，完美 fix 直播选位 、设备安装 、上载带宽测

速、稳定性测试、设备压力测试、网络环境优化

等一系列技术难点 ，最终呈现出稳定性 、流畅

度极佳的直播画面。

从“云监工”雷神山医院拔地而起 ，到 “云

登顶”珠峰看星星，再到“云逛展”进博会，中国

电信已经在 5G 直播领域有过多次亮眼表现 。

在上海，在东方风云榜、上海国际半马、ATP 大

师赛、张信哲全球首场 5G 个人演唱会、上海夜

生活节等对影像传播有高度需求的场景中，上

海电信已多次成功完成 5G 高清直播。

此外，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还出动包含 5G

基站车、C+L 基站车、800M 数字集群基站车 、

指挥车等一共 14 辆应急保障车。 为了更好服

务于本届进博会保障工作，中国电信统筹全国

应急保障力量， 从福建、 湖北、 四川、 广东、

新疆 、 浙江 、 安徽 、 湖南等公司调用 3 辆

800M 数字集群车、 5 辆 C+L 大型应急基站车

及 16 名技术人员赴上海支援保障， 全力以赴

做好此次进博会无线网络保障工作 。 中国电

信上海公司应急通信局还出动保障人员 119

名， 15 辆应急通信保障车， 69 套高清、 4K 视

频光端， 以及 20 艘海、 江光缆巡逻船， 全力

护航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进博会的正常运转 ， 离不开后台规模庞

大的信息支撑系统 。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积极

满足国家商务部 、 进口博览局 、 国家会展中

心等相关部门办公和外事接待需要 ， 提供了

办综合布线 、 宽带上网 、 语音电话等综合电

信服务。

AI 技术助力
智能在线客服“进宝”亮相进博会

由中国电信上海公司承建并运营的进博

会热线“968888”作为指定唯一官方服务热线，

话务量持续保持高峰 ， 各种有关防疫的咨询

纷至沓来。 968888 进博会热线今年累计至 11

月 8 日呼入总数近 77000 次， 在线咨询 20000

多次。 本届进博会自 11 月 4 日开幕以来话务

量居高不下 ， 11 月 4 日至 8 日 ， 累计呼入

16386 次 。 11 月 5 日为全年单日最高 ， 呼入

量 4670 次 。 为此 ， 进博会热线 968888 增加

了弹性坐席和储备人员的投入 ， 提前启动了

电话高峰应急机制， 延长话务高峰轮班时间，

多元化 、 多语种服务保障热线接通率 。 在话

务高峰期 ， 这一机制确保了来自各个国家 、

地区和国际组织 、 企业 、 境外的采购商可通

过热线及时了解进博会相关信息。

进博会热线在今年还首次推出了 24 小时

进博会智能在线客服 “进宝”。 据介绍， 新平

台利用 AI 智能技术， 在转接人工客服前， 能

够为咨询人员提供各类常见问题的回复 ， 同

时根据所提出的问题或关键字自动推送相关

答案。 该平台不但具备语言分析、 智能识别、

推理引导功能 ， 还支持发送表情 、 文本 、 图

片和留言， 极大提高了咨询服务效率和质量。

据悉， 智能 AI 系统启用后， 用户咨询量共计

15000 件左右 ， 其中智能机器人回复占比为

44%。

同时 ，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还主动进驻进

博会场馆 ， 在一线提供精准服务 。 中国电信

上海公司开展了一系列电信服务质量规范 、

服务技能 、 各国文明礼仪常识 、 进博会基础

知识 、 双语 、 接待用语 、 言行禁忌 、 急救知

识等培训 。 结合今年疫情的特殊情况 ， 在进

博会服务点增设了自助终端售卡机 。 中国电

信上海公司还组织了志愿者 ， 为参展客户和

展商提供服务保障。

携手沪苏海上执法部门
开展海光缆保护专项行动

受疫情影响 ， 本届进博会将有近两百场

视频会议通过光缆进行线上直播 。 为此 ， 中

国电信上海公司携手上海 、 江苏海上执法部

门 ， 开展一场主题为 “携手保护海底光缆 、

共同保障通信安全 ” 的海上护缆专项行动 。

在为期 12 天的行动中， 来自上海和江苏两地

海警 、 渔政等部门的海上执法船 ， 将和中国

电信护缆船共同巡查国际海光缆路由区域 ，

驱离威胁海光缆安全的作业船只 ， 对过往作

业船只进行保护海光缆宣传 ， 以护卫进博会

期间国际互联网通道的安全畅通。 自 10 月 30

日起， 在上海崇明附近水域开展为期 12 天的

护缆专项行动 ， 已劝离威胁海缆船只 94 艘 ，

巡航举例超过 12000 公里。

通信海光缆承载着我国 90%的国际通信

业务 ， 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 ， 事关政治 、 经

济、 外交、 国防等重大战略。 上海崇明现有 7

条国际海底光缆登陆， 约占我国大陆 22 条海

光缆的三分之一 。 通过这 7 条海光缆 ， 上海

直连美国 、 日本 、 韩国 、 新加坡等地 ， 并辐

射至亚太 、 大洋洲 、 中东 、 北非 、 南欧等区

域 。 因此 ， 确保崇明登陆海光缆的安全对我

国国际通信安全显得尤为重要。

早在今年休渔期 ， 中国电信的宣传小分

队就深入重点渔村进行护缆宣传 ， 至今已至

江浙沪 43 个渔村 ， 并在当地渔政部门的帮

助下利用渔民培训和安全生产教育机会开展

护缆宣传 ， 发放海图 6000 多张 。 在这次的

护缆行动中 ， 中国电信的 16 艘护缆船全体

出动 ， 除了增加重点区域的巡线频次 ， 延长

海上巡航时长外 ， 船只将不再回港口补给 ，

7×24 小时在海上不间断警戒， 日常巡护范围

远至距岸 400 公里， 护缆长度累计达到 2900

公里。

进博会灿烂无比 ， 申城电信喜迎四方来

客。 10 月下旬，中国电信上海公司以“此处电信

5G 已覆盖”为主题，结合上海“美丽街区”建设，

在全市展开了一场 5G 城市公共空间艺术创作

活动，这些妙趣十足的涂鸦作品 ，分布在上海

城市大大小小的场地 ，包括商圈 、小区 、景点

等，想偶遇他们？ 很简单。 也许就在下个路口，

也许就在转角之后。 重要的是这份不期而遇的

惊喜感，和中国电信无处不在的陪伴。 繁华的

上海街头， 出现了世界上最小的电信营业厅，

3D ?印，栩栩如生，还能在线扫码办业务。外滩

滨江大道，艺术家结合锚点的钢铁质地 ，以十

二生肖为创意主题，给锚点穿上了新衣服。 新

天地北里的玻璃顶通道 ， 已被装饰得十分精

美。 从 1G“笨重”的大哥大到 5G 的虚拟现实，

通信发展历史映入眼帘。 中国电信品牌 logo 与

孔雀羽毛进行置换同构，开启你的美好智慧生

活。 在涓涓不绝的喷泉前，福禄寿伴随祥云，期

盼所有来者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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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为世界经济复苏带来希望之光， 中国电信也展现了运用 5G 等

信息化技术手段让进博会成为 “新时代共享未来” 的卓越能力。 多项信息

化手段服务防疫工作、 5G 网络共建共享永不掉线、 新闻中心万兆接入三

保险、 进博热线提供 AI 客服、 海光缆护航保障国际网络通畅……中国电

信以顶尖的信息通信服务， 全方位保障本届进博会越办越好。 据悉， 自

11? 4?起， 上海电信在进博会场馆出动保障人数 11301 人次， 保障车

辆 615辆。

下图 ： 中国电信

上海公司应急通信局

所属中国海底电缆建

设有限公司员工 ， 正

在与海监渔政部门人

员一起协商海上巡逻

路线。

左图 ： 在进博会

通信保障指挥部， 工信

部领导正在听取上海电

信 5G 版 AR 眼镜护卫

进博会安全?汇报。

下图： 进博会精

彩纷呈 ， 自贡彩灯

前， 参观者纷纷拍照

上传。 图为电信员工

时 刻 关 注 着 5G 网

络。

摄影 王万隆
题图 视觉中国

自左至右 ： 图 1、 在进博

会各个安检口 ， 电信提供?人

员信息识别传输系统 ， 精准护

卫安全。 摄影 王万隆
图 2、 服务进博会 ， 上海

电信营业厅服务暖心升级。

摄影 王浩森
图 3、 记者在新闻中心 ，

可以享受万兆出口?有线 、 无

线极速上网服务 。 图为来自央

媒?记者 ， 正在体验电信 5G

?超快下载速率。

摄影 王万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