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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G创新发展大会在广州召开，展示5G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应用

5G警察头盔5米内识别人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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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欧嘉福 通讯员 穗工信宣

随着 5G的不断发展，在不久的将来，市民随时随地

可以坐在无人驾驶的汽车（5G+ 无人驾驶）上观看高清

视频直播（5G+ 超高清视频），足不出户可感受名师讲课

的现场魅力（5G+ 远程教育），在社区医院就能接受名医

专家的诊疗（5G+智慧医疗）……

昨日，2019·5G 创新发展大会暨首届中国信息通信

行业企业家论坛 -5G 基础设施及应用产业分论坛在广

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在展示厅，参展企业展示了

5G 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应用，包括 5G 交通、5G 教育、5G

安防、5G娱乐等。

5G交通

5G连续覆盖，汽车可规划路线自动驾驶

会场的一楼大厅展示着两种自动

驾驶汽车，一种为出租车，一种为小汽

车。 记者昨日在场看到，小汽车的引擎

盖上装着一个感应雷达，车顶上装着三

个摄像头和一个全景摄像头，四周也装

有感应雷达。 据工作人员介绍，汽车首

先需要进行路面数据的采集，然后通过

车载摄像头、感应雷达等设备感知路面

信息，再通过算法规划行车路线和驾驶

方式，从而实现自动驾驶。 这一切都可

在 5G 连接下进行。

来自文远知行的工作人员表示，从

2018 年 1 月试运营至今，自动驾驶汽车

的体验者已经超过六千人次。“我们上

班的时候都经常体验自动驾驶汽车，感

觉经过这几年的技术发展，无人驾驶汽

车乘坐体验已经和真人开车体验没有

太大的区别了。 ”工作人员表示，随着自

动驾驶汽车技术的不断进步、 不断成

熟，如果 5G 信号能够实现连续覆盖，而

且满足条件的开放道路更多，市民就能

在更大的范围体验自动驾驶汽车。 据介

绍，若想体验自动驾驶，市民可通过文

远知行的官方微信进行预约试乘。

在另一个展位， 记者看到了 5G 远

程驾驶展示。 驾驶员身在广州，却可通

过 5G 网络信号连接控制驾驶系统，遥

控驾驶远在武汉的汽车。 据工作人员介

绍，这样的 5G 远程驾驶技术，可以运用

到矿车等具有危险性的作业上。

此外， 广州首辆 5G 公交———珍宝

巴士 333 路汽车的后台系统也在这里

展示。记者了解到，333 路公共汽车在车

内不同部位共安装了 12 个摄像头，用

以监控车内的情况，对汽车进行安全监

控和评估，提高了市民乘坐的安全性。

5G教育

数十所学校已运用5G设备生动教学

在展厅现场，记者上了一堂别开生

面的七年级地理课。 点开屏幕，戴上眼

镜，一个小小的地球就跳出屏幕，悬浮

在眼前。 通过控制笔，使用者可以操控

地球的大小，让它旋转。 记者点击七年

级上册的人文地理， 选择宗教和地理，

悬浮的地球就用不同的颜色显示了世

界的宗教分布；选择自然地理，地球就

显示了洋流图，非常直观生动。

据工作人员介绍， 这套桌面 5G 教

学设备，通过摄像成像，结合虚拟现实

等技术， 为观众展示了 5G 技术在教学

中的应用场景。 设备不需要复杂的穿戴

设备，学生和教师人手一台终端，配合

MR

（混合现实 ）

眼镜和控制笔，就能在

课堂上将二维课本转化成三维影像。 设

备里覆盖了小学、高中、高职等学校的

教材内容，有数百个课件，可以满足小

学、中学的基本教学需要。

记者了解到，广州目前已有执信中

学等数十所小学、 高中运用了这套设

备。

5G安防

警察头盔可识别人脸和即时通讯

展厅上，一顶警察头盔格外吸引眼

球。 只要启动电源，MR 眼镜就会弹出。

戴上头盔，MR 眼镜就能显示系统界

面，选择人脸识别，就能自动识别 5 米

范围内的人脸。 记者现场体验开启头盔

后，眼镜显示了系统界面。 头盔左侧有

触摸控制区域，可以通过手指上下左右

操作头盔的系统，十分方便。 据介绍，头

盔采用的电池续航可达 6 小时。

“这个头盔集成了人脸识别、 即时

通讯等功能。 头盔前分别安装有摄像头

和深度摄像头，用来进行人脸识别。 数

据通过 5G 网络和专用数据库连接，方

便警察在人群中快速识别在逃嫌疑

人。 ”据工作人员介绍，头盔还有即时通

讯系统，警察通过头盔进入系统通讯界

面，选择通讯录，就能与指定的通讯对

象进行视频通讯，将现场的情况通过语

音、视频等方式反馈给对方，让执行任

务更高效。“目前这个头盔还没有实际

运用， 主要是受 5G 信号覆盖问题的限

制。 ”

5G在广州

三大运营商已开通5000个5G基站

本次大会由广东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广东省通信管理局、中国通信

企业协会、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等

单位指导， 广州市信息基础协会主

办。 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高裕跃、中

国工程院院士孙玉等出席本次活动。

活动吸引了来自信息通信领域的企

业、相关行业商协会、专家学者等社

会各界人士逾 200 人参加。

本次大会是 5G 商用牌照正式

发放后，由政府部门与国家级行业协

会和国家级智库研究单位联合在我

国改革前沿阵地广东首次召开的 5G

发展专题大会。 会议期间，广州市人

民政府与华为公司签订 5G 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举行广州 5G 创新产业

联盟和广州市智慧灯杆联盟成立仪

式。 广州市各相关区政府

（管委会）

、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分别

与多家单位签署了 23 项 5G 应用合

作项目，涉及物联网、工业互联网、芯

片制造、网络建设、智慧交通、智慧医

疗、智慧园区、智慧电商、城市安全、

自动驾驶、智能电网、人工智能（AI）、

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多

个 5G 应用领域。

广州是全国首批 5G 试点城市

之一，目前，三大运营商在全市已开

通 5000 个 5G 基站， 主要分布在广

州塔、花城广场、琶洲场馆、万博商务

区、广汽园区、白云新城片区、国际生

物岛等区域。 今年， 广州计划建设

1.46 万座 5G 基站。 到 2021 年，全市

将建成 6.5 万座 5G 基站， 实现主城

区和重点区域 5G 网络连续覆盖，并

率先实现商用， 建成全国领先的 5G

网络。同时，集中力量加强白云机场、

广州南站等重要交通枢纽， 广深铁

路、穗莞深城轨等重要道路，花城广

场、天河体育中心、正佳广场等热点

区域的 5G 网络部署。 编制 5G 站址

专项规划，全面考虑 5 年内 5G 的网

络建设需求，强化基站建设的规划支

撑。

推动5G商用，广州走在前列

工作人员正在演示远程驾驶。 参观者正在体验智能警察头盔。

今年是 5G 商用元年。 在推动 5G 发展上，广州主要做了这些工作：

支持

5G

基站建设

支持三大运营商在广州开展 5G 试验网建设， 超前布局建设

5G和 NB-IOT 基站。 目前，三大运营商在全市已开通 5000个 5G

基站，主要分布在广州塔、花城广场、琶洲场馆、万博商务区、广汽

园区、白云新城片区、国际生物岛等区域。

1

打造

5G

应用示范

白云机场建设全球首个基于 3.5GHz 频段 5G 网络覆盖的机

场； 黄埔区推进全省首个面向 5G 技术的物联网与智慧城市示范

区建设，打造“5G 智慧河涌”应用场景；海珠区建设 5G 智感安防

示范区，发布智慧警务、无人驾驶警车等多项产品。

2

加快

5G

产业布局

目前，全市约有 60 家 5G 产业相关企业，以广州开发区为核

心的 5G产业发展生态圈已现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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