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T

2019.9.9��星期一

INFORMATION TIMES

B08

责编：黄淑仪 美编/本版制图：林燕芳

摆脱单一场景

5G应用“上天下海”

□信息时报记者 潘敬文

无人车在工业园区内自动运输和

配送， 这可能已经不是新鲜事， 但无

人船在大海自动巡航、 检测水文信

息， 飞机上也连接5G信号收看视频，

这些应用你又有没有想象过？ 日前，

工信部第二届“绽放杯” 5G应用征集

大赛之珠海智慧城市专题赛珠海总决

赛正式落幕。 记者了解到， 本次大赛

涌现了大量新奇的5G网络应用创新性

应用， 而且大量创新项目已经获得融

资和实际落地应用。

展示5G丰富商用场景

信息时报记者在大赛现场了解

到， 5G应用已经摆脱应用场景单一的

困扰， 甚至可以“上天下海”。

比如“5G无人船” 项目， 可以实

现水域信息高清视频实时回传、 VR

后端演示、 水质监测、 无人船远程控

制应用以及自动驾驶控制， 使水环境

监测治理无人化和智能化。 而推出该

项目的云洲智能将携手中国电信珠海

分公司， 利用5G技术搭建空天一体无

人船， 共同打造水资源监控系统“一

张网”， 创新探索无人船在河长制应

用。

同样用于水务场景的“5G无人码

头”， 涵盖水利信息中心、 水库智能

管理、 水电站监控、 河道实时监控

等， 可拓展成为城市内涝监测服务平

台， 提供涉水保险预警、 灾害预警等

一系列服务， 项目可望成为智慧水务

的核心基础设施。

除了在陆地和海上获得广泛应

用， 5G同样可以用于天上。 比如， 二

等奖得主之一的多尼卡团队创新性地

提出“卫星/ATG+客舱4G/5G基站”

解决方案， 让飞机乘客直接使用手机

4G/5G信号舱内的信号接入， 利用已

经实名认证的手机号码和运营商成熟

计费系统， 绕开航空Wi-Fi必须输入

身份证、 座位号等复杂的实名认证流

程等， 实现了空中和地面一样的上网

业务模式和业务体验。

大部分项目实现融资

记者了解到， “绽放杯” 5G应用

征集大赛， 是工信部为推动5G技术的

商用及产业发展而发起的， 由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和IMT-2020 (5G) 推进

组联合主办，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承办。 大赛围绕5G应用场景征集优秀

创新创业项目， 在杭州、 雄安、 西安

和珠海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举办

“城市杯” 专题赛事， 助力5G产业的

繁荣发展。

主办方介绍， 参加本

届总决赛路演的24个项目

均具有比较高的科技含量

和独创性， 其中15个项目

已经被产业资本重点关

注， 并获得了投资机构的

融资， 13个项目已经实现了二轮以上

融资。

比如， 本次大赛一等奖得主的O－

PUS深圳芯视微系统科技团队为在今

年完成A+轮融资， 投后估值3.1亿元

人民币； 二等奖获奖团队的一清科技

核心团队已经完成了两轮

融资， 并在今年收到了来

自富士康的量产订单邀约。

“珠海日月贝光影秀5G实

时直播应用” 项目也已有

清晰的盈利模式。

2019 岭南大数据国际论坛同期举行

相关链接

信息时报讯（记者 潘敬文）9 月 7

日，2019 岭南大数据国际论坛与工信

部第二届“绽放杯”5G 应用征集大赛

之珠海智慧城市专题赛在珠海同期举

行。 本次活动由珠海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珠海市科技创新局、珠海（国家）高

新区管委会、 珠海市人才工作领导小

组、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珠海分公司等

主办，吸引了来自全球 5G、大数据、人

工智能、物联网等领域顶级院士、专家

和企业代表参会，旨在打造国内 5G 智

慧城市领域高端学术交流峰会。

现场， 中国移动集团研究院产业

与业务合作部总经理杨光发表了《5G

赋能智慧产业》的演讲。 据悉，目前中

国移动 5G+X 已经打造了 100

多个商用部署解决方案， 聚焦

14 个重点行业。

大赛现场展示的 5G 应

用产品。 受访者供图

新机发布

荣耀20S

9 月 4 日，荣耀 20S 在武汉发布。 荣耀 20S 搭载

7nm 制程工艺麒麟 810 芯片、3750mAh 大电池， 配备

20W 快充。 同时，Magic UI 智慧系统加持多项底层创

新技术，带来更加流畅的交互和系统运行效率。 荣耀

20S 采用 6.26 英寸魅眼屏，独创“蝶羽纹理”设计。

拍照方面，荣耀 20S 前置搭载 3200 万高清镜头，

3200 万人像超级夜景有效解决用户夜晚自拍时亮处

过曝、暗处细节模糊、噪点过多等痛点，后置采用 4800

万超广角 AI 三摄， 支持超清、 超广以及超近距离摄

影，覆盖用户日常使用的大部分拍照场景。

红魔3S游戏手机

9 月 5 日，“御风超神·红魔 3S 新品发布会” 在上

海举办，红魔系列电竞游戏手机迎来最新家族成员。红

魔 3S 标配当前最顶级移动处理器之一———高通骁龙

855 Plus 移动处理器，其 GPU 相比前代产品实现 15%

的性能提升。

此外，红魔 3S 还有着“秘密武器”：最高 256GB

容量超高速 UFS3.0 闪存 、 最高 12GB 超大容量

LPDDR4X 运行内存。凭借当前顶级存储组合的配置，

这款全新电竞游戏旗舰得以确保持续稳定的高性能输

出，运行大型游戏时优势明显，流畅自如。

简讯

头条寻人免费提供1500个防走失手环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云龙）今日头

条公益寻人项目“头条寻人”上周与柏颐

科技·爱牵挂正式签约合作。“爱牵挂”将

提供 1500 个智能定位手环，优先免费发

放给头条寻人平台帮助过的走失老人。

柏颐科技·爱牵挂副总经理王靖云

介绍， 提供给头条寻人的智能定位手环

除了基本的 GPS 定位服务、 安全围栏

外，还在表面印制了紧急联系二维码。子

女只要在 App 填写老人的紧急联系人

的联系方式， 热心街坊通过微信扫一扫

就能够及时救助走失老人。

五中携手广州移动打造5G智慧中学

信息时报讯（记者 潘敬文）近日，广

州市第五中学携手广州移动共同举办了

全国首堂移动 5G+MR 智慧课程。据悉，

广州市第五中学是广东省首个 5G 智慧

校园试点中学。 针对此次 5G 落地的应

用创新合作， 广州市第五中学与广州移

动进行了多次深入的技术交流和专题研

究，全面梳理学校在信息化建设、实验教

学、学科应用领域的优势特点，反复搭建

场景测试研究现实可行的合作方向。

盒马鲜生支持荔浦芋头产地扶贫兴农

信息时报讯（记者 潘敬文）荔浦芋

头作为“芋中之王”深受人们追捧。 为了

鼓励更多农户加入到芋头的种植行业

里，近日，盒马鲜生与广西荔浦县签订精

准扶贫协议。今年，盒马每卖出一个荔浦

芋头，将为当地的贫困农户捐出 0.1 元，

从今年 9 月开始每月返还， 预计将帮助

到新坪镇贫困户数百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