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宽带、大连接、低时延
的特性，让 5G 能够实现更多
的应用场景。从 《宁波市 5G
应用和产业化实施方案》 来
看，无论是在宁波的港口、工
厂，还是市民出行的交通工具
上，5G技术都将大展拳脚。

甩掉传输线路这条“小辫
子”后，港口作业的效率以及
安全性进一步提高。按照《方
案》，宁波将探索5G技术在宁
波舟山港远程桥吊、远程轮
吊、无人驾驶智能集卡、远程
视频监控、集装箱堆场定位、
搬运机器人、智能引航、智能
调度、智能卸载等场景中的应

用，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工作精
准度，促进传统港口向无人智能
化港口转型升级。

对于宁波市民来说，5G 将
为“无人驾驶”铺平了道路。按
照计划，我市将支持自动驾驶技
术与车联网技术协同研发，促进
5G 技术在新型车载计算平台上
的应用，满足未来共享汽车、远
程操作、自动和辅助驾驶等强连
接要求。在安全可控前提下，率
先在吉利汽车产业园打造集技术

研发、道路测试、示范运行、赛
事举办等于一体的智能网联汽车
试验示范基地，开展自动驾驶、
自动编队行驶、远程驾驶测试、
客运、货运试运行。

在工厂，宁波将加快 5G 边
缘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
工业互联网中的应用，推动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宁波将支持龙头
制造企业、基础电信企业、互联
网企业、科研院所等合作共建工
业互联网测试环境，开展面向工

业互联网的5G网络技术试验，率
先打造一批具有“万物互联”网络
环境的 5G 产业示范园区，推动
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升级。

与此同时，我市还将积极运
用 5G 技术，结合大数据、云计
算、VR/AR、人工智能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推动智慧城市应用
升级，实现城市运行状态的精准
智能感知，增强城市运行管理和
安全保障能力。在惠民服务方
面，推动 5G 与社会民生深度融
合，推广智慧健康、智慧文旅、
智慧教育等特色重点领域的应用
示范项目，推动惠民服务向普惠
化、便捷化、均等化方向发展。

四大应用架起5G发展框架

左上： 在 5G 的 加 持
下，学校也将变得更加智
能。 （应剑涛 摄）

右上：5G 时代将给
市民的生活带来翻天覆
地的变化。（刘波 摄）

左下： VR/AR
将是我市重点突破
的5G应用。

（刘波 摄）

右下：也 许
在 不 久 的 将
来 ， 城 管 部 门
用 上 5G 的 无
人车。
（殷聪 摄）

一艘艘巨轮满载而来，集装
箱、运输设备、仪器和人员往来
穿梭，电脑控制的桥吊、拖车
24 小时不间断运行，无人驾驶
集卡车装载着货物快速前进，中
控室的操作员则通过无线视频回
传系统对现场进行安全监控、实
时数据采集、远程处置调度，依
托 5G 网络实时访问云端数据，
全方位抓取港口运输各个环节的
详细信息。

这样的场景，已出现在全国
首个 5G 智能港口——宁波舟山
港的梅山岛国际集装箱码头上。

今年 4月，中国移动宁波分
公司联合宁波港信息通信有限公
司、中移（上海）产业研究院、上
海振华重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等，对一台远程半自动轮胎式龙
门吊实施有线通信链路进行升级
改造，初步论证了 5G 在港口堆
场自动化应用的可行性和重要
性，标志着宁波舟山港正式成为
全国首个实现 5G 现网环境下深
入应用的港口。

智能港口的建设才迈出第一
步。《方案》 提出，此后宁波要
探索 5G 技术在宁波舟山港远程
桥吊、远程轮吊、无人驾驶智能
集卡、远程视频监控、集装箱堆
场定位、搬运机器人、智能引
航、智能调度、智能卸载等场景
中的应用，提高工作效率，提升
工作精准度，促进传统港口向无
人智能化港口转型升级，乘着
5G的东风扬帆起航。

东方大港的智能化“蜕变”

到 2020 年，累计建成 5G 基
站 6000 个，实现中心城区、重
点产业园区、港口、重点旅游
区等重点区域 5G 信号连续覆
盖，实现 5G 规模商用；到 2021
年，累计建成 5G 基站超 1.2 万
个，实现区县 （市） 城区、重
点乡镇 5G 信号全覆盖；到 2022
年，5G 基站累计达 2 万个，实

现普通乡镇及以上区域 5G 信号
全覆盖。

到 2022 年 ， 5G 在 智 能 港
口、智能驾驶、工业互联网、健
康医疗、城市服务、文化教育、
体育娱乐等领域广泛应用，培育
100 个重点应用场景，形成一批
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模式和典型
案例。

景展望远
今年 5月，吉利自主研发的

无人驾驶汽车就在宁波杭州湾新
区吉利众创园的公共道路上完成
了试乘试驾的首秀。

据了解，依托 5G 网络，本
次无人驾驶时速达 50 公里，速
度大幅提升，且能实现自主红
绿灯通行、行人避障、变道超
车等一系列应对复杂路况的实时
反应。

根据 《方案》，宁波将支持
自动驾驶技术与车联网技术协同
研发，促进 5G 技术在新型车载
计算平台上的应用，满足未来共
享汽车、远程操作、自动和辅助
驾驶等强连接要求。在安全可控
前提下，率先在吉利汽车产业园
打造集技术研发、道路测试、示
范运行、赛事举办等于一体的智
能网联汽车试验示范基地，开展
自动驾驶、自动编队行驶、远程

驾驶测试、客运、货运试运行。
目前，中国电信宁波分公司

已联合吉利汽车研究总院搭建了
车车协同、车路协同、自动泊车
三个具体应用场景，让汽车间互
相“看见”对方、“感知”道
路，甚至共享其他汽车的数据。
在 5G 大带宽的环境下，海量数
据无须压缩解压的情况下实现高
效传输，业务处理时延降低至毫
秒级。

下一步，吉利汽车研究院将
在“5G 智能驾驶”“超算云计
算”“车联网”等信息化系统建
设和运营模式创新上寻求新突
破。以此为基础，杭绍甬智慧高
速公路示范工程和杭州湾智能网
联汽车测试基地示范工程的建设
也列入 《宁波市 5G 应用和产业
化实施方案》规划，描摹宁波智
能驾驶长远发展的蓝图。

5G赋能宁波智能驾驶再升级

点聚焦重
作为全国最早提出智慧城市

建设的城市之一，宁波将进一步
抢抓 5G 发展机遇，推出五大智
慧城市应用示范工程。

一、智慧城管
深化 5G 技术在城管中的应

用，构建智能化的综合行政执
法。加强智能终端和物联感知设
施应用，拓展管道、井盖、路灯
等城市部件智能物联，充分融合
城管、公安、交通、水利等部门
的城市管理数据，推进城市大数
据应用，建立行业分析模型，实
现预警预测逐步推进从屏幕可视
向智能可判转变，从统计生成向
大数据分析转变，从概念模型向
数据模型转变，构建全域覆盖的

“云治城管”。
二、智慧健康
依托宁波云医院，探索开展

基于 5G 技术的远程超声、远程
病理、远程心电、远程影像、远
程护理等服务。开展血压、血糖
远程监测，创新慢病管理新模
式。完成云平台互联网健康医疗
信息系统建设，推进 5G+互联
网医疗规范制定，建立涵盖服务
价格、多点执业、平台运行的互
联网医疗运行机制。

三、智慧文旅
率先在栎社机场、火车站、

汽车站等客流集聚地，推出宁波
著名风景区 5G 高清直播，加大
宁波特色景点推介。依托象山影
视城、方特主题公园、博地影视
基地、宁波博物馆等，打造基于
5G+VR 技术的全方位沉浸式体

验。在溪口景区、东钱湖等旅游
景区，开发全景旅游 AR 地图、
AR导游导览、虚拟漫游等应用。

四、智慧教育
选取一批信息化基础设施良

好的学校，创建融合 5G 技术的
智慧校园。通过基于 5G 技术的
高清教学直播，推动 5G 在远程
直播教学、教研、泛在移动学
习等场景中的广泛应用，实现
较为自然的交互式远程教学体
验，促进多地区共享优质教育
资源。实行 5G 远程全息投影教
学试点，通过 5G 网络将 AR 影
像实时传送到 AR 眼镜等智能接
收终端，进行虚拟实验操作、物
体拆解等学习。建设基于 5G 的
平安校园，通过采集巡逻图片和
视频数据，利用视觉识别分析、
环境监测图像识别等技术，进行
人员、车辆、设备的实时监控管
理与智能分析，保障校园安全、
高效运行。

五、智慧农业
支持电信运营商开展面向

5G 智慧农业应用的 5G 基站建
设，以大田水稻等农作物数字化
种植，设施农业物联网精准管控
生产，以及畜禽、水产智能化养
殖为突破口，打造一批高标准、
规范化 5G 智慧农业示范区。推
动 5G 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
管理、服务等环节的创新研究和
应用，建立 5G 农业大脑平台，
推广农业智能化生产作业、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病虫害防控等
应用。

探索可复制的5G应用场景
——解读《宁波市5G应用和产业化实施方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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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金鹭 徐展新 殷聪

5G，是新一代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它不仅将带来更快的网速，还将带动通信技术和实

体经济深度的融合，培育新应用、新模式、新业态。当前，各大城市正在紧锣密鼓地推动5G

发展，期望通过抢抓机遇，赢得发展先机。

昨日，《宁波市 5G 应用和产业化实施方案》 公布，吹响了我市加快 5G 发展的号角。按

照计划，我市将围绕智能港口、智能驾驶、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等领域，加快推进 5G 应

用示范，实现行业的深度融合。

5G 网络，离宁波市民越
来越近了！

记者在 《方案》 上看到，
最快明年，宁波部分重点区域
就可接收到 5G 信号，包括中
心城区、重点产业园区、港口
等。到 2021 年，区县 （市）
城区、重点乡镇 5G 网络连续
覆盖；到 2022 年，宁波将实
现5G信号全覆盖。

“宁波将重点围绕‘一城
（中心城区）、一港 （宁波舟山
港）、一湾区 （前湾新区） ’，
逐步推进 5G 网络深度覆盖。”
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说，目
前，宁波已在重点产业园区、

港口，到机场、车站、商务楼
宇、商业广场、住宅小区等业务
密集区域启动了 5G 网络规模化
部署。

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
技术，宁波 5G 网络整体性能以
及维护和运营效率正逐步提升。
在数据量大、时延要求高的应用
场景集中区域，一批大型云计算
中心、边缘计算设施也在紧锣密
鼓的建设中。

未来，宁波还将推进地面

5G 移动通信系统与卫星互联网
深度融合，创新卫星互联网多元
化、智能化应用，推动构建天基
通信弹性空间体系，支撑资源共
享、功能互补和能力互备的军民
融合应用，切实保障通信安全。

为加快进程，宁波已为 5G
基建敞开了绿色通道，不少基础
设施可实现共享。在规划引领
下，基站、铁塔、机房、接入管
道、光交箱体等基础设施明确了
共享原则，公安、城管、电力、

广电、交通运输等部门各类社会
塔 （杆） 资源也将免费开放。

合理的规划，将让 5G 项目
的推进速度更快。按照“四同
步”原则，5G 基站、室内分布
等配套移动通信设施与主体工程
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
和同步验收。

此外，宁波还将按照“最多
跑一次”改革要求，加大对网络
建设支持力度。目前，规划已将
5G 基站站址规划纳入市域和区

（县） 国土空间规划，建立基站
用电报装绿色通道，提高通信设
施用电报装效率，支持开展直供
电改造。

基础建设让5G网络无处不在

55GG提升的不仅仅是网速提升的不仅仅是网速。。（（刘波刘波 摄摄））

说5G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