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进有 数

塔工正在
安装视频监控
设备。
设备
。

涵盖 5 个领域 29 个类别

铁塔卫士
守护蓝天

大庆数字经济
市场主体超千家

□文/摄 本报记者 桑蕾
7 月，骄阳似火，烈日炎炎。在绥化市肇东、望奎、安达等地挂载着 5G 设
备的通信铁塔上，多名塔工正在同时安装视频监控设备，与此同时，坐在绥
化市生态环境局监控指挥中心平台前的工作人员，正在操控高清摄像头，清
晰地观看绥化市的万亩良田在微风吹拂下随风摇摆。这是绥化市正在建设
中的秸秆禁烧视频监控预警项目。

精准定位火点 5 秒钟生成告警

不再烧荒，
不再烧荒
，留住蓝天
留住蓝天。
。

本报讯（张
晓峰 记者桑
蕾）记者近日获
悉 ，截 至 目 前 ，
全省 5G 基站数
量已经超 4 万
个，这些基站绝
大部分由黑龙
江铁塔承建。
在 5G 建 设 中 ，
黑龙江铁塔发
挥全省 4.7 万座
站址资源优势，
充分挖掘已有
站址潜力，所承
建 的 5G 基 站
98%是通过共享
已有站址资源
或利用路灯杆
等社会资源实
现的。
黑龙江铁
塔成立近 8 年
来，已经累计投
资超过 45 亿元，
建设完成塔类
项目近 8 万个，
助力三大电信
企业使用站址
总量增长了 1.13
倍，显著加快了
全省移动网络
覆盖进程，并统
筹实施了哈大
齐、哈佳、哈牡、
牡佳高铁以及
亚雪公路、沿边
沿线等重大通
信网络覆盖项
目，高铁覆盖总
里程累计达到
1512 公里。
8 年 间 ，黑
龙江铁塔推动新
建铁塔共享率从 19.34%提升至
80%，相当于减少铁塔建设 2.9
万座、节约资金成本 50 亿元，节
省土地近 200 公顷，在持续夯实
我省数字经济发展底座、为 5G
发展按下“快进键”的同时，有效
节约了行业投资和社会资源，经
济社会效益十分显著。
近几年，黑龙江铁塔充分发
挥遍布全省的通信塔“点多面
广、站高望远”的资源优势，搭建
了全省最大的铁塔共享平台和
实用物联网平台，与 20 余个行
业开展合作，通过“铁塔+5G+
AI”，为千行百业装配“千里眼”
“顺风耳”
“智慧脑”，助力我省数
字经济发展。

基站

5G

本报记者 赵吉会摄

数字新看板
“智慧工地”

从被动
“监督”
到主动
“监控”
□韩冰 本报记者 孙铭阳
在哈尔滨一个工地管理中心，一块大屏幕上显示
着工地内实时视频和各种数据，工地上繁忙的施工情
况都清晰显示在监控大屏幕上。
“现在噪音小了，扬尘
少了，多亏了有
‘智慧工地’，我们现在监管起来也省心
了。
”该工地的施工项目部负责人表示。
“智慧工地”是哈尔滨移动联合合作伙伴打造的，
综合运用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将施工现场涉及到的设备、安全状态、施工环境等
安全因素综合在一个大数据平台，通过视频监控、塔机
及升降机安全监控、扬尘噪声监测、深基坑监测、无人
机全景航拍等，可实现工地全流程一体化监控与管理，
项目管理人员能够远程便捷掌握设备，实时掌握现场
施工情况、了解施工进度，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
哈尔滨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通过智慧工地平
台，可对塔式起重机吊钩进行全程可视化跟踪，对塔机
间碰撞提供预警，协助施工人进行如‘隔山吊装’等盲
区作业，同时对吊装作业进行全程记录，起到事前预
警、事后追溯的作用，
并有效提高了施工作业的效率。
”
针对建筑工地可能存在的扬尘、噪声、抛撒等环境
问题，哈尔滨移动政企事业部项目负责人郑添元介绍：
“‘智慧工地’可以对作业环境进行实时监测服务，包括
MP2.5/PM10/PM100 等粉尘浓度值、噪声分贝值、环
境温度、湿度值、风速风向值等，并具备施工现场的降
尘喷淋设备联动功能，在粉尘超过报警阀值时，可联动
启动现场的喷淋系统。
”
有了
“智慧工地”，工地的管理部门像装上了
“千里
眼”和“顺风耳”，变被动“监督”为主动“监控”，强化监
督效果，使施工过程更加规范，成为建筑工地上生态环
境的
“守护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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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共享﹄资源实现

多维时空 3D 打印作品。

1117 处视频监控 覆盖 2826 公顷
“这种技术防控+人工防控的手
段，大大提升了秸秆禁烧的监管效率
和监管能力。”朱宇对记者说，现在，
网格员在接到告警信息后，第一时间
发给所在村里的负责人，村里的负责
人根据地块信息和点火人大致的身
形，就能判断出是谁家在烧秸秆，马
上就能制止。经常是刚刚点火，就被
扑灭了。
截至目前，黑龙江铁塔已经在哈
尔滨、佳木斯、大庆、绥化、七台河、双

鸭山等地市合作秸秆禁烧项目 20 余
个，建设高点视频监控 1117 处，以每
个点位覆盖半径 3 公里或 5 公里计
算，总覆盖面积超 2826 公顷。
近年来，黑龙江铁塔开放、共享
铁塔资源，先后为公安、林草、水利等
20 余个行业提供了信息化服务，不
断扩大共享价值。这一思路的转变
让原本高高矗立仅为通信行业服务
的铁塔成为各行各业生产、生活中不
可缺少的伙伴。

悬挂在铁塔上的高清摄像头。

汇聚整合资源“通信塔”变
“数字塔”
黑龙江铁塔行业拓展部副总经 名副其实的“千里眼”。原本高冷的
理相静表示，
“凡有人烟处，皆有通信 铁塔装上了
“望远镜”
，
成为 24 小时执
塔”，截至目前，黑龙江铁塔在全省已 勤的卫士，既安全可靠又反应迅速，
经拥有 4.7 万座铁塔，遍布城市、乡镇 成为我省蓝天保卫战的重要成员。
和广大农村，黑龙江铁塔始终秉承
目前，除了监控摄像头，在通信
“共享理念”，通过共享通信铁塔资源 铁塔上还安装了大气网格化监测设
为社会各行业提供信息化建设服务； 备、专网传输设备、地震烈度速报设
通过打造
“铁塔视联平台”，可汇聚整 备等信息化设备，广泛应用在专网通
合全省视频资源，为客户提供快速、 信、森林防火、河道监控、边境防疫监
低成本的信息化资源共享服务，不断 控、地震预警等多个领域。如今的通
推动由“通信塔”变“社会塔”
“ 数字 信铁塔真如其名，已经成为
“塔”一样
塔”
。
的卫士，守护在我们身边，助力打赢
矗立在黑土地上的高达 60 米的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为“建设
通信铁塔，通过挂载高清摄像头成了 生态强省，打造美丽龙江”保驾护航。

E-mail：hljrbszjj@163.com
本期主编：王

玮（0451-84655267）

本期责编：王传来（0451-84692714）
执行编辑：杨任佳（0451-84655786）

数字赋能
□文/詹俊驰
本报记者 赵宇清
摄/詹俊驰

进行时
龙煤七矿公司

项目建设完成后，绥化市在通信 的人也早已不见踪影。如今，铁塔高
铁塔上安装的秸秆禁烧视频监控点位 点视频 24 小时不间断监控，即使是
将达到541个，
基本实现全市耕地全域 晚上，也有热成像技术助力，让那些
覆盖。铁塔上的高清视频摄像头犹如 想趁夜深人静烧秸秆的人无处遁形，
不知疲倦的高空卫士，对监控区域进 而且有图像、能回放。更重要的是，
行24小时不间断地监控，
一旦发现火 这个不知疲倦的“警卫”产生的威慑
点、烟雾，视频监控系统能够主动识 力可以大量减少带有侥幸心理的人
别可视范围内的火点，精准定位火点 群，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位置，在 5 秒钟内生成告警，并通过
早在 2018 年，黑龙江省生态环
5G 等传输网络将实时视频及告警信 境厅就与中国铁塔黑龙江省分公司
息推送至监控中心、
各级网格管理员， （以下简称黑龙江铁塔）开展了秸秆
系统规划最优路线，
指导现场处置。
禁烧监控项目合作。中国铁塔哈尔
过去，每当进入秸秆焚烧高发 滨分公司行业拓展项目经理朱宇表
期，都需要网格管理员开车巡逻“人 示，自从为哈尔滨市环保局提供视频
眼”监控，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尤其 监控服务以来，已经在哈尔滨 14 个
是春季风大，秸秆烧起来火势旺，即 区县的通信铁塔上安装了 330 个点
使网格管理员迅速赶到现场，烧秸秆 位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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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采抢占﹃智﹄高点

本报讯（戴小民 记者刘楠 赵吉会）近日，18 车 3D 打
印装饰成品构件，从黑龙江多维时空自由制造有限公司厂
区鱼贯而出，浩浩荡荡发往江西萍乡的车队引得路人驻足
观望。这场景对于拥有国内最大 3D 打印产业基地的多维
时空人来说，已是再熟悉不过了。8000 平方米的厂房内，
工人们又忙碌起来自赣州的订单。仅上半年，
“多维时空”
已完成签约 3600 万元，实现销售收入 2700 万元。
鼓起腰包的“多维时空”，只是大庆市数字经济羽翼渐
丰的缩影。
一组来自大庆市工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共
有数字经济市场主体 1014 家，涵盖 5 个领域、29 个类别。
2021 年，大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8%。
面对数字经济新
“蓝海”，大庆乘势而为，踏踏实实强基
础、建项目、引企业，推动大庆数字经济跨越发展、换道超
车。
再来看一个大庆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
生动案例。
在我省首个智能工厂——沃尔沃汽车大庆工厂，1 分
钟可以完成车辆底盘安装，2-3 分钟一辆新车下线。317 个
机械手臂同时运转，可根据“手中”不同的材质决定如何处
理，实现柔性制造。一条生产线上，可同时装配 S60、S90 两
款车型。制造、物流、运营等数据已经联通在一起。下达一
个生产任务，配套企业也获得相应指令，企业运转已经达到
高度数字化。
企业“掘金”数字经济新“蓝海”，离不开利好政策的持
续加码。
继《加快大庆数字经济发展赋能“三个城市”建设行动
计划（2022-2024）》
《推动“数字大庆”建设加快数字经济高
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大庆市数字经济发展 2022 年重
点任务》
《大庆市数字经济发展专项工作机制》发布后，今年
5 月，大庆又推出《大庆市加快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若
干政策措施》，包含推动产业数字化、推进数字产业发展、推
动数字化治理、推进数据价值化、加强要素保障等五大类
28 条政策措施。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在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同
时，大庆市大力引进培育工业互联网、智慧园区等数字经济
项目 20 余个，总投资 60 多亿元，形成了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的良好态势。
就在这几天，数字大庆中心一期项目建设完成，经开区
数字经济产业园建设如火如荼，大庆数字创意设计产业园
项目启动，大庆北斗数字产业平台项目签约落地……这些，
都在夯实着大庆数字经济发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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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塔上安装秸秆禁烧视频监控

在新兴煤矿智能化综合
管控平台，只要鼠标轻轻一
点，
智慧矿山大数据中心便会
启动井下无人值守远程控制，
智能采煤系统源源不断地将
煤炭输送到地面……龙煤七
台河矿业公司正加快煤矿智
能化建设的步伐。
龙煤七矿公司于去年 12
月在新兴煤矿西六区安装应
用了一套智能化综采工作面，
通过井下万兆工业环网，
综采
系统与地面安全生产指挥中
心控制平台联网，
实现了自动
割煤、移溜、爬架远程智能控
制，
地面指挥中心平台一键启
动，工作面智能化开采，比普
通综采减少了约 50%的劳动
力，
劳动效率大幅提高。
新兴煤矿矿长张俊群掰
着指头算起了账：
“智能化综
采工作面试生产一个多月以
后，煤炭产量由每月 3.5 万吨
提高到 7 万吨，
工人工资收入
由每月不足 10000 元提高到
14000 元左右。
”
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优势和实惠，
切切实实让职工尝到了智能化开采带来的甜头。
今年，
龙煤七矿公司全年智能化建设共规划75
项，
主要包括智慧化矿山系统建设1项，
智能化综采
工作面 3 个，
智能选矸机器人 2 处，
智能化综合保障
管控平台及矿井万兆工业环网 4 处，
机电辅助系统
远程控制无人值守65项。
稳步建设智能化综采工作面。规划建设新建、
新兴、新立煤矿 3 处智能化综采工作面，实现采煤
机、
刮板输送机状态监测、
远程控制、
故障诊断，
液压
支架自动跟机、
自动推溜、
自动移架功能，
乳化液泵
流量智能调节，
工作面转载机、
破碎机、
胶带输送机
协同联动，
实现远程控制。
全力搭建智能化综合保障管控平台。推进新
建、
新立、
新铁、
龙湖煤矿4处智能化综合保障系统、
管控系统及矿井万兆工业环网建设。构建智能化矿
井信息
“高速公路”
，
系统数据互联互通，
实现采掘监
控、
微震监测、
机电运输、
监测监控、
水文地质、
定位
监测、
视频监控等系统在智能化指挥中心集中监控、
远程控制，
安全生产信息系统实现一张网融合、
一个
平台指挥。
打造无人值守系统。推进新建、
新兴、
新立、
新
铁、
龙湖煤矿供电、
排水、
主煤流提升运输、
辅助提升
运输、排矸等 65 处无人值守项目建设，
实现数据上
传、
视频监控、
故障诊断报警、
振动温度监测、
各种保
护与控制系统智能闭锁。
据悉，龙煤七矿公司将坚持分类分步推进，依
据矿井煤层赋存条件、
灾害程度、
生产能力等情况，
一矿一策，
确保建设成符合国家标准的智能化矿井。

哈尔滨中央大街挂
载移动基站的灯杆。
载移动基站的灯杆。

新兴煤矿安全生产监控指挥中心。

智慧工地一体化综合信息管理平台。
图片由哈尔滨移动提供

黑龙江铁塔正在开展移动基站建设。

控制操作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