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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铭阳

2022世界 5G大会在万众瞩目下，即
将揭开神秘的面纱——“可观、可感、可体
验”的精品展区就在眼前。展览将包括

“5G新科技”“5G硬实力”“5G强赋能”三
大主题，同时设置“创新应用专区”“龙江
数字经济展区”两大特色专区。华为、中
兴通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
中国铁塔、中国广电等一众国内知名企业
将齐聚黑龙江，展示核心实力。9日下午，
2022世界 5G大会举行了媒体探营活动，
下面就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到国际会展
中心A馆先睹为快吧！

新科技 琳琅满目
沉浸式VR眼镜、腕带式追踪器、全球首

个全息娱乐元宇宙平台……在HTC展区，
各种以5G为代表的融合新科技十分吸睛。

“在元宇宙生活展区，可以定制自己
的虚拟形象，进入虚拟场景中，我们也会
定期推出线上展览。”HTC VIVE产品总
监王蓓说，不仅是元宇宙领域，我们也开
发了教育、培训、在线会议、工业等不同的
应用场景。

在培训区，现场的工作人员带上VR
眼镜，模拟了液化罐失火后的救火场景。

“这项培训主要应用于工业安全领域，避
免了实训的危险。”王蓓说。

老品牌逐浪新领域，让人们看到了
5G的魅力。相比HTC，爱威尔科技有限
公司是一家年轻的企业，虽然年轻，却深
耕行业多年。

在元宇宙风口下，爱威尔利用黑龙江
农业资源特色，设计了一款元宇宙农业数
字创意产品，让使用者在虚拟的元宇宙农
场中体验种菜、偷菜等乐趣，在沉浸式体
验农作的同时，还能进行虚拟社交和娱乐
互动。“爱威尔未来还将与农场、电商等深
度融合，实现线上种菜、线下收获的创新
型营销模式，为黑龙江农业赋能。”爱威尔
创始人项征说。

硬实力 叹为观止
2022北京冬奥会零事故的背后，是奇

安信集团历时 800多天从 0到 1建立起来

的冬奥安全运营中心，成就“零事故”的硬
实力不容小觑。

在奇安信展厅的主屏幕上，呈现着冬
奥会安全监控工作的整体布局，涵盖总体
及 17个重要场馆的网络安全状态。奇安
信集团东北三省技术总监陈雷介绍，大屏
主体区域展示了冬奥会3个赛区重要场馆
的分布，涵盖了 12个重要竞赛场馆，2个
网络中心，2个数据中心，还有冬奥开幕
式、闭幕式的国家体育场鸟巢。冬奥代表
性场馆滑雪大跳台所在的首钢园区，奥组
委、冬奥安全运营中心 SMC也设置在这
里。在大屏中心这个区域以轮巡的方式
概览每个场馆的安全事件、告警情况，掌
握每个场馆的网络安全状况，并可以点击
查看每个场馆更详细信息。通过日志、告
警统计，可以看到平台在过去 24小时、7
天、30天安全数据的呈现，可以查看平台收
集到的日志数量、产生的告警情况。平台
每天收到约35亿条日志，告警条数展现出
各个场馆正在遭受到疑似网络攻击的数量
和强度，这些告警是发现网络攻击的线索，
安全分析专家会对告警进行研判分析。

强赋能 千行百业
注册用户已达55.1万人，累计线上完

成农贷业务 1万 6千余笔，贷款金额达 44
亿元，平均年利率 4.5%，较上一年度线下
贷款降低 1.5%，1万 5千台套农机具实现
线上化，作业任务调度457万亩，农业补贴
系统共发放补贴金额0.98亿元，发放人次
8000余人。北大荒集团用一组数据表明
了，数字技术在北大荒的农业生产实践中
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北大荒集团高级解决方案经理杨瑒
说，北大荒在国内率先开展农业全程智能
化试验示范，建设了一批北大荒数字农场
和无人化农场，应用 5G通信、定位导航、
多传感器融合等多项技术，开拓性地完成
了无人作业模块建设，实现远程操控，多
机联合，协同作业的农业全程无人化作
业。在现代种业建设上，北大荒集团开展
农业“芯片”技术攻关，着力突破“卡脖子”
难题，推进商业化育种体系建设。

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智慧社
区的概念正在不断走进人们的生活。

“慧和5G智慧社区是以服务社区群众
为视角的服务型智慧社区的整体解决方
案，整合社区各类服务资源，为社区群众提
供各种便民服务。慧和5G智慧社区平台
包括：智能居家养老系统、掌上社区、智慧
安防系统、综合自治系统、社区网格化管
理、GIS管理系统、社区基层党建和大数据
分析系统等八部分组成。”哈工大软件民生
中心产品研发部咨询与策划师袁梓毓说，
慧和5G智慧社区平台即将在哈尔滨市道
里区展开试点应用。

本次展览还将采用“云展厅+实景还
原+平面展厅+动态展品”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立体式呈现。展品介绍页面以图文+
视频讲解形式展出，同时，插入互动模块，
实现在线洽谈、互换名片等功能，大众消
费品可通过企业自有京东、淘宝、在线商
城等链接实现在线交易。虚拟展厅整体
形式是将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线下展厅
原景重现，利用VR、AR等数字化技术，运
用360°×180°环拍技术将场景内所有影像
拼接合成，线下场景实拍形成全景式展
厅。

三大主题 两大特色专区 5G大会展馆探营

本报9日讯（记者韩丽平）9日，
作为 2022世界 5G大会的先导论坛
Tech Talk 2022－5G-A/6G论坛在
哈尔滨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副省长
余建出席论坛并致辞。

据了解，Tech Talk 5G-A/6G
论坛邀请了来自国际行业专家组
织、国内外知名企业以及高校研究
机构的专家们，围绕“5G-A/6G”分
享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及关于
行业形势及发展趋势的一些思考，
给与会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学

术盛宴。
据悉，论坛聚焦 5G 的基站、传

输、终端、软件、仪表、安全、网络布局
及发展规划、技术开发与生产制造的
产业生态构建之道；展望 5G的持续
创新和演进，信息通信的未来技术前
瞻与发展，信息通信技术与其他前沿
科技的融合创新；聚焦5G-A/6G、元
宇宙、人工智能、算力、数字孪生、量
子通信等新技术；探讨 5G时代数字
信任体系建设、6G及区块链等安全
问题。

5G-A/6G论坛

分享最新研究成果

本报9日讯（记者韩丽平）9日，
由未来移动通信论坛主办，哈尔滨
工业大学电子信息与工程学院、黑
龙江省互联网协会协办的 Tech
Talk 2022-前瞻论坛在哈尔滨国际
会议中心举行。作为 2022 世界 5G
大 会 的 分 论 坛 之 一 ，Tech Talk
2022-前瞻论坛以“创新驱动下的
ICDT未来十年”为主题，围绕信息
通信技术创新和未来数字技术发展
趋势进行研讨。

据了解，前瞻论坛始创于 10年
前的未来信息通信技术国际研讨
会，定位于前瞻未来信息通信技术
的发展，为推动我国信息通信的连
接和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
论坛名称定为“Tech Talk”更能凸

显对话和互动的特点。本次论坛邀
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中国
工程院院士谭建荣、中国工程院院
士张平等多位院士专家线上参会，
同时邀请了多位信息领域专家和领
军企业线下参加。

据悉，Tech Talk 2022 论坛聚
焦 5G的创新和演进、信息通信的未
来技术前瞻与发展、信息通信技术
与其他前沿科技的融合创新，集中
交流移动通信技术、网络、应用、安全
面临的基础理论、设计方法和核心技
术等一系列问题。论坛还探索了6G
需求愿景、技术方向，探讨卫星互联
网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前瞻布局
5G-A、6G、人工智能、算力、数字孪
生、元宇宙、量子通信等新技术。

前瞻论坛

探讨未来十年发展

本报9日讯（记者李爱民）作为
2022世界 5G大会的先导论坛之一，
Tech Talk 2022－元宇宙论坛于 9
日下午在哈尔滨国际会议中心召
开。

Tech Talk 2022－元宇宙论坛
由未来移动通信论坛主办、HTC承
办、哈尔滨爱威尔科技有限公司协
办，吸引了 HTC、联想、中国移动、
华为、中兴、咪咕等企业及行业组
织，大家分享了当前元宇宙创新技
术成果和应用，共话元宇宙前瞻发
展机遇与挑战。讨论议题覆盖与元
宇宙发展创新密切相关的多个领
域，包括移动通信、软硬件设备、内

容生态、人工智能、计算平台等。
在 2021 世界 VR 产业大会上，

咪咕与HTC VIVE宣布将共同打造
行业首个 5G+XR联合商城。经过
10 个月的联合开发与筹备，Vive⁃
port&移动云 VR 联合商城在 Tech
Talk 2022－元宇宙论坛上正式商
用发布。

同时，论坛上，多家企业及研究
机构还联合发起成立元宇宙产业与
技术联盟。该联盟将汇聚国内外、
全领域、跨行业的产业及科研资
源，形成贯穿产业上下游的创新力
量，成为元宇宙产业的整体发展助
推器。

元宇宙论坛

共话元宇宙发展机遇

本报9日讯（记者李爱民）9 日
上午，2022世界 5G大会的先导论坛
半导体材料产业创新研讨会在哈尔
滨举行。研讨会以“技术与市场双
轮驱动下的半导体材料产业”为主
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兆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
校长韩杰才出席会议并致辞。

本次半导体材料产业创新研讨
会邀请了集成电路材料产业技术创
新联盟秘书长石瑛，第三代半导体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杨富华，哈尔滨工业大学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先进焊接
与连接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田艳
红，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技术官姚力军等半
导体制造材料、原材料等各环节知
名专家和领军企业代表，大家围绕
半导体材料产业链多元化发展与技
术创新进行交流分享，促进第三代

半导体等关键材料技术与 5G 及新
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
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科技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
要体现，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重要
力量。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时代的
到来，我国航空航天、新能源、电子
信息、轨道交通等战略性产业的升
级促使先进技术中的半导体技术含
量与日俱增，也对半导体器件的性
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以碳
化硅等为代表的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和器件已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
并成为我国科技角力的新战场。此
次半导体材料产业创新研讨会，将
进一步明晰半导体材料产业的脉
络，找准半导体材料产业发展的难
点和痛点，寻求半导体产业发展的
新动力，协同推动我国半导体技术
向更快、更智、更强发展。

半导体材料产业创新研讨会

寻求半导体发展新动力

本报9日讯（记者王阳阳）9日，
2022 世界 5G 大会的先导论坛传感
器发展应用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范宏出席会议
并致辞。会上，中国传感器与物联
网产业联盟农业专委会成立，我省 6
家企业获得专委会理事单位所授证
书。

近年来数字农业不断发展，大
量传感器的应用推动了农业智慧化
进程。中国传感器与物联网产业联
盟农业专委会以此次传感器应用论
坛在我省举办为契机，举办智慧农
业传感技术及应用专委会成立仪
式，黑龙江惠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黑龙江德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北
大荒信息有限公司等 6家公司获得

专委会理事单位所授证书。
据悉，中国传感器与物联网产

业联盟（SIA）通过联合联盟成员单
位以及各省市级物联网、传感器联
盟、协会及其他相关行业组织、产业
协会发挥产学研合作，整合资源优
势，加快传感器、智能硬件、物联网
应用等核心技术研发，推动我国物
联网产业核心技术及其应用的关键
产品标准化。

联盟将定义传感器与智能系统
在工业与机器人、消费电子、智慧交
通、健康医疗、智慧农业、智慧城市、
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应用，推动
传感器行业向微型化、智能化、多传
感器融合、互联网通信、安全、绿色
节能方向发展。

传感器发展应用研讨会

探索传感器技术新应用

六大运营商董事长齐聚冰城
□本报记者 孙铭阳 付宇

2022世界5G大会开幕前夕，六大运营商董事长齐聚
黑龙江冰城，成为本次大会的一大亮点。

黑龙江“六个龙江”建设，对于
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
机遇，我们一定把握好，中国电信一
定用好全集团之力，用好这次机会，
全力以赴地支持龙江的发展。

这次 5G大会在黑龙江召开，是推动
行业发展的机遇，也是服务黑龙江数字经
济发展的一个起点。

黑龙江正在加快“六个龙江”建设，大力发展数字
经济，发展有方向、有目标。我们在龙江有一个大数
据中心，规模是东北地区最大的。未来，我们会更多
地参与龙江建设，支持龙江发展。

中国星网是唯一的一家从事卫
星互联网设计建设运营的企业，结合
黑龙江的发展来看，航天太空网络在
这里的落地应用有很大的特点，我们
和哈工大的合作由来已久，在佳木斯
有一个落地的地面站，规模比较大，
对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在黑
龙江，如何落实网络服务覆盖更好、
质量更高，卫星互联网有独特的优
势，我们希望尽快有一些产业的应
用。

铁塔公司肩负着网络强国建设的
基础，将充分用好铁塔 210万座站址
资源，助力数字经济发展。在数字经
济以及数字龙江的建设上，黑龙江可
以放心地把任务交给铁塔。

我本身是黑龙江拜泉县人，为家乡发展变化而骄
傲。我们将发挥好频谱资源优势，发挥好内部优势，
助力黑龙江数字经济发展，共同打造 5G发展良好生
态。

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郭俊峰摄

中国铁塔董事长张志勇

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

中国星网董事长张冬辰

5G+智慧农业。 见习记者 张春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