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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新看板数字新看板

进行时进行时数字赋能

□文/本报记者 孙铭阳
摄/见习记者 张春雷

2022世界5G大会日前落下帷幕。闭幕
式上，签约项目226个，签约额1031.8亿元。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联合
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信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广播电视
网络集团有限公司五大电信运营商联手投资
196.5亿元，进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还有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投资 1亿元打造北方区总部暨区域安全
运营中心项目；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
有限公司投资 5亿元在黑河市建设人工智
能数据标注中心、建设新型智慧城市；腾讯
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与哈尔滨新区
签署腾讯安心平台（东北区）项目，规划建
设首家千亿级销售额直播电商基地、全国
一流电商人才培训基地，建设东北唯一的
商品溯源平台和网络内容监管平台；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与龙煤集团、省交投集团签

署智能矿山项目战略合作协议……
头部企业领投，为谋求振兴发展的黑

龙江送来了“及时雨”。
借盛会契机，中国移动黑龙江公司与25

家政府、企事业单位围绕数字经济、数字化
制造、跨境电商合作和农林领域分别进行签
约，助力打造龙江数字经济新高地；5G融合
应用揭榜赛中，黑龙江联通一举斩获5项大
奖，充分展现其在智慧农业、智慧城市、智慧
医疗、智慧工业等方面的硬核实力；黑龙江
奇安信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落户哈尔滨新区，
用 40天缔造了一场双向奔赴的数字之约。
邬贺铨、周济、葛世荣、曹健林、龚克等专家
学者为黑龙江把脉问诊，开出振兴良方。

自今年3月份《黑龙江省“十四五”数字
经济发展规划》出台以来，华为、百度、京
东、腾讯、中兴、中科6家数字经济头部企业
与黑龙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合作之手紧
紧相握，绘下数字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点
亮数字经济“换道超车”的征途。

蕴藏海量数据资源，具有雄厚数字科

技优势，拥有特色创新发展平台，拥有独一
无二的黑土地资源和绿色、有机等高质量
农副产品供给，储量丰富的石油、煤炭等能
源资源，规模连片的森林、江河、湿地等生
态旅游资源，具备冷资源和寒地经济特色，
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广阔应用场景；今
年以来，以《黑龙江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
展规划》为引领，围绕产业、人才、环境出台
的32项产业振兴发展政策，拿出近5亿元，
从延伸壮大数字产业链、培育引进市场主
体、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推动数字技
术创新与成果转化、营造良好发展生态等
方面，做大做强细分产业；打造数字产业
化东北基地，形成制造业数字化龙江模
式，建成现代数字农业全国样板，提升智
慧生态旅游首位度，建成东北亚跨境数字
化合作中心……这些发展数字经济的潜
力、优势、机遇，正是吸引头部企业纷纷选
择黑龙江落户的原因。这片黑土地有底
气、有目标、有决心、有诚意，“数”发展前
景，还看龙江。

五大运营商+华为、百度、奇安信……头部企业接连领投

数发展前景 还看龙江

机器人井下巡检保安全

“今年，我们继续同科研院所合作，全
力攻坚极薄煤层智能化。我们还将加大
智能化综采设备的引进力度，力争‘十四
五’期间公司全面进入智能化开采时代。”
生产技术部部长王社新信心满满地说。

每当提到智能化综掘工作面，东荣一
矿总工程师战涛都滔滔不绝，掘进智能化
给矿山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实现了远程
操控、工作面无人、一个小班最多只需 6
人、月进同比提高 90 米，开机率达到了
100%……

掘进智能化不是 2021 年的唯一亮
点，井下用上了机器人，也成为了百里矿
区的大新闻。“智能巡检机器人已经应用
在井下提升机、中央变电所、水泵房等场
所，实现了远程实时监控，既节省了人力，
解决人员不足问题，又避免了人为误操作
事件发生，还提高了效率，增强了安全
性。”东荣一矿机电副矿长靳红伟说。

“我们率先使用的智能选矸系统，替
代了原有的人工手捡选矸工作方式，具有
自动识别、分捡，实现了选矸无人值守。”
东荣三矿掘进副矿长杨德令说。

智能选矸系统也将成为龙煤双鸭山
公司今后重点推进的智能化项目，将在各
生产矿全面推广。

一个个智能化设备投入使用，让智慧
矿山初具雏形，全面释放科技生产力，智
能化变得不再遥不可及，新矿山新面貌已
经展现。

数字“大脑”高效管控

“一个屏幕就能把原来各个部门系统
都能显示出来，各项监测监控数据一目了
然，提高了决策的效率和正确率。”东保卫
矿矿长王世芳说。

信息化建设也是龙煤双鸭山公司强
力推进的重点。2021年初，完成了龙煤双
鸭山矿业公司和各矿之间的网络由千兆
至万兆的升级，为煤矿智能化建成一条可
靠的“高速公路”，也为数字双矿的建设打
造了坚实基础。

“目前，公司和各生产矿都建成了煤
矿智能化综合管控平台。它是煤炭生产
的‘大脑’，集生产数据采集、通信处理、协
调控制、地理信息、操作监视、设备运行状
态监视及管理于一体，可实现生产过程中
各单元子系统的实时全方位监测，实现了
生产与经营服务各个环节的紧密衔接，向
数字化管理迈出了重要的一大步。”龙煤
双鸭山矿业公司安全生产指挥中心主任
朱峰说。

煤矿智能化综合管控平台之所以成
为重要改造项目，是因为通过这个平台
可以对安全监测、人员定位、安全隐患、
预测预警、工业视频、报表管理、调度信
息、生产流程状态等提供实时信息，使
各级安全管理人员可以全面、实时、准
确地掌握公司内部的生产运行状况，充
分发挥安全生产指挥数字化、多元化管
理职能，像北斗星一样引领企业安全发
展。

智能煤矿未来可期

2022年龙煤双鸭山矿业公司职工代表
大会上，首次提出了打造数字双矿目标。

打造数字双矿，龙煤双鸭山矿业公司
已规划好了今年的推进路径，以东荣三
矿、集贤煤矿为公司智能化示范煤矿重点
优先建设，进一步完善东荣一矿和东荣二
矿煤矿智能化建设，同步推进 2022年数
字双阳智能化建设工作，以点带面，全面
推动公司数字化转型。

今年龙煤双鸭山矿业公司将大力推进
智能化钻装锚一体机、钻装一体机、TBM
盾构机应用，年底全公司七个煤矿的主提
升钢带机、井下主运系统皮带机、井下变电
所、主排水泵、压风机等辅助系统智能化无
人值守率力争达到100%，提升绞车智能化
无人值守率力争达到60%以上。公司井下
所有变电所全部投用具备防越级跳闸等功
能的智能无人值守远程集中控制系统。

公司总工程师陈贵林说，“十四五”期
间，龙煤双鸭山矿业公司将全面打造数字
双矿，将全面推进5G应用、人工智能、工业
互联网和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体系建设；
重点推进人员、瓦斯、矿压、水文、火情、电
力、通风等监测与分析系统；推进运输系
统、辅助运输系统、供电供排水监控系统、
通风压风监测监控系统数字化集控；采用
先进的生产管理系统，实现矿山生产人员
与移动设备的定位、跟踪及生产过程智能
化调度与控制，全面提升矿山的生产管理
与决策的科学性，全力打造数字双矿。

数字赋能发展数字赋能发展 点亮点亮煤煤好未来好未来

□文/桑月颖
本报记者 狄婕
摄/本报记者 狄婕
洗了 11年床单的王亚非

头一次见识，数 200件床单只
要10秒，而且不用手。

40 岁的王亚非是中国铁
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
滨客运段哈东整备车间洗涤二
组的工长，由于他性子急，干活
又快，同事们平日里都叫他“飞
哥”。但最近一段时间，“飞哥”
却“飞”不起来了，因为，车间里
来了一个比他更快的。

哈尔滨客运段哈东整备车
间负责该段从哈尔滨开往北
京、上海、成都、海口等全国各
个方向 23对旅客列车 1.6万套
卧具的清洗、熨烫、消毒工作，
每个环节都需要人工统计和盯
控，耗费大量人力和时间。今
年年初，该段联合卧具生产单
位共同开发了一种防水耐高
温、抗酸碱溶剂的卧具专用芯
片，利用技术手段提升工作效
率。

“就这么一个小东西，都没指甲大，能行
吗？”一开始，王亚非对嵌入到卧具里纸片薄厚的
芯片不太相信。直到他站在触摸屏前点击“开
始扫描”，眼看着卧具的类型、数量和对应车次出
现在屏幕上，又与列车保洁员交接的数量核对
无误后，王亚非对这个小芯片竖起了大拇指。

进入暑运，客流逐步回暖，王亚非所在的车
间需要分类、消毒、漂洗、烘干、熨烫、打包的卧
具数量达到 1.8万套。“过去碰到卧具数量对不
上的情况，就得反复核对，浪费时间不说，数一
件弯一下腰，那真是累！”堆得像小山一样的
700多套卧具共 2100多件，原来需要 10个人点
数一两个小时，在小芯片的帮助下，4个人20多
分钟便点数完毕，又快又准。

“要不说还得是高科技呢，卧具推进去 10
秒钟，类型、数量和对应车次就出现在屏幕上
了……”不需设置清点环节，也不用人工建账
管理，一枚芯片就能记录卧具在哪趟车哪个铺
位使用过、目前在哪里、是净品还是脏品、何时
报废等使用状态信息。王亚非说，跟这小芯片
比，自己“输”得心服口服。

如今，王亚非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车
间里的其它工作上，熨烫区、烘干区常能看到他
忙碌的身影。他说，他们现在一共投入了7.7万
套芯片卧具，效率提升了，更要把好质量关，做
好旅客“隐形”守护者，为旅客营造更安全舒适
的出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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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榜赛颁奖揭榜赛颁奖。。

签约现场。

□本报记者 桑蕾

5G商用牌照发牌三年，我国
5G网络建设已经取得阶段性成
就，而 6G的愿景与研发已在路
上。在不久前举行的 2022世界
5G大会Tech Talk 2022三场前
沿会议中，专家围绕未来前瞻技
术、5G下一步演进与6G、元宇宙
等前沿领域进行交流，让与会者
对正在研发中的 6G有了较为清
晰的认知。

6G是什么
它与5G有何区别

6G，即第六代移动通信标
准，也被称为第六代移动通信技
术。在2022世界5G大会开始之
前，中国工程院院士、未来移动
通信论坛理事长邬贺铨就对媒
体表示，2019年，首届 5G大会召
开之时，中国的 5G商用牌照刚
开始发放。2020年、2021年，是
中国的 5G 应用拓展之年。而
2022年，5G应用到了建立生态系
统的时刻。那么在 5G应用生态
尚在有序推进之际，探讨 6G是
否为时过早？在论坛首次设置
的元宇宙论坛上，建立在 6G技
术基础之上受到热捧的元宇宙，
已经显现出产学研界的共识。

但通信技术需要一步一个
脚印的发展。

来自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底，
我国已建成 5G基站 185.4万个，

已经覆盖全国所有地市一级和所有县城城区以及87%
的乡镇镇区。中国的 5G移动电话用户超过 4.5亿户，
而且预计到今年年底，我国的5G基站总数将超过200
万个。就像中国电信首席专家、中国电信研究院专家
委员会主任毕奇所说的那样，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5G部署国，占世界5G部署60%份额，与过去换代部
署节奏相比，5G商业化进程及用户数字增长在加速。

中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 5G网络，也为 5G赋能千
行百业打下了基础。

6G与 5G究竟有何种不同呢？6G拥有更高的带
宽与速率仍是公众最为直接的认知，但中国信科集团
副总经理、无线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陈山枝
指出，由于需要支持元宇宙涉及的数字孪生、万物互联
技术，更广更精细化的网络覆盖将会是 6G与 5G最为
明显的分野之一。

6G将实现星地融合全球广域覆盖

正如邬贺铨所言，6G研究首先要从需求做起，然
后再做技术验证和标准化，最后再到产业化，现在才刚
刚开始。当前，6G处于早期愿景研究阶段，全球相关
组织正在积极讨论6G的愿景需求，并进行关键技术的
研究，而 6G将全面支撑全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实现智
联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关于 6G技术全国各省区的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已有提到，包括《黑龙江省“十四
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目前全球现有的移动通信网
络只覆盖了陆地表面的20%、地球总面积的6%，因此，
未来通过卫星通信与地面移动通信融合发展，应用卫
星对海洋、森林、沙漠、偏远地区进行覆盖，实现星地融
合的全球广域覆盖，将是6G的一大标志性变革。”陈山
枝表示。

华为无线网络产品线副总裁、6G首席科学家王俊
则表示，6G将不仅是能力的升级，还将进一步发展超
越通信的能力，在5G三大应用场景基础上，扩展人工
智能和通信感知两大应用场景，将深度学习、机器学
习和大数据分析等AI能力，通过AR/VR等沉浸式体
验传递给用户。此外，业界目前对于 6G的推进时间
表基本已有共识。据陈山枝介绍，按照移动通信代
际的演进规律，目前 6G处于前沿技术研究阶段，预
计到 2025年左右开始标准化，到 2030年则会形成固
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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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 王德斌摄

职工正在给极薄煤职工正在给极薄煤
层综采工作面液压支架层综采工作面液压支架
保养保养。。

图片由龙煤双鸭山图片由龙煤双鸭山
矿业公司提供矿业公司提供

□赵晓光 本报记者 孙铭阳

“报告，现在井下综采一队工作面的瓦斯含量是0.1，风量是……”在井下工作面现场的瓦检员正通过视频连线的
方式向准备开会的东保卫矿通风副矿长张文选手机视频连线，汇报工作面瓦斯含量和风量情况。听完汇报，张文选自
豪地说：“如今，坐在办公室就能看到全矿各生产系统运行情况，就连谁在井下都到了哪里，通过电脑、手机都能了如指
掌。”

近年来，龙煤双鸭山矿业公司始终站在时代桥头，大力发展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四化”建设，2022年
又提出要在“四化”建设的基础上，大力打造数字双矿建设，向着煤矿数字化方向不断迈进。

暑运中暑运中，，忙碌工作湿忙碌工作湿
透了衣服透了衣服。。

整备车间整备车间。。

本报讯（张建华 记者刘晓云）2022年
世界 5G大会已经落幕。牡丹江市按照省
目标任务部署，各县（市）区、各市直部门，
超前谋划、强力对接，力争吸引一批行业头
部企业落户该市，助力数字经济和生物经
济等“换道超车”产业集聚发展。

据了解，按照《牡丹江市 2022世界 5G
大会招商引资工作方案》，该市成立工作专
班，将省下达的任务目标进行分解细化。
各县（市）区、各单位通过驻点招商等形式，
奔赴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地
域，全面对接商会和目标企业，深入开展洽
谈，累计拜访头部企业 165个（次），汇总招
商线索近300条，并通过组建大会招商工作
群，对各责任单位项目推进等情况实行“日
通报”，共享招商信息线索，形成比学赶帮
超的良好工作氛围。下一步，牡丹江市工
信局将围绕此次“5G大会”，重点对接签约
投资方来牡考察事宜，以及项目后期跟踪
问效工作，推动世界 5G大会招商成果加
快落地见效。

在加快建设完善全市信息通信基础设
施方面，牡丹江市将大力推动“双千兆”建
设，进一步提高沿边沿线通信信号覆盖能
力，持续拓展应用领域，抢抓数字经济、生

物经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等“四大引擎
产业”，聚力推动5G与垂直行业深度融合，
围绕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培育发展更
多新业态、新模式。

牡丹江借5G大会推进大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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