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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服务产业智慧化 “互联网+”促进跨界融合化

山东移动信息化助力传统工业产业转型升级
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为核心，促进产业智慧化、
智慧产业化、跨界融合化、品牌高
端化，实现传统产业提质效、新兴
产业提规模、跨界融合提潜能、品
牌高端提价值。新旧动能转换的
号角已经全面吹响，这场规模宏
大的“交响乐”正奏响齐鲁大地。

山东移动公司积极介入传统
制造工业，利用信息化手段，培育
发展新动能，为我省新旧动能转
换提供有力的信息化支撑，助力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

动，助力传统产业提质效

我省是工业大省，传统产业

规模总量大，运用新技术、新管
理、新模式，加快制造业智慧化改
造，才能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实现动能“有中生新”。近年来，山
东移动以新技术真正改变企业过
去只挣“汗水钱”的状况，推动传
统产业迈上中高端。

4月9日上午，日照钢铁管控
调度大厅，电子大屏幕上实时显
示着各个车间的工作状态。

据了解，日照钢厂委托日照
移动公司建起了统一通信平台，
利用窄带物联网、云计算、射频等
技术，对作业设备进行可视监控，
为炼铁、炼钢生产管理提供了可
视化的调度界面，激活了MES数
据，实现了炼钢生产中的数据不
落地目标。值得一提得是，该项目

是全国第一个铁水敞口罐数据采
集和生产调度的信息化项目。针
对日照钢铁生产各环节、各工位
生产实际、厂内铁路线运行情况，
平台实现了炼铁、炼钢生产和运
输过程的全程监控和智能调度，
大大提高了铁水运输效率，降低
了炼铁和炼钢过程中的能耗，节
省了炼钢成本。

推进制造业与互联网融

合，促大型工业企业提潜能

山东移动结合国家“互联网+”
发展战略，积极开展政务云、工业云
项目的拓展，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
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推进
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

在能源工业领域，山东移动
积极参与到胜利油田“数字化油
田”建设中，与胜利油田合作共同
打造了胜利采油厂“配网自动化
数据传输”项目、孤岛采油厂“油
井远程智能监控系统”等信息化
项目，通过4G网络实现了各油井
关键生产数据的网间共享及实时
监控。与国网山东电力合作打造

“智能电网”，实现了对全省智能
电表运行指标的实时采集和电表
的实时计费管理，保证了对全省
用电量的科学调度管理。

下一步，山东移动还将继续
推进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打造面
向工业互联网领域的产品，推进
物联网技术在工业互联网、智慧
制造等领域的深入应用，加大窄

带物联网应用、4G视频监控、车联
网等重点产品与工业互联网的结
合，促大型工业企业提潜能。

信息化服务全方位嵌

入，让知名品牌提价值

作为全球家电第一品牌，海
尔集团长期以来非常重视信息化
建设，山东移动与海尔集团开展
了信息化建设的长期合作，在物
联网、视频专线、4G、短彩信、IDC
接入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合作。

据了解，山东移动积极开展与
海尔、海信等山东省工业制造业百
强企业全面合作，推进智慧制造、智
慧矿山等工业互联网领域信息化项
目的合作。 通讯员 刘长文

联通大数据助力旅游产业新旧动能转换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

东重要讲话精神，为充分利用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客流大数
据，深入推进新旧动能转精品
旅游产业发展工作，7月25日，
山东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山东
联通举行山东省旅游产业大数
据应用联合实验室成立暨大数
据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深入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作决策部署，围绕精
品旅游产业建设，突出应用大数
据相关新技术培育壮大旅游新
产业、新业态，创新整合新技术、
大数据在旅游行业的具体应用，
以试点方式促进旅游产业数据
采集途径变革、旅游经济运行监
测方式革新，充分提高反映旅游
产业发展数据的时效性、指导旅

游产业决策数据的科学性、落实
旅游综合考核数据的公平性，通
过旅游统计调查手段的创新以
提升旅游产业治理水平，加快推
动旅游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

下一步，双方将依托联合实
验室，合作开展旅游大数据规划
研究，引导全省各级旅游部门深
化推进智慧旅游建设。近期双方

将启动全省入境来鲁客流、外省
居民来鲁旅游、省内各市居民出
省旅游、出境旅游以及省内各市
互访旅游等方面的应用试点和
专项课题研究，形成产业统计手
段革命性经验，力争在新旧动能
转换十强产业统计监测体系建
设方面走在全省前列，在全国旅
游产业统计工作上走在各省前
列。 通讯员 卢桂峰

中国服务机器人前景广阔

2020年将超300亿元

数据挖掘和分析机构艾媒咨询日
前发布的《2018全球服务机器人市场专
题研究报告》显示，2018年-2020年期
间，预计家用机器人的全球销量将高达
3240万台，娱乐/休闲机器人的全球销
量将高达1050万台，专业服务机器人销
售量会增加到1210万台。到2020年，中
国服务机器人年销售额预计将超过300
亿元。2025年，中国服务机器人细分领
域市场份额前三位将是家用机器人、娱
乐休闲机器人、医疗机器人。

家庭需求催生新动能

随着信息高速发展和生活、工作节
奏的加快，人们需要从繁杂的家庭劳动
中解脱出来，随之酝酿而生的将是广阔
的家庭服务机器人市场，例如家庭护理
机器人、玩具机器人、安控机器人、清洁
机器人等。一方面，中国老龄化越来越
严重，更多的老人需要照顾，社会保障
和服务的需求也更加紧迫，而中国多年
的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已经形成了人口
倒金字塔结构，老龄化家庭结构必然使
更多的年轻家庭压力增大，从而催生出
对家庭服务机器人的需求。另一方面，
通过教育机器人课程的推广、通过动手
组装和编程实践可以拓展青少年的逻
辑思维能力，这种寓教于乐的新型教育
模式已成为青少年高科技教育的有效
手段和工具。中国整体客观形势对学前
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伴随着中国学前
教育市场的蓬勃发展，针对3-6岁少儿
的学前教育娱乐机器人也将具有巨大
的市场空间。

家电巨头入局加速行业竞争格局

近年来，家电业进入瓶颈期，跨界
成为潮流。美的收购库卡后，明确将机
器人和工业自动化作为集团发展方向
之一，库卡可以给美的提供智能化产
线，这与家电产品的生产端所需不谋而
合。美的开拓机器人业务，开始打造“智
能制造 智能家居”的双智战略。海尔
和软银机器人战略联手，双方将以软银
机器人的人形机器人Pepper切入共同
开拓市场。海尔将通过深度挖掘生活及
商业场景的需求，结合成熟的人工智能
技术，打造差异化的服务机器人产品。

研究报告表示，目前服务机器人局
限于单一场景、单一任务，与人们期望
的能够执行通用复杂任务的“智慧管
家”服务机器人存在不小差距，这也将
是未来市场增长的突破口。

通讯员 张茂涛

8月3日，中国电信要客灾备
中心青岛基地揭牌仪式暨中国
电信灾备业务推介会在青岛召
开。本次会议以“云网融合、业务
永续、有备无患”为主题，面向重
点行业、重点客户发布了中国电
信云网融合要客灾备解决方案，
展现了高等级的云网融合资源、
高可靠的基础设施以及专业化
的灾备保障服务。中国电信集团

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刘志勇，青岛市开发
区管委主任路玉军共同为青岛
基地揭牌。中国电信集团政企客
户事业部副总经理孙健、山东分
公司副总经理魏荣军、系统集成
公司副总经理刘勇、云计算(青
岛)基地总经理于念春、青岛分
公司总经理张其翔等出席仪式。

据悉，中国电信要客灾备

中心是运营商首个实现集数据
化资产保护、灾备服务于一体
的全方位容灾服务体系的灾备
中心，主要面向政府、金融、企
业、医疗等重要客户，提供从咨
询、设计、实施到运营的全流程
智能化灾备运营服务。客户入
驻中国电信要客灾备中心，可
以获得定制化的灾备服务，包
括符合国际最高标准的高等级

灾备数据中心资源，五星级工
作生活配套设施、灾备咨询、建
设、演练、运营等全流程服务，
也可以获得即买即用的标准化
云灾备一站式服务，通过云灾
备平台快速解决客户数据备
份、灾备演练、业务接管、数据
归档等灾备体系建设过程中的
核心问题。

通讯员 张巧丽

7月20日，全省首个电力塔
共享案例在威海落地实施。坐
落在威海环翠区的220千伏戚
正线36号电力塔，是威海铁塔
联合国网威海供电公司将高压
电力塔向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开
放共享的首次尝试，为我省两
大行业的合作共赢开启了新篇

章。
威海铁塔与威海供电公司

于2017年12月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积极探索跨行业合作。本次
共享实施前，双方选取了通信
信号薄弱的代表区域，综合考
虑铁塔承重、载荷、防雷、电磁
防护等因素，共同研究确定了

一套示范点工程实施方案。双
方就各项工作的开展时序和要
求进行规范，全面梳理了
评估、规划、设计、建设、验
收、运维等环节的技术标
准依据，以确保电力传输
安全稳定、通信系统运行
平稳。为下一步威海铁塔

与各行业社会资源共享合作打
下了坚实基础。通讯员 王晨

全省首座共享电力塔在威海落地

中国电信要客灾备中心青岛基地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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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联通异业联盟开展“情满爱心”义诊

7月28日9：00，青
岛联通市南一营业营
服中心联合农工党市
南基层委四支部、五
医支部及公交集团驾
校、某粮油食品公司，
在联通山东路旗舰营
业厅开展“情满爱心”
义诊活动。义诊期间，
青岛市百大名医之一
的刘志杰主任举行了
保健知识讲座，一批
资深专家现场问诊，
包括中医、内科、眼
科、口腔科、推拿等。
义诊持续2小时，共接
待近200次问诊。 通
讯员 屈郁颖 周春强

青岛铁塔推出基站“啤酒”杯设计方案

继上合组织青岛
峰会后，青岛近日再次
引来世界瞩目。7月20
日第28届青岛国际啤
酒节盛大开幕。与往届
相比，本届啤酒节在持
续时间、场地规模等方
面均有新的突破，因此
对通信保障工作提出
了更高要求。鉴于此，
青岛铁塔创新推出基
站“啤酒”主题设计方
案，目前基站已改建完
毕并投入使用，成为一
道靓丽风景线，与啤酒
节主会场实现了完美
融合，得到了多方好
评。 通讯员 李慕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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