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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小，更灵活

海上风电厂与海岸线距离较远时，容易
出现网络信号微弱、难以正常通信的问题。
这个困扰不少电力企业的麻烦，现在只需要
一个行李箱大小的5G小基站就可以解决。有
了它，无论是在海上、偏远山区还是封闭地
下室，都能实现5G网络信号畅通。

除了信号通畅方便打电话，在工厂内建
设5G小基站，还可以实现厂房视频传输、生
产智能巡检、连接智能机器人信号等功能。

什么是5G小基站？
“5G 小基站的单通道发射功率较小，通

常为毫瓦级。远端单元的体积尺寸一般在2L
左右。”中国联通网络部无线网管理室总监范
斌介绍说，5G小基站之“小”体现在两方面：

体积小——根据 3GPP（第三代合作伙伴
计划）标准，无线基站可分为四大类，分别是
宏基站、微基站、皮基站和飞基站。相对于
宏基站来说，后三者体积较小，通常合称为

“小基站”。由于体积小、重量轻，支持多种回
传组网方式，安装的灵活性更高，能够实现
对重点场景进行网络覆盖的补充。

覆盖范围小——覆盖范围与体积相关。
宏基站体积最大，信号的覆盖范围最大，主
要解决室外的远距离连续覆盖。微基站覆盖
范围50-200米，应用于宏基站部署受限的市
区或农村；皮基站覆盖范围 20-50 米，应用
于室内公共场所，如交通枢纽、购物中心、
展馆等；飞基站覆盖范围10-20米，通常适用
于家庭或企业环境。

小基站并非5G时代产物。在3G、4G时
代，随着室内场景对网络需求的增加，小基
站开始出现。进入5G时代，人们对无线通信
的传输速度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小基站能够
在室内安装，实现弱信号和盲区内的定点深
度覆盖，包括人流密集或数据流量传输需求
大的区域。此外，小基站还能帮助宏基站分
担流量负荷，与边缘计算等技术相结合，以

满足垂直行业应用碎片化需求。
今年初，三大运营商纷纷启动了5G小基

站集采，聚焦细分场景的信号覆盖与网络
建设。

8 月 4 日，中国移动公示了 2022 年至
2023年扩展型皮站设备的集采结果，这是5G
商用以来最大规模的小基站集采。此次集采
预估采购规模约为 2 万站，其中单模扩展型
皮站7500站、双模扩展型皮站12500站。

据分析，进入运营商集采，有利于推
动 5G 小基站相关产业发展。运营商集采的
持续性可以进一步激活上下游产业链，进
而为运营商提供更丰富、性价比更高的建
网方案。

满足5G信号室内覆盖需求

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 7 月底，全国所
有地级市的城区、县城城区和96%的乡镇镇区
实现了5G网络覆盖。

“目前，5G 室外基站建设已基本实现广
域覆盖，后续运营商将重点聚焦5G室内网络
建设新赛道，5G 小基站将成为 5G 室内建设
的重要一部分。”中国联通网络部无线网管理
室无线网新设备业务主管范天伟说。

为啥要建小基站？

解决高频段部署带来的新挑战——
随着5G频段越来越高，宏基站信号传输

面临更大的链路损耗问题，室内信号覆盖不
足。一边是5G更高的频段导致室外宏站信号
难以抵达室内，一边是越来越多的业务和流
量需求发生在室内。单纯增加宏基站覆盖，
成本难以承受。面对如此“两难”的境地，小
基站成为破解 5G网络痛点的“利器”，为实现
5G深度覆盖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为5G信号“补盲”“补热”——
华为有关负责人介绍，宏基站易受到建

筑物、树木等影响，覆盖效果不均匀，且随
着信号频率的提升，4G/5G 信号穿透能力会
减弱，从而出现弱覆盖区域或盲点，影响用

户体验。而在热点区域，如商场、机场、酒
店、医院等人群密集、流量需求远高于普通
地域的区域，宏基站往往难以提供足够的流
量，小基站此时可以发挥很好的补充作用。
此外，由于宏基站选址需要考虑的因素较
多，协调建网成本较高，面临传统设备安装
位置受限、铺设传输困难、天面资源紧张等
问题，尤其是在人群密集区，更不易获取站
址。因此，很难通过密集部署宏基站解决室
内和热点区域的覆盖和容量问题。

“室内场景环境复杂、覆盖需求多样化，
高业务量、中业务量、低业务量场景分布不
均，因此5G室内网络覆盖方案应通过多种形
态网络设备，以满足差异化的室内网络部署
需求。”范天伟说，未来“宏基站+小基站”的
多元化模式，有望成为更低成本、更强覆盖
的组网方式。

带来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
5G大带宽、低时延、高速率的特性正在

赋能各行各业。小基站快速定制、灵活部
署、高网络容量、低成本的优势使其可以更
好满足各行各业的多元网络需求，如智慧工
厂、远程医疗、移动车联网等等，其深度覆
盖将为各行各业带来新的发展空间。

小基站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除了室内区域外，小基站还在两类场景
内具备优势。一是室外非连续覆盖的热点区
域，如景区、步行街、居民区、道路等；二
是垂直行业应用场景，如矿山矿井、产业园
区、生产制造、仓储物流等。

针对多种使用场景，多款5G小基站产品
已应运而生。华为 LampSite Pro 以不改变室
内网规的方式实现“线不动”“点不增”，从 4G
向 5G 演进，减少运营商二次规划；Lamp-
Site Sharing聚焦多运营商场景，以超宽频产
品实现最多 4 家运营商共建共享，加速运营
商在高话务量场景下的5G部署节奏；Lamp-
Site EE 面向智能制造、智慧医院、智慧交
纽、智能仓储等行业应用场景，有助于5G在
行业场景的深入应用。东方国信发布的5G一
体化皮基站 TranCELL 系列，通过 IP 网络接
入5G核心网，适用于小型封闭场景热点区域
或盲区的快速低成本覆盖、提升网络服务质
量，可解决矿山、电力、制造、交通、化工、园
区、仓储等行业室内覆盖场景，对深化 5G 与
垂直行业的融合以及促进传统行业转型具有
推动作用。

在小基站产品领域，中国厂商在产品设
计、产品性能、商用经验方面均走在世界前
列，但产业链发展仍面临挑战，特别是小基站
芯片国产化程度相对不高。此外，在整机功耗、
通信性能等方面也有较大技术优化空间。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芯片和模块是
关键基础，也是中国信息产业发展的短板，
今后将加强 5G 芯片、高速 PON 芯片、高速
光模块的技术攻关，提升制造能力和工艺水
平，推动中国信息通信产业自立自强。同
时，着力保障网络质量。今后将指导做好5G
和4G网络协同发展，通过频率重耕和优化升
级，提升网络资源使用效率；开展多模基站
设备研制和部署，保障广大用户在城市热点
地区、高铁地铁沿线等区域对不同制式网络
的使用需求。

“工信部将持续推进以 5G 网络和千兆光
网为代表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双
千兆网络和各领域深度融合，不断夯实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数字底座。”工信部信息通
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今年以来，三大运营商陆续启动5G小基站集采——

小基站为5G网络“补盲”“补热”
徐佩玉 李 婕

到今年 7月底，中国已建成开通 5G
基站近200万个。然而，不少人有这样的
感受：室外5G信号稳定，到了室内偶尔
会出现时断时续的情况。专家指出，这
是室内信号深度覆盖能力不足导致的。

随着在线教育、远程医疗、远程办公
等应用快速发展，5G室内场景增多。在覆
盖行业更广、应用走深向实的当下，如
何解决室内信号不稳定的问题？具备小体
积、低成本、高性能、低功耗、易部署等特
性的5G小基站成为建设重点之一。

◀近年来，安徽省淮北市濉
溪县经济开发区 5G通信光缆产
业促进了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图为工人在该经开区一家 5G通
信光缆生产企业车间内忙碌。

万善朝摄
（人民视觉）

▲日前在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举行的 2022 世界 5G 大会上，
汇聚了全世界 5G发展的最新成
果。图为参展商现场演示 5G+
VR在线教学。

新华社记者
张 涛摄

在 2022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
易会上，作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试点城市和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青岛展区颇为引人注目，突出数字经
济、科技创新、互动体验，新技术、新产
品集中亮相，吸引着越来越多合作者。

创新先行，亮点纷呈

本届服贸会上，青岛展区注重沉浸式观展体验，26
家代表性企业参展，充分展示青岛服务贸易发展新成就。

“正在为您测量身高……”无需去医院，刷身份证即可
检查身高、体重、听力、视力等项目，青岛通产智能科技研
发的驾驶员体检机器人，吸引不少参展商现场体验。

即将落户青岛的优必选科技带来悟空造型智能陪伴机
器人，不仅会唱歌、跳舞，还可人机互动，一双炯炯有神的大
眼睛有摄像功能，可实现视频互动，并能进行垃圾分类。

巨幅裸眼3D大屏，让青岛展区充满未来感；海尔生物
科技的顶尖细胞科技产品、青岛创新奇智全栈式AI解决方
案、数金数币咖啡机……创新的服务产品让人眼前一亮。

这些科技新产品的不断涌现，得益于青岛创新为先
的发展思路，让服务贸易发展能级不断提升。

青岛聚焦企业核心需求和痛点，在通关、税收、支
付便利化和专项平台搭建等方面形成多个全国首创的制
度创新成果——

在全国率先实行出口退税“核实可视+信用赋能”模
式，首次退税时间由 20 个工作日压缩至 5 个工作日，出
口退税“白名单”企业全部实现8小时退税；在全国率先通
过接口方式与税务局直联，推动境内运费外汇支付便利
化，平均每笔业务办理时间从1小时缩短至10分钟。

同时，青岛打造首批韩国认可的国外检测机构和国
内首个能够满足所有韩国 511项农残检测要求的实验室，
在全国率先对韩全项农残“前置检测”，平均每批货物节省
通关时间20天左右。

数字赋能，活力涌动

当前，以数字化、智能化为特征的知识密集型服务
贸易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数字科技新元素也是青岛展区的一大亮点。
青岛聚好看带来的3D数字人新产品，不仅可以做品

牌代言人、主持产品发布会，还可以根据企业需求进行
形象定制。

聚好看副总经理朱书琴表示，今年是他们第二次参
加服贸会，带来了元宇宙、AR/VR超现实虚拟产品，希
望可以创造更多数字化场景，为用户带来更丰富的体验。

青岛聚海视讯展示的旅行网红打卡机，拍5秒视频自
动生成一段旅行视频，吸引北京一家景区前来洽谈合作。

青岛格兰德推介的全球数据库系统，能够提供216个国
家地区的企业信用报告，其中136个国家已实现瞬时查询，
同时提供选市场、找客户、客户背调、催全球等全链条数字服
务，截至目前累计提供全球企业信用报告超过40万份。

同时，海尔卡奥斯工业互联网技术、青岛华大智造
高通量基因测序仪、以萨科技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也呈
现出青岛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新发展成就。

数字赋能，正成为青岛服务贸易发展的新趋势。
数据显示，去年青岛数字贸易规模达44.61亿美元，同

比增长 72%。建成运营全国首个中国广电·青岛5G高新视
频实验园区，3家园区入选省级数字经济园区。今年7月青
岛首个数字贸易专业园区揭牌，吸引数字贸易企业加速集
聚，不断增强数字经济核心竞争力。

提质增效，不断进阶

眼下，服务贸易正日益成为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风向标。

2020年8月，青岛获批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
点城市，高起点谋划发展路线图，出炉 《青岛市全面深
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实施方案》，明确了 3年试点期
内要推进的 133 条任务举措，确保国家“规定动作”全落
地、“自选动作”有实招、特色“加分动作”出亮点。

试点2年，青岛交出了漂亮“答卷”。

截至今年上半年，在青岛试点方案全部133项任务举
措中，有100项已完成并取得成效，完成率达到75.2%。

青岛服务贸易规模显著提升，2021 年服贸总额突破
1100 亿元，增长 37.1%，高于全国平均增速约 21 个百分
点，连续3年实现贸易顺差。今年上半年，青岛服务贸易
逆势上扬，实现服务贸易总额 758.4 亿元、同比增长
53.1%，占全省比重达到57%。

这离不开青岛坚持全面深化、创新提质、突出特色
的发展思路。青岛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升便利水平，
创新发展模式，提出多领域推进与上合国家及“一带一

路”沿线合作，培育壮大市场
主体特色任务及国际航运贸易
金融融合提升、数字贸易乘势
突破、工业互联网与服务贸易
双向赋能、文化旅游精品引领
等特色工程。

同时，青岛加快打造产业集聚高地。今年3月，青岛
国际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中冶东方工程技术分别获批
国家人力资源服务出口基地和语言服务出口基地，青岛
成为各自领域内全国首批、省内唯一获批城市，提升了

“青岛服务”的影响力。
青岛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建军表示，下一步青岛将

把握数字贸易发展机遇，加快数字化转型，积极争创国
家级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并深化数据跨境流动监管、运
输、金融、医疗等重点领域改革创新，不断探索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新路径。

牵手服贸会，“青岛服务”走向世界
宋晓华 丰雨扬

牵手服贸会，“青岛服务”走向世界
宋晓华 丰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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