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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韦莎妮娜

1986 年，依托频分多址技术，“ 1G ”时
代揭幕，从此移动通信技术对“ G ”的追求步
履不停。从“ 1G ”开辟鸿蒙，到“ 5G ”横空
出世，技术更新迭代仅用了 33 年时间。

同样是 1986 年，我国开始普及九年制义务
教育，让所有学龄儿童“有学上”，成为教育史
上的一块里程碑。

2020 年，一场疫情突如其来，全国所有大
中小学停课数月，取而代之的是清晰流畅的“云
课堂”“云测试”“云面试”。

从线下，到线上，从“面对面”到虚拟化、
逼真的情景化教学，科技手段打破了教育资源的
壁垒，将传统的教育培训模式推到了起飞的风
口，不断擦亮智慧的火花。

在我市， 2019 年 1 月，全市首个 5G 基站
建成，当年 8 月，我市 26 所大中专院校完成
5G 网络建设，“ 5G 智慧校园”建设也在逐步
铺开，覆盖虚拟实验、远程教学、在线教育、校
园智能安全管理等多个领域。今年疫情期间，依
托桂林移动“空中课堂”、桂林联通“ 5G+钉
钉课堂”、桂林电信“云课堂”远程教育直播，
百万师生从中受益。广西首个“云考场”落户我
市， 820 名报考桂林医学院的学子在云端完成
了研究生复试考试。在刚刚结束的 6 月毕业
季，依托 5G 技术，桂林旅游学院 2020 届毕业
生“云毕业”。

打通教育行业线上线下的“任

督二脉”

“ 1 G ”“ 2 G ”“ 3 G ”“ 4 G ”
“ 5G ”，在普通用户看来，数字的递进，就是
意味着传输速度的提升。但事实上，在每一次小
步快跑的进阶中，速度提升只是其中一部分。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对 5G 的定义， 5G 网络
较 4G 更能实现增强移动宽带、海量大连接、低
时延高可靠的目标构想。这也意味着，从“4G”升
级到“ 5G”，裹挟而来的是一次产业升级、一次
技术更新甚至是一次具有颠覆性的革命。

细心回看会发现， 2015 年，随着移动互联
网的大规模普及，一种有别于面对面线下教学的
在线教育应运而生。“上网课”逐渐成为不少孩
子与职场青年的周末必修课。

一位长年从事网上外语培训的教师告诉记
者，受制于当时的通信技术，课堂的互动性与体
验感略逊一筹。比较明显的是，当遇到卡顿，教
师无法直接通过网络读取学生的即时反应，并根
据反应调整教学策略，线上延时很“出戏”。

而仅仅在 5 年后，这一技术壁垒就随着国
家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
国广电发放“ 5G ”商用牌照而快速消融。

广西师范大学是我市首个 5G 技术深度覆盖
的校园。在这里，校园网络的下载速率峰值达到
了 1 0 4 3 M b p s ， 上 传 速 率 峰 值 达 到 了
115Mbps ，这意味着，学生在线观看任意一部
2 . 5G 的高清电影，可随意拖动，基本无延时卡
顿，实现了真正的“秒传”。依托 5G 技术，该
校正打造远程互动教室，届时学生们不仅可以通
过屏幕实时收到远端教室上课的教学画面课件，
还能够在大屏幕上进行书写答题，实现答题笔记
实时传输等。

今年初，一场疫情几乎让所有行业陷入了停
摆。所幸的是，由于提前布局和着手建设 5G 基
站，我市大中小学学生的课业并未因疫情受到影
响，真正地实现了“停课不停学”的目标。

中国移动广西公司桂林分公司副总经理冯志
坚告诉记者，从 2 月 17 日开始，桂林移动“空
中课堂”平台的“桂林名师云课堂”正式上线，
并在随后的几个月内保持着稳定运行。“云课
堂”上线了 2019 年及 2020 年寒假初一、初
二、高一、高二共四个年级的近 300 节优质课
程。目前，桂林移动已与全市 60 所学校达成教
育直播平台合作，可以实现线上直播教学，通过
视频，师生能实现自如交流、即时互动以及各种
教学场景实时切换。

在疫情期间，桂林联通也及时开通了“ 5G
+钉钉课堂”在线直播系统，并且将班班通资源
平台、市直属学校电路和部分中职学校电路集中
接入桂林智慧教育云平台。桂林电信则为 23 .61
万户学生开通了“云课堂”账号，惠及 272 所
学校，并面向全市教育系统提供天翼云商务直
播、天翼云盘等服务，确保疫情期间全市教育系
统正常运转。

“线上教育高效、便捷、低门槛、低成本的
特性，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时间、空间限制，有效
地实现了资源互通。”中国电信桂林分公司副总
经理谷业茂举了一个例子佐证。过去，恭城检察
院要逐个学校开展预防性侵法制课现场授课，全
县 100 多所学校全部覆盖需要 2 个月时间。如
今，通过电信云课堂直播，开创了线上“云课
堂”校园普法新模式，一个晚上就能够完成全县
一个年级 2000 多名学生的法制教学授课。

“云毕业”“云考试”“智慧

校园”…… 5G 不止步于课堂

5G 时代，是“万物互联”的时代。 5G 技
术对教育培训行业的影响，显然不仅仅局限于三

尺讲台和 45 分钟的课堂。
5 月 29 日至 6 月 3 日，一场特殊的研究生

招生复试“面试”工作在桂林医学院各二级学院
展开。主考官们在屏幕前方郑重落座，远在千里
之外的考生通过人脸识别后，如身临其境地出现
在考官们面前，完成面试答题全过程。

这是桂林移动联合桂林医学院搭建的
“ 5G﹢ 云考场”的现场一幕。在 5G 技术支持
下，该校顺利完成 820 名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远程复试工作。

本次搭建的“ 5G+云考场”，是桂林移动
在全市乃至广西落地的首个“云考场”项目。该
系统以“云”为媒、以“网”为桥，通过人脸识
别、云视讯系统、高清摄像头、双机位监考等技
术，通过部署“云管端用”一体化的云考试架
构，为校方提供软硬件一体化远程面试服务。通
过多方视频互动，将考生现场情况全方位、同
步、高清地传到考官端，考官端通过屏幕共享等
简易的操作，快捷地把考题传至考生。整个过程
全程录像传至云端存储，实现复试全过程有据可
查，确保面试公平公正，维护每个考生的合法权
益，实现了见“屏”如“面”。

6 月 23 日，桂林旅游学院 2020 届毕业生
迎来了人生中最难忘的毕业仪式。除了到场的
200 名师生外，其余学生均以“云毕业”的方
式，加入到毕业典礼中来。

由于处于疫情防控特殊时期，毕业典礼采用
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同步开展，依托 5G 技
术，对整场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进行线上直播。
“尽管离别比以往更加匆忙，但仪式感却一分不
少。让我们在云端祝福彼此，道一声‘珍重，再
见’！”在参加完“云毕业”典礼后，一名毕业
生这么写道。

无论是“云考场”还是“云毕业”甚至“云
求职”，三大运营商都致力于将“ 5G+教育”
的覆盖面推向纵深。目前，我市多所大中小学的

“ 5G 智慧校园”已箭在弦上。桂林移动已在广
西师大育才、雁山校区建立了 30 个 5G 基站，
未来，学生们靠“刷脸”便可在校园内畅通无阻
地进出图书馆、宿舍、教学楼。桂林联通与灌阳
县教育局正在合作建设的智慧校园项目，使用

4G/5G/宽带进行连接，智能化管理校园基础设
施，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产品将灌阳中小学师生考
勤、人脸识别、红外测温、视频监控、一卡通、家校
互动等功能集合在一个平台进行管理和分析。

中国联通桂林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日成
说，按照国家教育信息化工作核心目标与宏
观要求，未来的教育现代化核心理念将是信
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桂林联通也
将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
等先进技术，通过构建“云平台+大数据平
台+终端”一体的自主能力平台，借助 5G
网络，助力智慧课堂和互动教学，最终形成
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生态圈。

脚下与远方：驶向“ 5G+教

育”的蓝海

在采访中，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负
责人均认为， 5G 技术给传统教育行业带来的改
变无疑是巨大的，“ 5G+教育”市场也是极具
潜力的。 5G 网络的应用，将大幅度提升在线教
育互动性，线上线下教学体验隔阂被打破，并且
使多个场景沉浸式教学变得可能、教育资源流动
性更强也更均衡化。

李日成说， 5G 网络大宽带、高可靠、低延
时等特点能够使大量本地运算放于云端，结合
AI 、 AR/VR 等新技术，可为师生们提供沉浸
式体验教学、远程互动教学、虚拟操作培训等多
种业务。以实验课为例，借助 5G ，学生在在线
实验平台上进行实验仿真、数据获取、数据编

辑、报告整理，老师进行实验项目、实验课
程、设备资源管理等，实现全校教学大数据的
实时多地采集，随时随地能够进行实验，没有
学习边界，同时基于业务本地化实现学院间和
学校间的实验资源共享。

基于 5G 的低延时特性，还可利用 AR 实
现沉浸式互动式创新教学指导，利用 AI 技术
为学生提供助教机器人系统，实现个性化教
学。利用 AR 技术进行辅助教学， 100% 还原
三维立体形象，提供更直观的教学内容，比如
历史课穿越体验，生物解剖课堂大观看，设计
建筑类三维设计等。此外，还可以基于 5G 技
术打造 1+M+N(1 个主课堂， M 个互动课
堂， N 个直播课堂)远程互动教学模式，实现
优质教学资源的输送、构建高效的智慧学习环
境。

谷业茂则认为， 5G 的特性将有望缩小城
乡教育资源差距，并且整合一切教育资源，未
来，优秀的教师面向的将不再是一个教室的学
生，可能同时是几千几万的学生，一些偏远地
区的孩子也能够享受到同样质量的教育。对于
教育行业而言， 5G 的发展，将聚合人工智
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多种能力，覆盖场景包
括虚拟课堂、游戏化课程、 VR 实验、行为追
踪与 AI 分析、 K12 教育启蒙、智慧校园解决
方案等，推动在线教育快速发展。

桂林蓝港科技于 2017 年 3 月落户高新
区，主攻方向为 VR 教育。公司负责人杨浩直
言， 5G 技术给 VR 教育带来了发展的多重利
好。在 4G 时代，蓝港科技已研发了“ VR 高
空坠落模拟软件”“ VR 教育航海模拟软件”
“ VR 海上天气模拟软件”等，拥有 12 项软
件著作权，已受理发明专利 2 个、实用新型
专利 2 个。

“ 5G 主要是在传输方面给 VR 提供了良
好的通路，同时通过云处理能够大幅度提升显
示效果。”杨浩说， VR 技术在未来课堂应用
已经是一种趋势。比如说，地理三圈环流、化
学醋化反应、物理的垂直切割磁感线，如果按
照以往的平面化教学模式，学生很难理解概
念。但借助 VR 教学，教师可以把抽象的知识
理论变为立体化，让互动性、仿真性、探究式
教学成为教学常态。再比方说，计算机系的学
生要了解“蠕虫病毒”，借助 VR 技术，可以
将病毒入侵过程以主角视角通过古堡闯关的形
式展现出来，学生可以真实地体验病毒入侵电
脑的完整过程。杨浩说， 5G 技术和 VR 相结
合，还可以最大限度还原教学场景，例如 VR
虚拟驾驶，能够让驾校的学生、交通运输专业
的学生在室内就能身临其境地练习驾驶技术。

目前，该公司研发的“平安寨旅游实训教
学软件”落地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教室；“宝石
琢型加工工艺虚拟仿真项目”落地梧州学院；
“智慧教室项目”落地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我们马上就要联合桂林电信、华为开发红色
党建教育方面的内容，重点放在湘江战役上。
结合 5G 、 VR 技术，还原湘江战役的场景，
让观看者都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革命先烈艰苦
卓绝的奋斗历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
传。”

初步预计，在“ 5G 时代”元年，蓝港今
年的产值将达到 2000 万元，是去年产值的 4
倍之多。

在采访的最后，李日成说，根据中国联
通、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关于 5G 网络共建共享
的安排，今年桂林联通计划在 9 月底完成全
市 1490 个 5G 基站。加上桂林移动已经建成的
超千个 5G 基站，全市 5G 基站将近 3000 个。

“5G 正带我们融入‘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
可学’的学习型社会。”李日成如是说。

“5G+教育”，

让“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成为现实

关注“5G+”系列报道

▲桂林移动技术工程师正在建设 5G 基站。（桂林移动供图）

▲桂林电信为我市广大师生免费提供教学服务平台，疫情期间开通云课堂，
惠及学校 272 所。 (桂林电信供图)

▲借助 5G 技术实现的 VR 交通虚拟驾驶，在驾驶教学中能让学习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右图为 VR 交通虚拟驾驶实验室。(蓝港科技供图)

▲地理课上，利用 5G+VR 技术，学生们可以直观地看到三圈环流(左)和太阳直射点(右)。 (蓝港科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