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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街街景景地地图图正正式式上上线线
市民在家动动鼠标就可以游览烟台

市民可邀拍街景

由于网友拍摄的照片达通常
不会达到360度全景照片的要求，
所以，腾讯地图街景主要还是以腾
迅公司负责拍摄为主。当街景还未
覆盖的区域，点击街景地图时，地
图上会出现“此处无街景”，并附有
街景邀拍的链接。

据悉，目前烟台市芝罘区、龙
口市以及莱山区至养马岛范围
内，街景邀拍的次数已经超过
1000次。据工作人员介绍，街景邀
拍是否如愿，最终要看市民需求
是否高涨。

那么烟台究竟何时能用上
4G呢？在三家运营商中4G网络
建设进度最快的是中国移动。
袁雷介绍，实际上，在今年8月
份，中国移动烟台分公司就已
经展开了4G无线网络建设的一
期工程，包括基站的选址、规
划、施工，以及传输网改造，核
心网升级等工作。

袁雷告诉记者，现在基站
的建设已经已接近尾声，下一
步是进行基站相关配套设备
的安装、调试。“整个一期工程
大概有1 7 0 0座基站，其中有
400座是新建的，其他的则是
对老基站进行升级改造。这批

基站完成后，覆盖范围包括烟
台市中心6区，以及另外8个县
级市的城区，其他地区如农村
则还需要等待。”袁雷告诉记
者，一期工程的计划在明年3

月底完成。明年4月初，烟台市
民就有望用上4G，烟台正式
进入“4G时代”。

袁雷还介绍，一期工程完
成以后，主要的城区都已经有
了4G网络信号覆盖，但4G的建
设还将继续，随后的工程建设，
主要是将4G网络信号延伸至全
市其它区域如人流量比较大的
农村和道路周边，并对已有网
络进行完善和优化。

除了什么时间能用上4G，市
民最关心的莫过于4G的资费到底
如何了。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根据国内已经推出4G服务城市及
其资费得知，各地区会根据实际
情况推出4G套餐。烟台4G资费将
会如何呢？

袁雷说，烟台地区4G的资费
的暂时还没出台，但肯定会比3G

便宜。他介绍说，4G网络开始运营
以后，移动会推出不同的套餐，套
餐价格比3G便宜。“至于流量是否
跑得快，就看个人的用途了，如果
是看视频，那肯定是会非常快
的。”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已经
公布4G套餐价格的城市中，上海
的4G套餐价格分为138元、238元、
338元三个档次，包含不同的流量
和通话时间，网络流量包则有50元
包600M流量、70元包1G流量等多
个档次。青岛市4G网络流量包的
价格与上海类似。

除了网络速度快，袁雷还介
绍，4G网络相对于之前的网络，
是一次重大更新换代。“原有的网
络，现在只有留下了核心站和基
站，其他的都更新换代，信号的处
理速度更快了。”袁雷介绍，用4G

打电话和发短信，其体验也将会
有所提升。

体验4G，2分钟下载1 . 5G

明年4月有望用上4G

资费将比3G便宜

明明年年44月月，，烟烟台台或或将将进进入入44GG时时代代
市民现可体验移动4G服务，未来将可享用实惠而高效的4G网络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陈莹 ) 今年8月中旬，一辆街
景图像采集车辆，在烟台各个
街道行驶采集街景图像。因车
辆车顶加载六个摄像头，引居
民围观 (见本报本报8月1 6日
C14版)。近日，记者了解到，烟
台街景地图已经成功上线了，
引来不少市民的赞叹。

8月中旬，市民反映，他们
在芝罘区海港路上发现一辆造
型奇特的车辆，“车顶上放着一
个‘天线宝宝’”。记者随后得
知，该车辆是腾讯地图采集烟
台各地区的街景图像。腾讯地
图烟台街景负责人徐健告知记
者，“天线宝宝”是采集街景用

的，上面有六个摄像头。
1 6日，市民王先生惊喜

地告诉记者，腾讯地图烟台
街景正式上线了。记者从腾
讯 地 图 查 看 烟 台 街 景 时 发
现，北起芝罘岛北岛，南至桃
村，西起蓬莱，东交烟威交界
的蓝色区域里，烟台主要城
区的主干道和部分支线已经
有街景地图了。

销 售 员 曲 先 生 告 诉 记
者，他经常出差，在北京时曾
用过北京街景地图，当时还
特别羡慕。“当你想去某个地
方 ，先 在 地 图 上 定 位 下 ，然
后，通过街景地图，就能了解
到这个地方附近的环境了。

即使出租车司机不知道的地
方，因为街景地图，你可能会
很快找到目的地。”现在烟台
街景地图上线，肯定会带来
比较大的便利。

烟台大学袁姓学生告诉记
者，烟台街景地图上线，确实让
人耳目一新。在街景地图里，通
过鼠标和地图中的导向标，就
可以浏览烟台各地方的街景
了，“在家就可以游遍烟台了“。
同时，由于取景摄影头放在车
子顶部，画面显得比走在路上
看到的画面要高很多，有种“指
点江山”的感觉。

市民李女士则笑道，现在
寒冬里，大家都穿着厚厚的面

包服，而街景上显示的人物都
穿着夏季的衣服，人的脸部都
被模糊处理。“街景还有一种功
能，能带我们穿越到今年8月
份。”李女士说。

腾讯地图平台部的刘勇
表示，腾讯地图街景功能12月
正式上线。街景里显示的是上
次取景车时取到底景象。不
过，为了保护隐私，在街景后
期处理过程中，会将沿途经过
多行人的脸部、车子的车牌
号，以及涉及到国家隐私、军
事和民防等方面的画面进行
特殊处理。“如果非要说穿越，
只是一定程度上的穿越。”刘
勇解释说。

4G牌照发放之后，不少
市民关心烟台4G发展情况。
据悉，烟台地区的4G网络正
在建设过程中，目前4G信号
还没有正式覆盖。

不过，记者从中国移动烟
台分公司了解到，烟台现在已
经有两处可供市民体验4G信
号，一处位于芝罘区大润发附
近的中国移动西大街营业厅，
另外一处则位于莱山区中国
移动烟台分公司的一楼大厅。
在这两处，不少市民正在体验
极速的移动4G服务。

提起4G的优势，首当其冲

的是网速快。中国移动烟台分
公司4G建设优化办公室的负责
人袁雷在在移动4G体验区展示
下载文件速度时，记者发现，一
个1 . 5G的游戏文件，在约2分钟
时间里就下载完成。“这个下载
速度，远远超过现有家庭宽带
网的速。”袁雷说。

同时，记者通过4G网络
看视频发现，一部720P的高清
视频，不存在“正在缓冲”的现
象，随意拖到任意时间点都可
以正常快速播放，整个网络视
频播的放和本地视频播放的
效果无异。

本报记者 吴江涛 通讯员 陈佩

近期，工信部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家运营商颁发了4G牌照，这意味着，4G即将
迎来商业运营阶段，我们的生活离4G时代越来越近。近期，不少市民关心，烟台何时能用上4G，4G有
哪些好处，以及4G的资费和使用情况将会如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移动烟台分公司的
工作人员，为市民解析烟台移动4G服务的方方面面。

街景地图，
可以清晰地看
到附近的道路
和建筑物、路人
等。

在西大街移动营业大厅内，体验4G网络的市民看着流畅播
放的视频。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头条链接

腾讯地图，原名为SOSO地
图，在2013年12月12日正式更名。
腾讯街景地图在2012年12月13日
正式上线，目前在全国已经采集
了100座城市街景，正式上线的包
括全国大中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
共74座。

在百度地图和高德地图移动
应用服务用户均已经破亿的情况
下，腾讯试图发力地图，并试图通
过街景地图来弯道超越。据业内
人士介绍，腾讯地图推出APP早于
百度地图，但一直不温不火。

不少人士分析，随着移动设备
带来的位置应用需求的增长，腾讯
地图服务地位上调，每年获得上亿
元投入。腾讯地图街景功能，只是
腾讯地图满足用户需求多样化的
表现之一。做街景只是短线的差异
化策略，真正的价值可能需要等到
3到5年之后才能显现。

同时，通过微信接入腾讯地
图及其街景功能，以及即将到来
的4G时代，会给腾讯带来多重价
值，包括提供团购、打车和优惠等
O2O服务入口，同时，还能为用户
提供导航和定位服务。此次机会，
或将引领腾讯地图奠定与百度地
图、高德地图“三足鼎立”的局面。

在采访中，袁雷介绍，4G

将不仅仅用于手机，因为4G

网速将远远超过目前很多家
庭宽带的网速，它完全可以作
为家庭局域网供电脑、手机、
平板等共同使用。

在移动公司的4G体验区，
除了无线网卡，记者还看到了
类似于路由器产品C P E 和
Mifi。“和Wifi类似，他们的作用
就是把4G网络转换为Wifi信
号，转换的过程会有信号损
失，但一般情况下网页也要比
不少宽带快得多。”袁雷说。

记者用一部手机连接上

其中的Mifi，现在3G信号需要
缓冲很久才能看的高清视频，
在4G网络下，则不需要任何
等待，效果和本地播放无异。

袁雷介绍，4G开始运营
以后，除了上网，将给市民生
活方式带来很大的改变。“比
如你在单位，想了解家里情
况，你就可以通过4G信号，把
实时视频监控接入到手机
上。”袁雷介绍。此外，当4G普
及时，电视台也可以通过手机
4G信号进行直播，并且完全
有可能实现高清画面的实时
传送。

网速超现有宽带

街景地图会给

腾讯带来多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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