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人机是当下
很火的科技产品，

外出游玩的时候大
家都喜欢带无人机

去畅玩一番。但市面
上绝大多数无人机都是

通过 WiFi 和蓝牙连接
的，要想从狭窄的娱乐应用

空间迈向更为广阔的行业应
用市场，无人机离不开通信的

支持，移动5G，将会为无人机应
用带来新机遇。
峰会现场，河南移动为大家展示

了这款“神器”。通过基于端到端的
移动5G商用设备和终端，无人机挂
载5GCPE+360°全景相机空中飞
行，全景相机完成视频采集、拼接
处理、视频流处理，通过移动5G
站点传输到核心网，终端的VR
头盔通过移动5G信号接收
视频流，实时体验超高清全
景直播画面，远端操控人
员获得第一视角VR体
验，通过毫秒级低时延
移动 5G网络，进行
无人机远程敏捷控
制，从而实现身
临其境的效果。

河南移动的工作人员向现场嘉宾
讲解道：“通过MassiveMIMO技术，
移动5G网络相比于传统网络能提供
更好的低空覆盖，使得无人机的飞行
更加安全可靠。当前无人机主要是通
过 wifi 来操控，操控范围大约在
2KM，将无人机连接到移动5G网络，
操控距离可以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
也就是说当你在郑州，也可以随时操
控远在老家某省某个地方的无人机看
看家乡的4K风景了。

通过移动5G网络的高速率、低时
延等优势，可以预见，移动5G无人机
VR直播技术未来在垂直行业数字化
领域将会得到广泛的应用实践。随时
随地的实景航拍、自动化的无人巡检、
快捷的物流运输、高效的农田喷洒、精
准的激光测绘、移动的面部识别安防
等无人机应用，同时也会广泛用于演
唱会、足球赛、极致体验游中，大家随
时随地都能通过VR全景直播获取比
现场更好的体验。

2018数字经济峰会上，让我们看
到了5G技术为未来出行生活带来的
无限可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移动
5G网络在高速率、低时延、大连接方面
所表现出的优异特性，将让更多以往
难以想象的智慧应用变得触手可及。

在无人驾驶的行业
中，很多的人都认为远

程操控汽车是很不可取
的，因为很不符合实际，其

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数据传
输存在延迟问题，可能导致操

控失误出现，这就好比视频聊
天偶尔出现的画面延迟卡顿。

但是，如今依托于移动5G技术，配
合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让在室内

“驾驶”、开启“自动巡航模式”成为现
实。
远程驾驶场景是移动5G车联网

的一个重要应用场景，可以有效解决
车辆遇到复杂问题时的控制问题，充
分体现移动5G车联网极低时延、超高
可靠性及大带宽的特性。基于移动
5G的自动驾驶方案，会充分利用移动
5G优势将自动驾驶车辆的感知、决
策、控制功能模块都上升到边缘云上，
依托边缘云的计算能力进行处理并下
发，降低对车载传感器的依赖，所有对
车辆的监控、控制工作，都可以在后台
生产调度中心实现。

未来远程驾驶可以应用在一些特
殊场景下，例如救灾，道路抢修，大大

降低营救工作的危险性，提
高营救效率。还可以实现远程
精准作业，如矿山、油田、荒地等
区域的生产作业，一个人可以操控
多辆的汽车来进行工作，或者当车
辆出现异常的时候也可以人工进行干
扰，帮助驾驶员远离高危环境。河南
移动工作人员表示：“移动积极响应国
家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号召，
已经在自动驾驶、智慧公路等智能交
通领域积极开展相关工作，致力于为
社会创造更加智慧的交通出行新生
活。”

2018 年 2
月，国家发改委

公布了《2018年新
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工程拟支持项目
名单》，郑州成为全国

12个5G规模组网建设
及应用示范工程试点城市

之一。
回顾中国的移动通信史，

也是中国移动的发展史。无
论是2G时代的领先，还是3G

时代采用国标的企业责任心，4G
和5G时代的弯道超车，中国移动

始终走在通信行业的前列。面向万
物互连时代，河南移动主动把握5G

发展新机遇，快速规划 5G试验网建
设。据了解，早在今年5月，河南省发
改委和河南移动正式签署《推动河南
5G规模组网及应用示范发展战略合作
协议》，共同推进5G行业示范应用，支
持5G试点配套建设，加快推动5G规模
组网。河南移动表示，今年将在郑州业
务应用示范区域规划建设5G基站，用
于典型场景应用示范的5G网络覆盖，
目前已经在龙子湖和郑大一附院展开
5G网络建设。此外，将进一步拓展5G
行业应用范围，促进我省工业、农业、
教育、民生、交通、医疗、能源等行业与
5G业务深度融合，让移动用户能够尽
快感受到“可接触、可互动、可体验”的
5G应用。

在本届数
字经济峰会上，
河南移动借助实
物近距离接触，为
大家揭开 5G 的“神
秘面纱”：向与会嘉宾
展示了在移动5G环境
下无人机 360° VR 体
验、远程医疗、远程驾驶、
5G演示车超高速率、超高清
视频等多项5G领域的前沿科
技成果。都说“4G改变生活，
5G改变社会”，5G究竟有何种

“魔力”，又将为我们的社会带来怎
样翻天覆地的改变？让我们跟随河
南移动展区，来一探究竟。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沧桑巨变，科技不
断进步，通信行业也经过一步一步地努力，走到了今天——5G
时代到来。

2018数字经济峰会暨5G重大技术展示与交流会在河南国
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核心区——郑东新区龙子湖智慧岛举行。
此次峰会重点聚焦5G产业，集中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和
新成果。其中，河南移动以“豫见5G触手可及”为主题精彩亮
相，成为大会关注的焦点。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萍 通讯员 李东浩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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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全省5G网络发展，
河南移动交出漂亮答卷

移动5G远程驾驶：
开启“室内驾驶”“自动巡航模式”

移动5G无人机360°VR全景超高清视频直播：
为您带来“飞”一般的体验

豫见豫见55GG，触手可及
河南移动助力55GG新时代新时代

漫长的挂号等待、拥挤
的就医环境、稀缺的优质

医疗资源，去大医院看病成
了很多人日常生活中最烦恼

的事情之一。而在5G时代，这
些糟心事可能就没有了。在移
动5G医疗应用示范展区，郑大
一附院远程医学中心工作人员
现场向与会嘉宾展示了远程会
诊、远程B超、移动查房机器人等
远程医疗前沿技术。正是这些
5G黑科技，将为我们的医疗行业
带来一场革命。

远程会诊：病人上了救护车
就相当于到了急救中心

病人上了救护车，用原来的
4G 信号连接速度较慢，如果采
用移动5G技术，在救护车上就
可以把病人的检查信息和现
场场景直接快速传输到医
院，使专家们完成对病人
病历的阅读，在车上就
可以开检查单，到了医
院就可以直接做相
关检查，大大缩短
病人的院前抢救
时 间 ，简 单 地
说，就是病人
上了救护车
就 相 当 于

到了急救中心。

远程B超：千里之外病人情况一目了然
现场工作人员指着一个签字笔形状

的手柄告诉记者，这是远程B超的设备之
一。借助5G技术，这个小小的无线B超
探头就是一个操作柄，上下、左右、旋转
移动，可以灵活地操控远程医疗另一端
机器臂。病人躺在家乡的病床上，千万
里之外的专家医生对病人的身体情况一
目了然，作为可视化精准医疗利器和急
救速查、初步筛查的好工具，远程B超和
远程医疗有利于提高医护人员的工作效
率，提高诊疗水平，最大程度减少诊疗出
错和因此引起的医患纠纷。对于基层医
疗单位来说，除了出诊方便，还可借助强
大的远程助诊功能进行会诊，获得专家
的指导。

移动查房机器人：医生工作效率倍增
将查房机器人与 5G 网络结合在一

起，将大大提高医生工作效率、实现医生
实时远程查房。远端医生用操纵杆或者
手机，通过5G网络控制机器人移动到病
床前，通过机器人头部的屏幕和摄像机，
与患者进行高清的视频交互，同时机器
人还具备多种传感器，能够采集病人生
化数据，帮助医生进行辅助判断。

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远程医疗
打破了区域限制，对于偏远地区医疗资

源不足有一定的弥补，
对于大城市的医疗服务
水平将有进一步的提高和
完善。远程医疗也改变了传
统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的关
系，优化了优质医疗资源配置，
提高了群众对医疗服务的获得
感，有利于我国整体医疗卫生事业
发展。”

河南移动与郑大一附院开展的5G
网络建设正在进行中，郑大一附院东、西
院区及周边道路共规划5G基站26个，
已完成郑大一附院东区2个站、郑大一
附院（西区）互联网医疗系统与应用
国家工程实验室1个站建设，在郑
大一附院国家工程实验室内已完
成端到端业务测试与应用。

郑大一附院党委副书记、
互联网医疗系统与应用国
家工程实验室主任赵杰教
授向与会嘉宾表示，未来
采用移动5G技术，只
要有移动5G信号，即
便是身在偏远农
村，也完全可以实
现足不出户就
可以享受郑大
一附院专家
的诊 疗 服
务。

移动5G远程医疗：
让千里之外的专家为您看病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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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5G救护车远程会诊 基于5G网络的远程B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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