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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5G医疗示范 护佑中原人民健康
——河南移动率先建设5G医疗实验网纪实

□本报记者 陈辉 本报通讯员 尚兰兰

5G 正式商用箭在弦上。作为我国 5G建

设的主力军，中国移动已在 5G应用上率先实

践，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河南移动）承建的国家发改委首批 5G医疗应

用示范项目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从去年开始，河南移动与郑大一附院、互联

网医疗系统与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通力合作，

全力打造医疗与通信行业深度融合标杆，建成

国内首个实现院内、院间、院外三大应用场景连

片覆盖的5G医疗实验网，推进5G应急救援体

系、5G远程会诊体系建设，助力 5G技术在临

床领域应用，加快构建5G医疗生态产业链，使

河南5G医疗探索走在了全国前列。

迎难而上
建成国内首个5G医疗实验网

2018年 6月，国家发改委批复了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在 12个城市建设 5G应用示范项目，
郑州位列其中。按照集团统一部署，河南移动
负责建设5G医疗实验网，合作方是国内知名的
大型综合性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
国内“互联网+医疗”领域唯一的国家工程实验
室——郑大一附院互联网医疗系统与应用国家
工程实验室。

彼时，5G更像是一个还在襁褓中的婴儿，
无论是行业标准、网络设备还是终端都不成熟，
在医疗行业的应用经验更是一片空白，贸然启
动可能面临着诸多不确定的风险。是等待 5G
产业成熟再稳妥推进？还是迎难而上、敢为人
先？成为摆在河南医疗和通信工作者面前的一
个选择题。

2018年 8月，郑大一附院和河南移动在互
联网医疗国家工程实验室召开了一次关于 5G
医疗建设的重要会议，各方围绕是否启动5G建
设和试点应用工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终达
成共识，依托国家工程实验室搭建5G医疗实验
网，启动5G医疗应用研究。至此，河南省的5G
医疗应用示范项目正式拉开帷幕。

2018年 9月，冒着秋后的高温，河南移动人
开始了实验网的建设。首先面临的是基站选址
难题，由于郑大一附院国家工程实验室地处老
护理学校，院内建筑物密集，无线信号遮挡严
重，如何实现最佳网络覆盖成为一个难点。郑

州移动网络工程主管林燕绮带着团队在楼顶、
墙边、空地、天台勘测数次，修改了多次方案，最
终才确定了最佳安装位置。

5G医疗网建设涉及基站选址、传输规划、
网络施工、数据调试、无线优化、终端适配、业务
适配等众多复杂的工作。为了抢时间，无论是
在狭小炎热的配电间，还是在杂乱潮湿的路边
管道，河南移动网络工程人员不分昼夜，从基站
规划到网络端到端联调成功，仅用了10天时间
就干完了以往需要一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
2018年 9月 18日，河南移动宣布我省首个医疗
行业 5G基站在郑大一附院正式开通。在随后
召开的首届（河南）数字经济峰会上，河南移动
与郑大一附院向与会代表展示了远程 B超、机
器人查房、远程会诊等多项 5G医疗应用，引起
热烈反响。

时间进入 2019年 1月，河南移动启动了覆
盖郑大一附院东院区的 5G 医疗实验网建设。
从单个 5G基站建设，到一张实验网的建成，并
不是一个基站数量简单叠加的过程，中间需要
周密规划，必须兼顾网络与业务应用之间的关
系，确保网络各单元的整体协同。

2019年春节前，河南移动立下“军令状”，3
月 15日完成 5G医疗实验网全部建设工作。从
到货、安装、配套、调试的整个过程，河南移动按
天倒排工期，层层落实责任。冬季施工困难多，
特别是夜间，室外温度常常降到零度以下。为
了确保工程进度，各级领导现场办公、协调解决
问题，一线工程人员更是将“5+2”“白加黑”作
为常态，为了早日完工，工程人员一日三餐就在
施工现场吃盒饭啃烧饼。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紧张建设，2019年
3月 15日，国家发改委5G应用示范项目——郑
大一附院5G实验网30个 5G基站全部开通，标
志着国内首个5G医疗实验网建设完成。

典型探索
全面推进5G医疗临床应用

如何能尽快地让5G医疗进入临床应用，让
中原人民早日享受到5G带来的便利，河南移动
用丰富的实践来解答这个问题。针对 5G医疗
应用的院内、院外、院间的三大场景，河南移动
将5G建设聚焦在5G救护车、贫困地区5G医疗
远程协同、5G病区这三个具体的目标上。

挽救生命分秒必争，5G急救车带来的毫秒
级速度无疑是急救领域的强心剂。采用 5G通
信技术后，在急救车转运途中，医护人员可通过

移动终端调阅患者电子病历信息，通过车载移
动医疗装备持续监护患者生命体征，并通过车
载摄像头与远端专家会诊病情协同诊断治疗。
简单地说，就是病人上了救护车就相当于到了
急救中心。

为了保障移动状态下5G网络的可靠性，河
南移动组成专项小组，联合郑大一附院进行技
术攻关，并在郑州东区龙子湖智慧岛上连续测
试。郑大一附院省远程医疗中心技术主管陈保
站记忆犹新：“测试期间每天从天亮忙到天黑，
经过近一周不间断的测试和优化，5G急救车完
全满足了业务需求。”

其间，5G救护车还通过 5G网络连线郑大
一附院国家远程医疗中心和河南移动 5G业务
创新中心，向省领导进行了远程救治场景展示，
得到了充分肯定。

5G网络的高带宽特性非常适合于远程医
疗向基层医疗机构覆盖，特别是针对贫困地区，
通过 5G网络进行远程医疗覆盖将大大降低接

入成本、缩短接入时间、简化操作流程。河南移
动与郑大一附院将目光投向了正在进行脱贫攻
坚的光山县。

3月 27日，光山县人民医院和槐店乡卫生
院同时迎来了一批来自河南移动的工作人员，
他们带着 CPE和摄像头，仅仅用了两个小时，
就完成了与郑大一附院的远程会诊联调工作。
参与现场测试的河南移动信阳公司政企部副经
理符运强说，有了 5G网络，原来需要数周才能
实现的联网工作变得异常简单。通过5G网络，
光山县人民医院和槐店乡卫生院与郑大一附院
国家远程医疗中心实现 1080P高清视频会诊，
会诊图像清晰、网络运行稳定，各项指标完全达
到远程会诊要求。

3月 28日，全省首个5G远程医疗农村试点
在光山县开通了，实现了光山县人民医院、槐店
乡卫生院与郑大一附院远程会诊联网，这也是
河南省首次实现农村基层医疗机构通过 5G网
络与省级医院远程联网，今后远在山区的群众
足不出户也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

郑大一附院每日就诊量高达五六万人次，属
于用户密度和通信需求高度密集的地区。在如
此复杂的通信环境下，传统的4G网络和WLAN
网络已无法满足院内无线通信的需求，在郑大一
附院建设5G医疗专网就显得尤为迫切。

河南移动与郑大一附院决定先行建设三个
病区作为实验。3月 15日，网络建设工作启动，
院方给予了大力支持，很多病区护士长带着工
程人员跑现场、讲需求，协调施工中各类问题，
原本需要数周才能完成的工作，仅只用了不到
两周就全部完毕，实现了对护士站、医生办公
室、病房和手术室的连续覆盖，经临床检验，完
全可以满足日常医疗工作的需求。

4月 8日，在郑大一附院心内科病区，主治
大夫迎来了一次特殊的查房，一台5G查房车被
推进了病房里，医生可以通过5G网络进行远程
查房，还可以同步调阅病人信息，与其他大夫进
行在线交流。这一天也标志着业内首个 5G病
区正式投入使用。

融合创新
打造5G医疗行业应用标杆

河南移动 5G 医疗实验网的建设也离不
开我国互联网医疗领域唯一的国家工程实验
室——郑大一附院互联网医疗与应用国家工程
实验室。目前，该实验室聚集了国内互联网医
疗的最新技术研究成果，从医疗云化服务、前沿

技术、药品电子物流、医疗网络安全、基因监测、
医疗大数据、应急指挥与救援到云医院，互联网
医疗相关环节都可以在这里看到。早在 2017
年实验室成立之初，中国移动就作为副理事长
单位加入实验室，致力于医疗专用网络研发和
推广工作，5G医疗专网正是这个领域的重要组
成部分。

“5G在医疗上的应用，将彻底改变整个医
疗生态，对提高医院医疗技术水平、提升医院诊
疗效率、优化医院服务水平，都将起到重要的推
动作用。特别是将有效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向基
层的延伸，对于分级诊疗的落地实施具有重要
意义。”该实验室副主任翟运开说，“我们发挥郑
大一附院雄厚的医疗和科研能力，与河南移动
等合作伙伴紧密协作，已在急救车应急救援、远
程 B超、远程会诊、远程心电、移动查房等应用
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同时，我们还将积
极推进院内病区的5G无线网络覆盖，共同打造
5G医疗示范病区和 5G医疗示范医院，真正实
现5G应用在医院的全覆盖。”

河南移动医疗行业经理李颉说，5G将是一
个真正意义上的融合网络，为医疗领域带来的
影响是巨大且深远的。河南移动将充分整合医
疗行业软硬件设备制造厂家，共同推进5G应用
创新和开发工作，推动 5G应用尽早落地，构建
跨行业融合创新的5G医疗产业生态链。

“在全国 5G 应用上，河南移动率先建成
5G医疗实验网，在医疗行业实现了领跑，将为
行业标准制定和应用推广提供重要的支撑。”
河南移动总经理杨剑宇表示，未来，随着互联
网、5G网络技术与医疗场景的深度融合，将有
效颠覆现有医疗服务模式。下一步，河南移动
将与郑大一附院持续深化合作，深入推进 5G
医疗实验网项目建设和应用创新，打造一批
5G医疗关键应用示范，发挥创新拉动、产业构
建及市场牵引作用，力争早日将 5G 技术应用
于临床，为全国医疗行业信息化树立河南标
杆、贡献河南力量。

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我省高度重
视 5G产业的发展，省政府年初已发布了 5G产
业发展行动方案，加快部署建设“一网四基地”
（5G基础网络，研发创新基地、生产制造基地、
应用示范基地、信息安全基地）。河南移动表
示，将积极落实省委省政府整体工作部署，充分
发挥信息化建设领头羊作用，按照5G推进时间
表，加快 5G商用步伐，围绕河南省情及特色产
业开展行业应用探索，加大示范应用研究和推
广，力争走在全国前列。

郑大一附院医生通过5G连线光山县槐店乡
卫生院

首届（河南）数字经济峰会上，河南移动与
郑大一附院在会场展示5G网络下的远程B超

□本报记者 王军伟

前不久，一段关于周口的快闪视频，霸屏郑州

各大地标LED。这段快闪视频中，出现了许多周

口地标性建筑。其中，有鹿邑老子广场、有关口

庙、太昊陵等。

那么，为何千年龙都周口会突然霸屏郑州呢？

5月7日，在河南周口举办的周口万科产品发

布会揭开了谜底。

当晚周口人的朋友圈被一段百台无人机小视

频刷屏。

在周口市地标和谐公园的上空，数百架无人

机先后组合成了万科Logo和“美好周口 万科同

行”的字样，周口万科发布会上震撼的表演，给周

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整场发布会精彩不断，

为历史文化名城周口“量身打造”一场精彩绝伦的

文化盛宴。

这场发布会不论是在灯光舞美布置，还是在

节目与主持上都下足了功夫，让来宾感受到万科

对品质的追求。

百架无人机 点亮周口夜空

2019周口万科产品发布会圆满落幕

万科的小业主们集体朗诵《道德经》

2019周口万科产品发布会现场座无虚席

●● ●● ●●

美好肇始 千年龙都

5月 7日下午7时，2019周口万科产品发布
会——“周口涵养千年，万科美好初见”在周口
市的地标和谐公园举行。

发布会现场3000个座位座无虚席，来自省
内的近 100家主流媒体、近 200名记者参加了
发布会。来自周口城区及周边县区的市民和周
口万科尊贵的准业主们也专程赶来参加此次发
布会。

发布会在一场华美的灯光秀中拉开序
幕。随后著名主持人汪涵登台主持，此次他受
万科邀请为周口而来，与周口人民一起见证这
一盛况。

开场节目《龙都印象》，将周口的历史内涵
和自然山水融合得恰到好处。演员的表演刚柔
并济，重现了周口千年人文历史的风貌。

紧接着，一首《家在黄河边》将发布会带入
了一个小高潮。在歌手的激情演绎下，现场来
宾仿佛身临其境，感受了黄河的恢弘气势。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来自万科的小业主们，集体朗诵了这首蕴

含丰富哲理的《道德经》，引得台下掌声一片。
在老子故里朗诵《道德经》，意义非凡。

文化的传承，是心之所向，也是万科的美好
所在。这个节目也包含了 2019年万科将与周
口一起迎接新的时代，引领未来新生活方式的
美好愿望。

一曲国风走秀，专业模特用东方韵味，展现
意象之美，表达古道柔情。表演以山水为载体，
秉承生态环保理念，其空灵悠远的乐章与大秀
的神韵相得益彰。

不论是《龙都印象》、《道德经》诵读，还是
《国风走秀》节目的演出，都是基于万科对周口
充分了解而“量身打造”的。

最后，发布会在水木年华的倾情献唱中
落下帷幕。他们的演唱让现场来宾仿佛回到了
曾经的年少岁月。

美好周口，万科同行。周口位于沙河、颍
河、贾鲁河三川交汇处。自古就是万商云集，舟
楫如林，是北方著名的“水陆交会之乡、财货堆
积之薮”。

进入新世纪后，周口被列为中原城市群核
心发展城市，淮河生态经济带中心城市。承载
着厚重的历史文明，依托通江达海的天然优势，
周口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城市的发展，必
然伴随着城市配套的进一步完善，以及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

万科始终坚持打造好产品、好服务,不断发
现理解和顺应客户的需求及其变化,打造可推
广的标杆产品。

作为一家深耕中国、布局全球的企业，万科
坚持“城乡建设与生活服务商”的企业定位，不
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是万科矢志
不渝的追求。

2012年，万科来到河南，入驻郑州。入郑七
年来，布局18盘。2019年，万科又落子周口，首
献万科·溥天·龙堂，打造美式大都会生活范本。
此举既是对于周口城市未来的看好与期待，同时
更彰显了万科作为“城乡建设与生活服务商”，与
周口共同进步发展，为美好生活贡献力量的责任
与担当，相信周口万科一定会为更多周口家庭带
去系统、美观、科学的居住生活新体验。

城市最美的那一段 希望总是
因为万科

在当晚的发布会上，万科还带了一场名为
《你好 周口》的主题演讲。

万科表示，万科始终坚持为客户打造好产
品、好服务。

好产品方面,从客户的真实需求出发,不断

发现理解和顺应客户的需求及其变化,打造可
推广的标杆产品。

为打造好产品，万科设立２个建研中心、设
计２条归家流线、规范188项装修细节、在全集
团实施“天网行动”以提升工程质量,万科还持续
引领行业绿色技术的创新升级,并在项目建设过
程中,严格把控建筑从设计到运营全生命周期的
环保管理,做好节能降耗,营造健康舒适环境。

好服务方面,万科秉持“以客户为中心”理
念，万科注重售前、售中、售后等不同阶段的客
户体验与评价，建立专业客户服务体系。万科
还不断迭代客户服务体系 6+2步法,丰富客户
服务内容,并广泛推广移动验房APP等新科技
手段,提高服务效率与服务体验。

每一座城市都需要一部大都会作品，深耕
中原的万科，更愿意做城市中的美好生活场景
师。进驻河南七年，砥砺前行，万科初心不变。
万科愿意给所有家庭，带去有温度的设计，有温
度的家。

城市最美的那一段，希望总是因为万科。

千年龙都 一座龙堂

万科·溥天·龙堂，是万科走出郑州后掷
子地市的首个作品，区域发展优势凸显。万

科·溥天·龙堂位于沙颍河旁，介于老城区和
东新区交会处，这样既能保有老城文脉的原
汁原味，又能享受新城建设快速发展的战略
红利。

在建筑设计上，以焕然一新的都会风格立
面；采用大都会建筑风格，遵循三段式比例分割、
沿中轴线展开的叙事章法，强调建筑的秩序感与
均衡审美，以此筑就厚重、高贵典雅的标签。

项目统一采用石材构筑主大门及商业立
面，精工技法，用材考究，历经岁月，不改本色。
住宅楼栋在节能、环保等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
方面，引入多种环保设计、绿色科技标准，筑造
绿色科技健康生活。

不仅如此，周口万科还深入周口调研，多次
推敲论证周口人居特点。从用户生活方式和心
理感受出发，设计建筑面积为96㎡-139㎡的都
会成品。

在发布会现场，周口万科还透露，万科·溥
天·龙堂将于 5月 18日开放售楼部暨样板间。
届时，将有都会光影艺术展、直升机体验等精彩
节目。

千年龙都，一座龙堂。
万科的精彩不止于此。未来，周口万科将

继续探索城市发展，打造更加美好的人居体验。

发布会现场无人机特技演出摆出“周口”字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