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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有感而发

从一场科技盛会看国防动员新机遇从一场科技盛会看国防动员新机遇

早晨，身体被智能机器人“小G”叫
醒，同时机器人帮你打开热水器；上午，
足不出户就可以在虚拟空间里办公；感
到身体不舒服，便使用远程医疗在线系
统进行快速诊断；晚饭过后，用5G瞬间
下载一部高清电影……走进第七届中
国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你会惊叹：
未来生活可以如此智能！

漫步各个展区，记者看到的是一
件件新鲜事，听到的是一片片赞叹
声。据了解，支撑这些智能化设备的
诸多技术中，有一项关键技术是 5G。
5G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缩写，其
基础支撑是 5G网络。与 4G网络相
比，5G网络具有速率和可靠性更高、
带宽更宽、时延更低等优势，能够保证
多元用户终端之间实时组成网络，实

现万物互联。
在科博会上，基于 5G技术的无人

机、消防车、巡逻机器人等多款产品集
中亮相，吸引着众多参观者驻足观看、
体验、品评。作为军事媒体的记者，我
体验了 5G游戏区内一款名为“VR战
马”主题游戏：带上 VR头盔坐在“马

背”上，就能进入三国时期千军万马的
“战场”，手持游戏柄，做出拉弓射箭的
动作，即可体验古人骑马射箭杀敌、纵
横驰骋沙场的作战过程。VR体验区
的负责人严新波介绍说，本次参展的
VR设施多为多联机、外接投影屏，视
觉、听觉和动感较以往的展品体验起来

更加逼真。
中国古人就有“思接千载、视通万

里”的情怀与梦想。今天，通过新技术
新设备，我们可以“回看”1700多年前
古战场上的人喊马嘶，也一定能够预测
未来战场的波谲云诡。想到这里，我加
快了采访的脚步……

思接千载 视通万里
——第七届中国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现场见闻

■本报记者 单慧粉

在第15个全国科普日即将到来之际，9月5日至8日，第七届中国科技
城国际科技博览会在四川省绵阳市举行。从科技普及的角度来看，人人都
应对科博会上展示的新技术有所了解，这既是我国科普法所提倡的，也是
人们生活所必需的。比如，对于已经进入商用阶段的 5G，只要稍加留心、
略作浏览，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即将进入一个由5G构筑的神奇而美妙的万
物互联时代。

面对 5G技术为各行业发展提供的宝贵机遇，我们唯有早识之、勤学
之、深研之、善用之，才能不负技术开拓者的辛勤汗水，才能跟上飞速前进
的时代步伐。

将5G等方兴未艾的民用技术应用
于国防和军事领域，将成为世界各国的
普遍选择。然而，要做好借梯上楼的工
作，国动人不可能赤手空拳地简单“拿
来”，需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工作准
备、规划准备，以期实现新技术应用的
最佳效益。

信息洪流中无人可置身事外——
来一场头脑风暴必不可少

跟随动感音乐，8架无人机变换出
不同队形；戴上 VR眼镜，大熊猫基地、
都江堰、四姑娘山等四川多个“网红”景
点近在咫尺；动动手指，就能对一座工
厂或超市进行实时巡检……科博会揭
开了 5G技术应用的面纱，使人们更加
清晰地认识到，从 1G到 4G，主要解决
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 5G解决的
是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沟通，即万物
互联。

“在一张万物互联的网络中，没有
哪个行业或个人可以置身事外。”在科
博会期间举行的中国5G产业创新发展
高峰论坛上，某技术有限公司 5G事业
部首席专家吴秀峰的观点引发与会者
的共鸣。记者由此想到：5G的发展也
必将为国防动员提供强大动能。然而，
长期的和平环境使一些人创新精神不
足，接受新鲜事物不够主动。观念落后

险于枪炮生锈。国动人应当未雨绸缪，
张开双臂拥抱 5G时代，而不是被新技
术强制性倒逼。

专家点评：纵观人类历史，任何一
次划时代的技术进步都会引发生产力
和生产生活方式质的飞跃，也会引发
国防和军事领域的革命性变革。5G技
术日臻成熟和走向应用，把各领域、各
行业的“人”和“物”联结在一起，将进
一步打破国防和军事领域与其他社会
领域、行业的界限，将国防动员准备融
入各行各业平时生产之中的社会基础
更加广泛。在世界范围内，谁先认识
到这一趋势的必然性，及早筹划和实
施5G技术在国防和军事领域的实践应
用，谁就可以在新一轮军事革命中抢
占先机，为赢得面向未来的战略主动
权奠定技术物质基础。

先行运用者初战告捷——
国防动员系统需积极探索

科博会室外展区一隅，一辆名为
“5G智慧医疗”的救护车吸引了众多参
观者，该车是 5G城市应急救援系统中
的一部分。在应急救援方面，四川省是
5G技术的先行运用者。今年“6?17”长
宁地震发生后，省人民医院通过 5G城
市应急救援系统对灾区伤员进行了远
程 B超诊断，成为全球首个将 5G技术
运用于灾难医学救援的案例。现场的
四川移动行业部经理文胜介绍，这套系
统运用的就是 5G低时延、大带宽的特
点，通过 5G网络将医学影像、病人体
征、病情记录等大量信息实时回传到医
院，便于医生快速制定抢救方案，提前

进行手术准备。
科技之光也吸引着国动人积极探

索。近年来，省军区系统认真摸索无人
机侦察、网络防护、人工智能等专业新
质民兵建设的方法路子，取得初步成
效，也遇到政策法规、综合保障等方面
的矛盾问题。5G时代，这种探索不仅
不能停滞，而且应该加快步伐。这是因
为，省军区系统担负着应战应急指挥部
的重要职责，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建强
新质民兵力量，既能厚植民兵应战的基
础，又能增强队伍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
能力。

专家点评：长期以来，技术手段滞
后是制约国防后备力量有效履行应急
应战使命任务的短板因素，而基于 5G
网络的信息化智能化技术装备的广泛
应用，将为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提供

可能。如何依托5G技术实现国防动员
模式从人工操作、概略性筹划向智能化
直达式精准动员升级转化，如何构建涵
盖从响应到指挥控制各环节各要素的
专业物联网平台和系统，如何打造能够
熟练掌握和运用5G技术装备的新型民
兵队伍，等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和破解
需要与5G技术发展与应用的进程同频
共振、同步推进，惟此才能跨越技术代
差，跟上时代步伐。

国防动员涉及诸多行业——
成功嫁接离不开顶层设计

前不久，吉林省举行国防动员应
急通信演练，该省首台 5G应急通信保
障车披挂上阵，顺利保障 2公里范围内
上千用户同时接入通信网络，从而实

现了全地形、全天候、全时空的高效联
通。但从全国范围内，省军区系统运
用 5G技术装备开展演练还是以自发
为主、不成规模。从实际情况看，国防
动员领域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程
度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而言，还比较
滞后。

记者在采访中深深感到，国防动员
植根于经济社会的沃土，涉及诸多行业
系统，引进5G等先进技术、推动国防动
员高质量发展，既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发
力，又需要搞好顶层设计，遵循客观规
律，科学有序地推进。

专家点评：近年来，一些地方依托
大数据、云计算平台建立了“智慧动员”
模式，值得肯定。但是，目前的“智慧动
员”还仅仅是某一地方、某一领域的探
索，属于“实验田”。真正的“智慧动员”
需要一个能够将资源调配、供需对接、
输送交接等各环节聚合在一起，具有互
联互通、信息实时交互和自组织功能的
智能网络作为支撑。5G技术将使这一
条件成为可能。把可能变成现实，就需
要依托 5G技术，加强以智能化为取向
的新型动员形态的顶层设计，重点围绕
目标方向、功能效用、技术标准、运行规
则等全局性根本性问题开展课题攻关，
形成可行方案，进行试点验效，为早日
实现国防动员模式的转型升级提供可
行可靠的战略指导。

乘势而上应当有备在先
——本报记者与相关专家关于5G国防动员应用的观点互动

■薛志亮 本报记者 单慧粉

随着第 5代移动通信技术走向应
用，人类社会迈入了 5G时代。可以预
见，5G技术好比“一种普照的光”，必将
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也必
将引发世界范围内国防和军事实践的
重大变革。如何在5G时代伊始就抓住
机遇，推动国防动员乘势而上，缩小与
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是新一代国动人
必须直面、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5G技术拥有超高传输速率、超大数
据容量和超低时延等既有移动通信技术
不可比拟的优势，从而可以实现多元用
户终端之间实时组成超密集网络。依托
这个网络，既可实现高速公路、铁路、航

空、航海各领域路路相联，又可实现陆
空、陆海、海空跨域相联，甚至车与车、车
与船、车与飞机、船与飞机之间也可相联
成网，形成完全意义上的物联网。

在这样的物联网中，移动云计算、
情境感知、网络自组织、信息智能化分
发等颠覆性技术让智能制造、无人驾
驶、异构数据共网管理等行业应运而
生，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引
擎。可见，5G技术不是在4G技术基础
上增加一个技术级差的量变，而是迭代
跃升基础上的质变，它可以让人们矢志
追求的万物互联、智能化生产在很大程
度上得以实现。

国防动员一头连着社会优质资源，
一头连着未来多维战场，战时担负着兵
员补充、物资补给、交通保障等重要使
命，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客观上讲，
目前我国国防动员领域信息化、网络化
和智能化程度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而
言，还比较滞后。各动员领域建立了数
据库，但总体上还是概略运筹、粗线条管
理。而5G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为国防动
员的转型升级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

5G时代，生产力的社会化、市场
化、专业化、网络化、智能化程度都将大
大提升，这将为国防动员建设提供更加
丰富的资源和更加有力的技术支撑。
未来战场作战需求和动员供给的双方，
可以依托完全意义上的物联网实现供
需信息实时匹配，快速生成动员任务清
单，并可直接把清单传递给生产、仓储、
物流等各相关主体，形成以动员任务为
中心多类主体、多个领域、多种要素之
间的有机协同，实现从市场到战场、从
车间到阵地的直达式供给，甚至可以依
托无人驾驶设备实现无人化供给。

无疑，这种愿景必须通过人们的研
究、设计、建设等一系列实践活动方能
实现。对于国动人而言，应勇于用新技
术来一场头脑风暴，及时确立关于 5G
技术国防动员应用的认知图式、核心理
念和发展目标，积极探索实现路径和应
用方式，尽快构建起符合未来战争需
要、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动员新模式。

处于先进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不
进则退，小进亦退。国防动员是一个
需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创新的领域，国
动人应具备超前意识，把 5G技术对国
防动员的机遇和挑战、可期前景和潜在
风险认识清、研究透，尽早筹划、尽早行
动，努力把 5G发展的先行优势转变为
有备无患的胜势。

（作者系陆军指挥学院战略战役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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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为本届科博会展出的部分展品。图①：与观众握手的5G智能机器
人；图②：5G防爆机器人；图③：5G消防无人机。 单慧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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