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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生态系统中的医院和其他组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

网络基础设施，以确保自由、准确和可靠的信息流。在 IT 设

备生成的大量医疗数据流向云端的同时，必须按照监管要求妥

善处理和保护机密的患者数据。因此，必然要面对数据安全和

隐私这一严峻挑战。

此外，全球医疗物联网市值将在 2022 年达到 1580 亿美元。

医疗物联网 (IoT) 设备和可穿戴设备的持续增长，医疗数据泄

露现象的日益加剧，以及远程医疗、临床信息学和移动计划的

应用，促使医疗机构加大对现代化基础设施的投资。

医疗数字化正加速发展，本电子书探讨网络基础设施对于确保

患者安全以及数据安全的影响。正确的基础设施升级如何帮助

促进 IT 运营技术的协同增效和运营效率？医疗基础设施要如

何实现有效的数字化转型，从而真正实现患者体验的提升？

医疗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已成为为患者提供便捷、及时的

医疗服务的关键。

https://zh.commscope.com/solutions/solutions-by-industry/healthcare
https://iottechnews.com/news/2020/mar/04/medical-iot-market-reach-158bn-driving-demand-data-analytics-solutions/
https://zh.commscope.com/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internet-of-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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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医疗中的患者安全和数据安全

第 1 章

https://zh.commscope.com/solutions/solutions-by-industry/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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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远程医疗需求，现代医疗网络正面临越来

越大的压力。在加速医疗数字化的过程中，患者安全、员工安

全以及数据安全和隐私成为关注的焦点。

充分利用医疗数据并确保数据隐私和监管合规是提供可靠医疗

服务的关键。通过移动医疗应用和可穿戴设备收集数据并获取

可行的见解，从而改善患者护理，帮助护理团队推广临床最佳

实践。

除了托管机密的患者和医疗数据的数据中心外，患者护理还受

到监管法规的约束，且患者的生命健康依赖于网络。因此，建

立从服务器机房到急诊室，从育婴室到护士站的标准连接已成

为当务之急。

抵御内敌

根据 Cybersecurity Ventures 的数据，从 2020 年到 2025 年，

全球医疗网络安全市场将同比增长 15%，累计达到 1250 亿

美元。内部威胁是医院面临的第一大安全挑战。根据卡内基梅

隆大学软件工程学院的研究，医疗行业内超过一半的内部欺诈

事件涉及盗窃客户数据。

只有建立覆盖医疗机构各个部门的智能安全基础设施，才能保

护数据免受现场攻击、监控安全与安保措施，并管理大量文件

存储和传输。这就需要部署全天候控制和安全监控系统，例如 

IP 连接摄像头、在场传感器、读卡器、自动门锁以及连接的其

他物理安全组件。

第 1 章

您知道吗？

全球医疗网络安全市场的年均增长率高达

从 2020 年至 2025 年，这一市场将达到

资料来源：网络安全风险投资商

15%   

1,250亿   
美元

https://zh.commscope.com/solutions/solutions-by-industry/healthcare
https://cybersecurityventures.com/
https://www.sei.cmu.edu/
https://www.sei.cmu.edu/
https://www.sei.cmu.edu/
https://cybersecurityventu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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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的安全功能必须防止未经授权的人员进行未经授权的

访问，应通过实时跟踪对物理层的所有更改，检测并阻止授权

人员尝试未经授权的访问。

时刻保持警惕的眼睛

在中国台湾的马偕纪念医院，康普 imVision 自动化基础设施

管理 (AIM) 解决方案使网络管理员可实时查看和控制物理层网

络。系统可以监控整个网络并记录跳线的插拔情况，这有助于

减少网络宕机时间；同时系统还能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防止

物理基础设施遭到未经授权的篡改。

以东京伊藤医院为例，其数字化转型基于一个信念：IT 是提高

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的关键。医院引进了多个 IT 系统，从电

子病历卡和医疗账单到临床检查和放射学信息管理，以帮助提

高医疗标准和质量，尤其是甲状腺疾病的诊治。

数据安全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对于医院的 IT 管理员而

言，采用有线和无线网络解决方案构建的强大网络是确保遵

守 HIPAA、GDPR、HIMSS 以及其他数据保护和隐私法规的

关键。

硬线连接补充了无线网络的覆盖范围，

从而提供始终在线的高速连接，确保了

医务人员和患者的安全。不仅如此，硬

线连接还可用于病床警报（紧急警报和

按钮）和育婴室保护，以及停车场摄像

头和设施自动锁定。

https://zh.commscope.com/solutions/solutions-by-industry/healthcare
https://www.commscope.com/globalassets/digizuite/3416-taiwan-mackay-hospital-case-study-cs-112574-en.pdf
https://zh.commscope.com/product-type/networking-systems/automated-infrastructure-management
https://zh.commscope.com/product-type/networking-systems/automated-infrastructure-management
https://www.commscope.com/globalassets/digizuite/420-cs-ito-hospit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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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层安全防护
                                                                     
  
在有线和无线解决方案连接医疗机构中的远程 IP 摄像头、门

禁控制和其他安保措施的同时，智能 AIM 系统还可以实现对

物理基础设施的自我监控，包括统一的视频安全系统和卡片访

问，从而强化安保流程，并跟踪安全与安保措施。

通过使用智能布线、接头和配线架，AIM 系统可以实时监控

和报告物理层中所有授权和未授权的更改，并提醒管理人员注

意新的和无计划的连接，例如试图插入笔记本电脑以获得未经

授权访问的入侵者。

该系统可以与入侵检测系统或企业防病毒软件集成，通过物理

位置（包括数据中心）识别恶意或受感染的设备。它还能智能

监控和管理大型和高速文件传输，以保护患者和医疗数据。

 

始终在线的安保设备和传感器

借助合适的布线基础设施，以太网供电 (PoE) 设备网络（例如 

IP 安保摄像头、智能照明、楼宇自动化和门禁控制设备以及在

场传感器）可以帮助医疗机构及时发现未经授权的入侵者，并

在保护医生和患者的生命财产中发挥作用。 

光电混合缆布线和以太网供电网络可通过交换机供电，交换机

通常由 UPS 电池和发电机提供备用电源。即使主电源发生故

障，AIM 系统和所有连接的安保设备也可以继续运行。

通用连接网格 (UCG) 布线设计使医疗机构的连接更加灵活和

高效。UCG 能够改善从结构化布线网络到多个连接系统的物

理层基础设施管理，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少施工干扰。

战略性要素

互联建筑
应用

产品

Wi-Fi 和
室内无线网络

视听服务

有线局域网

楼宇自控系统和门禁控制

智能照明和传感器

https://zh.commscope.com/solutions/solutions-by-industry/healthcare
https://zh.commscope.com/product-application/power-over-ethernet/
https://zh.commscope.com/product-type/networking-systems/powered-fiber-cable-systems/
https://zh.commscope.com/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universal-connectivity-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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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标准的线缆设计和构造

在美国通信工业协会 (TIA) 内，康普积极参与工程委员会 TR-42 

工作。该委员会制定 ANSI/TIA-1179-A 等标准，规定了医疗

机构的布线和布线类别建议。除了 IT 系统外，该标准指定的

结构化布线还支持临床和非临床系统，包括非 IP 和基于 IP 的 

RFID、护士呼叫、安保、门禁控制以及药品库存。ANSI/TIA-

1179 建议将 Cat 6A 类布线用于医疗环境中的所有新安装。

此外，所有基础设施布线都必须达到或超过最低的防火等级。

 

更多的容量和控制以确保患者
安全 
 

为了确保患者安全，必须先建立网络，以帮助整个医院和园区

内的医疗机构人员之间能够保持联系，包括途中的急救人员、

需要实验室结果的外科医生、需要与办公室沟通的访问医生

等。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全新的数字分布式天线系统 (DAS) 

解决方案使室内移动通信基础设施更具备成本效益、可靠性和

可管理性。

这些解决方案使用 Cat 6A 类布线和类似 LAN 的架构，安装、

部署和配置都将更加轻松和安全。它们可为医院提供更多的带

宽容量，并强化容量控制。例如，网络管理员可以使用软件轻

松地将带宽从需求较低的部分重新分配给手术室。

https://zh.commscope.com/solutions/solutions-by-industry/healthcare
https://zh.commscope.com/blog/2019/in-building-wireless-solutions-for-hospi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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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安全和数据安全

由于重要的遥测技术、床位警报、护理监控等技术都依赖

于网络连接，因此拥有符合标准的全面的医疗级网络覆盖

极其重要。

从最低层的停车位到顶层的病房，只有将可靠的连接扩展

到整个园区的各个角落，才能真正消除盲区和楼宇间干扰。

建议：

• 高性能基础设施采用光电混合缆，以支持远程 

IP 摄像头、门禁控制和其他安保应用。

• 通用连接网格获得康普应用担保计划的支持，

可支持医疗环境中所需的各类应用。

• 基于标准的线缆设计和构造支持 IT、临床和非

临床系统，并符合消防安全等级要求。

• 通过自动化的基础设施管理解决方案管理应

用。它提供网络的实时整体视图，可检测未经

授权的任何入侵，以增强安全监控和管理。

• 分布式天线系统和小型基站等室内无线解决方

案可提供所需的覆盖范围、容量和安全性。

https://zh.commscope.com/solutions/solutions-by-industry/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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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IT 运营技术的协同增效，实现智能、
高效的医疗保健

https://zh.commscope.com/solutions/solutions-by-industry/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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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疗组织依靠自由及时的信息流来实现高效运营。医疗运

营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使用更少资源来完成更多任

务。因此需要一整套解决方案，在关键系统之间连接越来越紧

密，功能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帮助优化运营支出 (OpEx)。

为此，IT 和运营技术团队将合作开发共享的效率途径，以实现

行业最终的成功指标 – 改善患者的治疗结果和体验。

医疗行业一直致力于为越来越多的患者提供可负担的高质量护

理，同时降低医疗过程的运营成本。

基于融合的高效率

IT 基础设施在简化运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共享公共物理

网络能够释放更多潜力，实现更加高效的网络管理和设施运

营。IT 和运营技术团队就融合网络通力合作，利用物联网功

能，满足数量呈指数增长的有线和无线网络设备以及 PoE 的

需求。
例如，Wi-Fi 6/6E 连接智能病床、氧气监测设备、X 射线实

时访问以及其他员工警报和病人监护应用。物联网技术在照

明、HVAC、物理安全、资产跟踪、智能停车、智能锁和安全

摄像头应用领域也越来越受欢迎。

这些现实的物联网部署需要复杂且昂贵的网络协议、设备以及

不同的管理工具。对网络进行故障排除并跟踪更改需要花费大

量精力。关键楼宇系统亟需更简便的自动化流程来进行有效的

监控和管理。

一套通用基础设施能够集中提供智能医院的功能。铜缆和光

缆连接所有系统并提供电源，而 AIM 提供物理网络的整体

视图。

第 2 章

许多成功的医院已经利用 IT 解决方案

的优势，例如精益原则和预测性规划，

帮助提高效率并缓解资源压力。

https://zh.commscope.com/solutions/solutions-by-industry/healthcare
https://www.commscope.com/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wi-fi-6/
https://zh.commscope.com/product-type/cables/
https://zh.commscope.com/product-type/c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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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下转型的种子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为进一步扩展和提高运营效率奠定了

基础。这家医院根据国际标准组织（例如 TIA 和 ISO）规定的 IT 

要求，部署了网络和数据中心基础设施。

40G/100G 光纤主干布线和预端接光纤，搭配由imVision AIM 系

统提供支持的康普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的实施，为这家大学附属教

学医院全面转型为一个大型全数字医疗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线缆和组件可确保最佳性能，而 AIM 系统能够快速识别并纠正

故障，并采取预防措施确保系统长期正常运行。

结构化布线

光电混合缆系统

分布式天线系统

自动化基础设施
管理

Wi-Fi 接入点

https://zh.commscope.com/solutions/solutions-by-industry/healthcare
https://www.commscope.com/globalassets/digizuite/3058-no4-hospital-china-cu-110629-en.pdf?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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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一平台上实施全面控制

除了统一控制之外，融合基础设施还为利用 IT 和运营技术协

同增效，实现自动化设施管理铺平了道路。预期成果是通过支

持患者护理的有线和无线网络，实现高可靠性和无所不在的连

接，并尽可能减少停机时间。

中国山东省德州人民医院通过安全、可靠和高性能的网络提高

了运营效率。网络不仅提高了员工的效率，还优化了及时响应

患者和家属的客户服务查询效率。

康普的有线、Wi-Fi 和蜂窝网络解决方案组合能够打造面向未

来的网络，从而释放物联网连接、智能楼宇效率以及医疗级安

全性的全部潜力。

康普 RUCKUS 物联网套件通过重用现有的 LAN 和 WLAN 基

础设施，并为医疗领域中的众多应用和设备部署通用的布线平

台，实现了边缘融合。将收集物联网数据流量，并通过通用的

无线-有线基础设施，回传到物联网套件。

将多种无线技术（例如 Wi-Fi、BLE、LoRa 和 Zigbee）整合

到单一平台中，有助于 IT 和运营团队统一简化管理，轻松控

制分布在楼宇和园区中的异构系统。

战略性要素

基础设施不仅能够改善医生、护士和

患者的整体用户体验，还可以通过移

动终端，安全、高效且轻松地访问机

密的患者数据以及关键的医院系统。

https://zh.commscope.com/solutions/solutions-by-industry/healthcare
https://www.commscope.com/globalassets/digizuite/366-cs-114727-en-dezhou-peoples-hospital.pdf
https://zh.commscope.com/product-type/enterprise-networking/iot-net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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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普的光电混合缆系统通过一条线缆可以为任何地点提供所需

的电源和光缆连接，简化了小型基站、Wi-Fi 接入点、IP 摄像

头的 VoIP 电话和其他设备的安装与部署。

光电混合缆系统可用作 PoE 或 PoE+ 扩展，实现智能楼宇管

理；还可以通过在每个房间、楼层以及整个楼宇中提供通用连

接，促进物联网的发展。因此，光电混合缆非常适合室外链

接，以及在园区中广泛分布的大多数站点。

 

一蹴而就地实现高效信息流

除此之外，医院 IT 员工的生产效率还取决于高效信息流，以

帮助他们完成工作并取得积极的治疗成果。

AIM 解决方案能够实时监控网络安全，并揭示整个网络中的

运营效率优化机会。例如，高速、低延迟光纤解决方案，可实

现远程手术和其他先进的医疗应用，同时在手术室等敏感工作

区域中避免数据受到电磁干扰。

诊所中部署的康普 AIM 系统通过简化 HVAC 系统的控制，提

高运营效率，将运营成本降低 15%。 

一家位于荷兰的大型医疗机构  Máxima Medical Center 

(MMC) 也获得了类似的优势。在实施 AIM 解决方案后，设备

数据将不断更新，这样 ICT 部门就能准确了解每台设备（从医

疗设备到 ICT 设备）的位置。

从 VoIP 系统和无线发射机，到 PC、服务器、医疗设备、移

动计算机和便携式电话，MMC 拥有海量的设备和平台。所有

这些设备都连接到将近 10,000 个有源网络端口和众多有源配

线点。

https://zh.commscope.com/solutions/solutions-by-industry/healthcare
https://www.commscope.com/globalassets/digizuite/2923-mmc-hospital-cs-112946-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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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效率

从 HVAC 到安保视频，要想尽可能提高设施系统的运营

效率，就需要更简便的自动化监管。

排除网络故障、跟踪硬件变化，以及查找未使用资产的过程

占用了原本可以被更好利用的资源。康普通过统一平台管

理、自动化且无处不在的监控和可行的见解来提高效率。

建议：
 

• 由自动化基础设施管理支持的融合基础设施充

分利用 IT 和运营技术协同增效，从而提高效

率，降低运营成本。

• 光电混合缆系统可实现智能楼宇管理，并通过

在每个房间、楼层以及整个楼宇中提供通用连

接，促进物联网的发展。

• 康普  RUCKUS 物联网套件能够支持广泛的

物联网功能，缩短部署耗时，进而提高成本

效益。

 

https://zh.commscope.com/solutions/solutions-by-industry/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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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体验是未来医疗的核心

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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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患者护理到个性化医疗，医疗的核心正向患者体验转变。

数字技术有助于改善远程病人监护和护理服务，从而获得较

为满意的结果。同时，通过更加简便和自动化的流程，患者

体验、员工生产效率、招聘以及库存的监控都将得到极大的

增强。

了解您的病人

归根结底，医疗机构需要在支持远程医疗和虚拟 ICU 中心等下

一代服务的同时，在运营效率和患者体验之间达成平衡。人工

智能 (AI) 和大数据分析能够提供见解，从而改善患者护理并降

低医疗成本。

根据埃森哲的一份报告，在医疗行业中，84% 的高管认为

人工智能将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从患者那里获取信息以及与消

费者互动的方式。例如，人工智能工具可以分析来自个人健康

设备、物联网解决方案、DNA 测试、基因组测序、电子病历

的数据，还可以帮助临床医生为每个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治疗和

体验。

此外，这些功能需要具有颠覆性的基础设施升级，医疗提供商

在实现运营目标时困难重重。适合的有线和无线解决方案能够

为面向未来的网络铺平道路，适应行业的严峻形势。

顺畅运行

例如，Loma Linda University Health (LLUH) 教学医院在美国

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临床计划，是婴儿心脏移植领域的国际

领导者。为了在整个园区内提供可靠的室内无线覆盖，这家医

疗机构采用了以易于安装和管理闻名的康普 ERA 数字无线基

础设施平台。

与传统 DAS 系统不同，ERA 采用许多医院都使用的 Cat 6A 类

铜缆和光缆。这一特性能够降低成本，并能大幅降低对于患者

护理的任何潜在干扰。医院的 IT 人员只需进行一些培训，即

可自行完成安装。 

第 3 章

https://zh.commscope.com/solutions/solutions-by-industry/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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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不断变化需求的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需要适应全新互联医疗环境的未来需求。它必须减少

不断更换硬件的需求，并具有适应能力和可扩展性，以满足新

应用的需求。 

    

通过在 Cat 6A 类布线上运行 ERA，像 LLUH 这样的医院就可

以实现在同一线缆基础设施上支持 Wi-Fi、无线安保摄像头和

低压照明。ERA 平台可为患者和访客提供所期望的高速服务，

并为员工提供安全可靠的通信，持续改善患者护理水平。

强大的网络可以改善协作，并在远程医疗会议、门诊或住院期

间提供更出色的患者体验。

先进的连接功能可提高室内电视或娱乐服务的视听质量，并在

工作人员、患者和访客之间提供更可靠的通信。Wi-Fi 连接设

备在医院中也很常见。这些设备可用于生成医疗应用数据，或

提供对患者记录和实时数据分析的访问。它们帮助医生和护士

接收有关患者健康的警报，并根据治疗计划做出明智的决定。

 

战略性要素 

https://zh.commscope.com/solutions/solutions-by-industry/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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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Certified 6 网络的容量、效率、覆盖范围和性能可以在

医院环境中实现可靠的连接。在这样的环境中，通常拥有大量

互联设备和许多延迟敏感型应用。Wi-Fi 6 网络可确保每个互

联设备的优化运行，以提供更好的整体用户体验。

为此，有线网络已成为无线流量的重要基础。Wi-Fi 6 接入

点、以太网交换机和分析功能有助于实现一致的高速无线

访问。

支持光纤的聚合/核心交换机（例如康普 RUCKUS ICX 7550）

可以提供面向未来的多千兆 2.5/5/10 GbE 下行链路端口和 

40/100 GbE 上行链路端口，以消除网络层之间的瓶颈，并在

高密度无线环境中实现不间断的用户体验。

提供增长空间的基础设施

面向未来的硬件、软件和服务将为网络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对于新的 IT 部署或升级，可采用将有线和无线网络融合到单

一基础设施中的结构化布线，不仅提供出色性能，还留出充足

的发展空间，以应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专为适应不断变化的互

联医疗环境而打造的基础设施能够简化升级并优化支出。

位于美国的医疗提供商 Banner Health 在六个州设有医院和诊

所，部署了康普 ERA 数字分布式天线系统，以实现在全部设

施中提供可靠的移动覆盖。

Banner Health的 IT 员工可以部署和维护在标准 IT 结构化布线

基础设施上运行的全数字 ERA。该系统还可用于未来的 5G 和

物联网服务。

康普 RUCKUS ICX 7550：

面向未来的多千兆 2.5/5/10 GbE 
下行链路端口

40/100 GbE 上行链路端口消除
网络层之间的瓶颈

在高密度无线环境中实现不间断
的用户体验

ICX7550 | RUCKUS ICX® 7550 交换机

https://zh.commscope.com/solutions/solutions-by-industry/healthcare
https://zh.commscope.com/product-type/enterprise-networking/ethernet-switches/
https://www.commscope.com/press-releases/2019/banner-health-chooses-commscope-for-systemwide-in-building-mobile-wireless/
https://zh.commscope.com/product-type/in-building-cellular-systems/distributed-antenna-systems-das/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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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 与技术和运营商无关，这意味着它能够使用单一公共基础

设施，支持多个服务提供商的 3G、4G 和 5G 网络。

ERA 还可以与其他服务共享光纤，从而大幅降低成本。在 

LLUH，多个运营商现在可以将其网络连接到 DAS，以便医院

在园区内新增地点或楼宇时轻松扩展系统。

ERA 支持多个服务提供商和无线运营商，为满足未来的移动

性要求和确保医生、员工、患者和访客的连通性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通过将跨多个楼宇的基带功能移动到单一、简化的前端

（甚至是运营商的本地中心），就能节省系统占用空间和宝贵

的物业空间。

数字 DAS 促进多输入多输出技术的使用，能够使用额外的天

线使网络带宽增加一倍。它可以先部署为支持 4G LTE 无线，

然后升级为支持 5G。

无线连接有助于利用各类设备

在医疗行业，室内移动通信已成为人与人之间彼此联系以及信

息交流的关键。除了通过部署 DAS 将室外蜂窝信号带入室内

外，5G 和 Wi-Fi 6/6E 的出现还能保证更出色的带宽容量，并

且支持远程医疗和远程健康服务。

医院内使用的可穿戴设备和其他设备的数量与密度正在持续增

加。每个病房中的无线设备（例如心脏监护仪、遥测、护士呼

叫系统和门禁系统）都需要升级的无线网络支持。得益于无线

连接，许多医院通过设备上的资产标签就能跟踪各个设备的位

置，例如心脏监护仪、便携式 X 射线系统、轮椅和轮床等。

https://zh.commscope.com/solutions/solutions-by-industry/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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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康普 ONECELL 等小型基站还能够提高中大型楼宇和场

所的效率。这一解决方案最初适用于单运营商部署，但随着获

得越来越多运营商的认可，将会进一步扩展。

患者体验

患者、护理人员和整个企业都需要全天候可用且无处不在的网

络覆盖、更快的网速和更高的带宽。

康普的高性能有线和无线网络可建立可靠的连接，并为关键服

务提供支持，例如电动床警报器和护士呼叫功能。

建议： 

• Wi-Fi 6/6E 更加出色的网络效率和整体容量可

在拥挤的环境（例如医院）中提供更高效、可

靠的患者护理。

• 康普的小型基站和 DAS 解决方案可在现有 IT 布

线上运行，因此在推出新服务和进行升级时，

不会造成网络中断。只需使用传统 DAS 解决方

案所需的一部分前端设备，就可以在每层楼的

每个房间中（甚至跨多个楼宇）实现 LTE 和 5G 

连接。

• 康普 PartnerPRO 网络可帮助医疗 IT 团队应对

网络扩展和业务增长带来的挑战。

https://zh.commscope.com/solutions/solutions-by-industry/healthcare
https://zh.commscope.com/product-type/in-building-cellular-systems/small-cells/onecell/
https://zh.commscope.com/partners/partnerpro-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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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从面向未来的铜缆和光缆结构化布线，到超高效的 Wi-Fi 网

络，再到支持 5G 的室内蜂窝平台，本电子书中介绍的端到

端康普解决方案旨在助力公共和私有医疗组织，加速其转型

和创新。

在新技术和患者期望需求的推动下，医疗行业的发展日新月

异。只有在强大的有线和无线网络基础设施上，才能真正实现

所需数据安全性、IT 运营技术协同增效和整体患者体验变革。

了解有关康普医疗网络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

https://zh.commscope.com/solutions/solutions-by-industry/healthcare
https://zh.commscope.com/solutions/solutions-by-industry/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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