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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第一节 

总体概述 
系统基本功能、系统开发进展、项目独有优势以及部分合作用户 



系统基本功能 

       实时监测冷链温湿度及其他环境要素数

据并通过RFID技术发送至平台处存储记录。        

       支持实时显示、查询统计以及报表生成，

在监控参数超标时自动远程发送预警短信。 

       支持自诊断，在出现设备故障或供电中

断时，会自行向维护人员发送故障报警短信。 



系统开发进展 

18 

2013.05 
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附属医院 

系统首次上线运行 

2013.08 
国家商务部 

1st医药物流服务延伸 
示范项目 

30 

2014.01 
北京市商委 

医药物流创新服务项目 
468万元无偿项目开发扶持资金 

01 Now 

2015-至今 
应用领域持续拓展 

全面推广 



项目独有优势 

专注于医疗物联网行业，拥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可根据医院的实际需求

持续改进升级和开发新产品。 

专业医疗信息公司，以医院为研发环

境，以医院需求作为开发目标，并在

实施过程中不断改进及完善。 

专业的本地化服务团队可确保系统在

交付使用后能够长期稳定运行并可得

到持续的各项特色维护服务。 



部分合作用户 

已覆盖 
未覆盖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友谊医院 

北京世纪坛医院 

北京安贞医院 

北京朝阳医院 

北京地坛医院 

北京胸科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北京儿童医院 

北京佑安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 

空军总医院 

武警总医院 

海军总医院 

上海新华医院 

浙江医院 

宁波李惠利医院 

南京鼓楼医院 

西安交大附属第一医院 

西安交大附属第二医院 

苏北人民医院 

安徽省立医院 

宁波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  

大连医科大附属第二医院  

湘雅二医院  

昆明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 

解放军第309医院 陆军总医院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解放军第三〇六医院 

清华长庚医院 

解放军第305医院 

广州华侨医院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赣州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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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应用领域 
监测平台架构、主要应用领域、主要应用科室、应用拓展意义、部分应用图示、实时数据显示 



监测 
平台架构 

有线局域网（LAN） 

无线局域网（WLAN） 

2G/3G/4G移动通信网 

支持网络： 

消防烟感 … 



温度 湿度 压差 气体浓度 颗粒物 乙醇 电流 

2~8℃ 
-20、-40、-80℃ 
25~40℃、 37℃ 
-196℃、 0~80℃ 

医用冰箱、冷库及药品周转箱、超低温冰箱、恒温生化培养箱、水浴保温箱、液氮罐 

药品冷库、阴凉库、特殊病房、特殊医疗设备房间、计算机房、交换机竖井及其他工作环境 

药物调配间、静配中心等洁净环境内外压差 

放置液氮罐、干冰房间的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浓度监测 

用于改善或控制各类环境参数的设备供电 

院内洁净空间的各类颗粒物浓度及医用酒精使用环境的乙醇浓度监测 

0~100%RH ±50Pa 
15~25% 

0~5000ppm ISO Class1~Class9 0~2000ppm 

主要应用领域 



主要 
应用科室 

■ 药剂科     ■ 临床药理基地 

■ 护理部     ■ 静配中心    

■ 检验科     ■ 器械科      

■ 标本库     ■ 病理室      

■ 生化科     ■ 输血科       

■ 信息科     ■ ……...... 



       由冷链监测系统拓展为全环境要素综合监测平台，

确保院内环境、物品及人员安全，为国内医院等级评审

及复审、国际JCI认证及复评提供强力支持。 

应用 
拓展意义 



平台产品图示 

固定温（湿）度标签 

环境温湿度标签 

图片来源©：清华长庚医院 

安装在医疗机构的药品储存冰箱中，用

于实时监测冰箱内的温（湿）度参数。 

安装在医疗机构的冷库、阴凉库及常温

库中，用于实时监测库内的温湿度参数。 



部分 
应用图示 

超低温温度标签 
       可应用在-196℃至-40℃的超低温制

冷设备中，支持四路高精度温感探头，精

度最高可至±0.3℃。 

       标签自带四路高亮红色LED显示屏，

支持RFID无线通信及以太网传输。 

图片来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标本库 



部分应用图示 

压差监测设备 
       采用进口高精度（±0.5%FS/±0.5Pa）

压差变送器。自带高亮红色LED显示屏，支

持适时监测并通过RFID实时无线上传数据。 

氧气监测设备 
       采用进口高精度（±0.5%FS/0.05%）

氧气浓度变送器。自带高亮红色LED显示屏，

支持实时监测并通过RFID技术无线上传数据。 

图片来源©：清华长庚医院静配中心 



医药冷链专用箱 

原装进口温度传感器，最低工作温度-40℃ 

自动识别开闭箱状态，避免记录无效数据 

LED显示标签状态，温度超标时醒目提示 

外部实时显示当前、过程最高及最低温度 

无线方式自动下载数据，不需要人工操作 

全防水设计，避免温度骤变结露影响性能 

安装简捷，可适应目前在用的各类保温箱 

低功耗设计，可自动休眠及无线方式唤醒 

可利用手机NFC方式读取全过程温度数据 



保温箱温度标签  

保温箱温度监测手机APP 
        支持带有NFC的Android智能手机，可通过手机的NFC模块高速读取

（≤5S）存储在移动温度标签内的保温箱流通温度记录。APP可将解析出的

数据记录以坐标曲线和表格的形式展现在手机屏幕上。超出范围的数据将会

在界面上以红色线段和字体高亮显示，软件支持多点触摸操作，用户可通过

该软件轻松便捷的获取药品冷链运输过程中的历史温度。 



实时数据显示 

       安装在各区域房间内的10吋平板电脑实时显示该房间内所有冰
箱的每个测点温度，在触摸屏上点击任一个测点数值可显示该测点
前5个小时每个采样点数据曲线。 

区域冰箱温度集中实时显示 

原装进口 工业级 7X24 

图片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 



实时 
数据显示 原装进口 工业级 7X24 

各区域温湿度集中实时显示 
       安装在值班室的21吋平板电脑集中实时显示
该科室各区域内所有设备环境数据  在触摸屏上点
击任一个测点数值可显示该测点前5个小时每个采
样点数据曲线。 

图片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 



实时数据显示 

安装在冷库外墙及房间入口处的10吋平板电脑实时显示

内部各测点温度及湿度。 

在护士站工作电脑上采用悬浮窗实时显示该病区的药品

储藏冰箱内各测点温度。 

安装在药品调配间及各洁净区的10吋平板电脑实时显示

房间压差及温湿度信息。 



手机移动APP 

实时/历史温度查询 
支持实时查看设备温度数据，并可通过点击窗格查看特定设备特定位置的历史温度曲线。 

实时/历史湿度查询 
支持实时查看设备湿度数据，并可通过点击窗格查看特定设备特定位置的历史湿度曲线。 

温度超标报警记录 
手机APP可以实时查看未处理/ 已处理温度超标报警信息以及对应详情、对应曲线并处理。 

湿度超标报警记录 
手机APP可以实时查看未处理/ 已处理湿度超标报警信息以及对应详情、对应曲线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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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主要特色 
确保技术领先，多测量点设置，标签内置安装，软件版权登记，超标报警设置 
硬件故障报警，设备断电报警，短信发送保障，软件操作帮助  



确保技术领先 
范围 精度 品牌 产地 

温度 

-20℃~+80℃ ±0.2℃ 

-40、-80℃ ±0.3℃ 

-196℃ ±0.5℃ 

湿度 0-100%RH ±2%RH 

压差 ±50Pa ±0.5%FS/±0.5Pa 

O2 15-25% ±0.5%FS/0.05% 

CO2 0-5000ppm ±1%FS/±50ppm 

       传感器均采用世界顶级品牌，

在测量精度，响应速度、分辨率等

指标均为同类产品中最高标准。 

高规格传感器 



确保技术领先 
      所有设备出厂前均通过专业的第三方计量认证机构进行校准，用户无需再单独进行校准，除此

以外，威斯盾可以根据用户的使用规程提供周期性的计量校准服务并递交权威的校准证书。 



多测量点设置 

       2～8℃冰箱标配3个温度测点并分别

置于经过验证后的温度中心区域、高温区

域和低温区域；-40～-80℃超低温冰箱

每个腔体各设一个温度测点；冷库及房间

标配4个温湿度测点。 



多测量点设置 

       验证表明冷链设备的温度分布

并不均匀，使用多测量点监测可有

效跟踪设备性能并规避设备局部区

域温度超标问题。 

合格冰箱温度曲线 

不合格冰箱温度曲线 



标签内置安装 

       2～8 ℃冰箱温度标签采用全新的内置式安装。不会对相关人

员的取放药品带来任何困扰。 

       系统采用独有的动态“跳频”技术，可有效抵抗医用冰箱金

属外壳以及液体药品对无线电磁波的屏蔽和干扰，配合拥有极高

接收灵敏度的读写器使用，确保监测数据的可靠接收。 

0.1‰ 误码率： 



软件版权登记 

       医院冷链及全环境要素物联网监测平台内的应用

软件全部由威斯盾自主开发，所有软件均独立申请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威斯盾对所有软件拥有全

部权利并可根据用户需求定制再开发。 



      对于冰箱短时间开门取物所导致的暂时性温度超标并不会影响药

品的质量，此种情况的导致频繁报警既没有意义也会导致管理人员对

于真实报警的麻木。为此，系统采用了高度灵活的温度超标报警条件

设置，确保系统只会针对区域断电、压缩机或空调故障、门未关严以

及未按照操作规程等事故导致的温度超标进行报警。 

超标报警设置 

高度灵活的预警设置机制 



硬件故障报警 

      平台设备在出现故障、电量低或供电

中断等状况时，系统会第一时间发送故障

报警短信通知系统维护人员及时处理。  

× 

工作异常 
无线信号中断、信号弱、误码率高 

监测数据异常等非正常工作状态。 

电量低 
采用电池供电设备（如固定温度

标签）的电池电量低于20%时。 

供电中断 
采用交流电供电的设备（如读写

器）发生供电中断时。 

网络中断 

平台所处网络（有线网、WLAN、

移动网络等）传输中断时 



设备断电报警 

       温（湿）度等环境参数超标多是由于冰箱、空调等设备意外供电中断引起。 

       设备供电监测器可在监测到环境设备供电中断时向指定人员发送断电报警短信，与环

境参数超标报警短信相结合，可更加及时准确地判断超标原因并进行相应处理。 

       设备供电监测器也可对平台服务器的供电进行实时监测，在监测到服务器供电中断时

及时通知维护人员进行处理，从而避免在 UPS电量耗尽后核心服务器停止工作。 



短信 
发送保障 

平台内出现任何异常情况时，确保各类报警短信及时发出并妥善送达，是平台的核心功能和真正价值所在； 

原装进口短信发送设备，双机热备份结构，定期发送自检短信告知状态，主机故障时快速切换并向维护人员发送报警短信； 

系统自动识别网络原因导致的发送失败并补发，短信发出后，如指定接收人因未开机等而未能接收，会自动向应急联系人再次发送该短信 。 



04 
第四节 

项目服务 
专业项目服务、运维服务内容、验证服务内容、全程服务内容 



专业项目服务 

      威斯盾组建的专业服务团队，可为

客户提供优异的冷链设施设备管理服务。

解除用户后顾之忧，减轻用户管理负担，

持续提升用户管理水平。 

实施服务 
由工程服务部提供专业的工

程实施服务，在通过试运行

阶段后交付用户验收。 

运维服务 
工程服务部在平台交付后提

供7*24的运维服务，确保系

统始终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验证服务 
项目服务部将为用户提供诸

如计量校准、分布测试、保

温测试等多项验证性服务。 

项目服务部全程为用户出具

冷链专题报告、温度调整、

冷链设备选型等咨询服务。 

全程服务 



运维服务内容 定期对系统各设备进行巡检维护并对服务器数据进行备份 

负责系统新增硬件的安装调试以及相应基础数据建立工作 

在收到系统设备低电量预警短信时及时进行电池更换工作 

 在收到故障报警短信后及时提供远程支持或现场修理更换 

 负责定期向移动运营商续付平台使用产生的短信和流量费 

持续提供系统软件的升级更新服务以及硬件升级改造工作 

 按照医院的个性化需求进行产品订制及相关技术改造服务 

       7*24不间断服务，提供日常巡检维
护、数据备份、设备维修更换、远程技
术支持、升级改造以及个性化定制等一
系列运维服务，为用户提供最佳的平台
应用体验。 



验证服务内容 

定期对各类参数传感器的精度进行校验 定期对医院冷链设施进行温度分布测试 

对冷库货架的位置提出调整建议并实施 确定冰柜及冰箱不适合储存药品的位置 

根据验证结果调整监控测点的安装位置 对冷藏设备进行断电后保温时间的测试 

对运送保温箱进行保温持续时间的测试 



验证服务内容  

保温箱保温性能验证 

冷库及房间温度分布测试 



全程服务内容 
定期对项目日常运行情况出具专题报告          

       定期对医院冷藏设备温度设定进行调整 

              对于不能满足要求的设备提出更换建议         

                     根据多医院实施结果提出设备选型建议 

                            定期对医院相关操作规程提出改进建议          

                                   定期对短信报警条件进行务实性的调整 

                                          定期对系统扩容提出建议以及实施方案           



数据动态可视 

数据综合监控中心 

      大型综合监控中心会集中监测显示所有
医疗机构的温湿度数据和超标预警记录，中
心提供7*24小时的呼叫服务。 



医用冷链设备 

自带智能化多测点实时监测机制 

带有AI机制的自主控制调节功能 

物联网医用冰箱 物联网控湿机 

专业的智能医用物联网冷链设备 

拥有设备开门远程实时报警机制 

支持设备断电远程实时报警机制 

支持手机远程的人工调节与设置 

凡简系列 

威斯盾不仅提供医院冷链及全环境要素监测平台，还会提供专业智能化的医用物联网冷链设备全套解决方案，全方位满足用户需求。 



北京威斯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诺德中心11栋28层 

邮编：100070 

电话：010-82898866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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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案例分享 



压缩机故障 压缩机故障 
触发报警 

到达现场 

抢修无果 

搬运药品 

关门离开 

生成第一条预警 



门未关严 



门未关严及 
长时间开门 



药品 
堆放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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