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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第一部分 

关于威斯盾 



关于威斯盾 

2013年 

•2013年5月首个全环境监控项目上线运营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14年1月荣获北京市商委医药物流创新服务
项目无偿开发扶持资金 

•2015年1月开始物联网应用领域全面拓展 

•2015年1月医疗废物管理系统正式安装上线 

•2016年7月获得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四级资质 

•2016年8月完成部署100家医院 

•2017年5月手卫生依从性管理平台正
式安装上线 

•2017年12月第200家医院正式上线 

•2018年7月荣获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称
号 

•2019年10月通过信息安全、信息技术服务和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 

•2019年1月获得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2019年1月百位科技人员服务全国300余家三甲医院 

        北京威斯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医疗物联网管理平台开发、工程实施和服务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自主研发的各类医疗物

联网管理平台已实际应用在全国四百余家大型医疗机构并得到用户一致赞誉。 



威斯盾主营业务 

        北京威斯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医疗机构手卫生依从性管理、 医疗废物追溯管理、医院冷链及全环境要素监测管理、药品信

息全流程追溯管理、智慧实验室等项目并可提供试用。 

医院冷链及全环境要素监测管理  医疗废物追溯管理 手卫生依从性管理 智慧实验室管理 ・・・・・・ 



威斯盾专业服务团队 

        北京威斯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服务团队由遍布全国各地的本地化服务团队组成。 

        在东北、华东、西北、华北、华中、西南、华南区域设有20个办事处或分支机构，为所在区域用户提供快速的本地化服务。 

        服务团队的百余位技术服务工程师全员拥有相关专业的大专以上学历。核心成员均具有近十年的技术服务经验。 

        秉承“热爱科学、拥抱创新、勇于担当、务实高效”的价值观，完成“创新物联网技术让医疗更安全、更高效、更便捷”崇高使命。 

服务项目主管 

全国各地的精
英工程师 

专项 
服务小组 

威 
斯 
盾 
团 
队 
组 
成 

百余位技服务
工程师 



威斯盾资质齐全 

        北京威斯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获得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荣誉证书，拥有ISO9001质量、ISO27001信息安全、

ISO20000-1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拥有信息系统集成与服务资质证书四级资质，威斯盾的应用软件全部由威斯盾自主开发，拥有

全部软件知识产权并可根据用户需求定制再开发。 



威斯盾部分合作用户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儿童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北京医院 北京朝阳医院 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安贞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世纪坛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 

火箭军总医院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北京友谊医院 空军总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地坛医院 武警总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胸科医院 海军总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北京佑安医院 

解放军第309医院 陆军总医院 浙江医院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解放军第305医院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解放军第三〇六医院 赣州市人民医院 宁波李惠利医院 宁波大学附属医院 大连医科大附属第二医院  南京鼓楼医院 

安徽省立医院 湘雅二医院  苏北人民医院 清华长庚医院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西安交大附属第一医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  昆明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交大附属第二医院 广州华侨医院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上海新华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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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市场背景 



市场背景 

医疗机构内部废弃物分类 
医疗机构废弃物分为医疗废物、生活垃圾和输液瓶（袋）。 
 
医疗废物分类 
医疗垃圾分为五类：感染性废物，病理性废物，损伤性废物，
药物性废物，化学性废物。 

医疗废弃物规范管理 
 
不仅是体现一个医疗机构整体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改善医疗
机构环境的有效措施；更是预防医疗机构内交叉感染、防止疾
病传播、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提高医疗护理质量的重要
手段和保障。 

加强医疗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意义 

加强医疗废物规范管理是切实杜绝由于医疗废物导致的职业暴露发生，对控制传染病的流行、污染环境有重要意义。 

医疗废物实行信息化管理的意义 

医疗废物信息化管理的实施应用对避免医疗废物流失、规范医疗废物管理、执行“闭环管理、定点定向、全程追溯”的原则、

加强部门之间信息沟通并建立协同机制、促进医疗机构产生的各类废弃物及时得到处置和提高监管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相关法规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环发﹝2003﹞206号） 

《医疗废物专用包装物、容器标准和警示标识规定》（HJ 421-2008 代替环发﹝2003﹞188号）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80号）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卫生部令380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医疗废物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医发〔2017〕32号） 

…… 
《关于印发医疗机构废弃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卫医发〔2020〕3号） 

《关于在医疗机构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通知》（国卫办医发〔2017〕30号） 



项目目标 

本项目建设目标为在医疗机构及医废处置公司建设医疗废弃物全流程追溯物联网管理平台，实现对医废流

转环节进行闭环管理和实时监测，并提供持续的项目服务以稳步提升医疗机构及处置公司的整体医废管理

水平。后续通过与市一级监管平台的协同配合，实现全市医废由被动管理转化为主动监管，规范各医疗卫

生单位处理医疗废物的操作，遏制不法医疗倒卖行为的发生，使得整个医疗废物的回收过程透明化、实时

化、溯源化，更好的维护北京市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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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盾医废全流程追溯管理平台 



威斯盾医废全流程追溯管理平台 

•北京威斯盾医疗废物全流程追溯管理平台 

•遵从各类医疗废物管理规范 

•可与各类省级医疗废物监管平台进行对接 

•可与各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平台进行对接 

•可与各环保机构（处置公司）医疗废物管理平台进行对接 

•满足医疗废物监管“闭环管理、定点定向、全程追溯”的需要 

 

•威斯盾医疗废物全流程追溯管理平台利用物联网、互联网及智能

终端采集技术，对各类医疗废弃物进行二维码标识，通过规范分

类和清晰流程，实现各医疗机构内形成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

类贮存、分类交接、分类转运、分类处置的定点定向、全流程、

可追溯、闭环式的废弃物管理系统。 

•北京威斯盾参与江苏省卫健委《江苏省“医疗废物管理（监管）系统”基本功能规范（试行）》（苏卫医政〔2019〕38号）的讨论与制定 



平台业务流程 

院外转运 院外暂存 院外处置 

实时GPS定位 
及视频监控 

复核数量与重量
（可选） 

获取暂存库信息 

存储温湿度实时监
测上报（可选） 

获取处置地信息 

复核数量与重量 

处置参数实时监测
上报（可选） 

院内收集 院内转运 院内暂存 院外收集 

收集人员登录 

自动获取科室信息 

获取交接人信息
（可选） 

分类并智能称重 

生成识别二维码 

自动获取 
暂存地信息 

批量入库或自动入
库（无源RFID支持） 

箱袋关联（可选） 获取处置公司信息 

获取收集人信息 

复核数量与重量 

放入医废转运车 

贴码放入转运车 

实时定位 
及路径规划 

通过集合二维码、无源RFID、室内定位、智能称重、无线传感等关键技术，建立医疗

废物从收集至处置的全过程闭环管理追溯体系，实现医废信息实时上报和异常预警。 



医疗机构：医疗废弃物管理可视化平台 



医疗机构：系统后台 

•特色功能 

•无缝衔接各机构医废平台 

•实时全程追溯联动 

•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贮存、分类

交接、分类转运管理 

•医疗废物专用车定位，追踪作业路线 

•出入库自动扫码，无感出入库 

•耗材使用分类统计分析 

•统计查询收集人员工作量 

•统计医废数量及价格并生成财务报表 

•医废数据多维度统计分析并形成报表 

•定位、数量、温度、时长等异常预警 

•软件可按要求定制 



医疗机构：APP 

•特色功能 

•专属APP（适配手持终端） 

•实现医废流转信息实时同步与追踪、异常信息实时上报、全程数据可视化、医废信息全程查询追溯、闭环管理与事故责任自动判别等 

•支持手动输入模块：箱袋绑定、入暂存地、出暂存地、异常上报 

•通过 APP 扫码实现扫描医废条码进行单包医废在线监测 

•通过微信公众号实现医废信息全程查询追溯 



医疗机构：手持智能终端采集设备（PDA） 

•特色功能 

•提供包含拍照功能的智能终端采集设

备，使医疗卫生单位工作人员登陆后

可进行医废出入库相关操作。 



医疗机构：智能终端数据采集设备（中控屏） 

•特色功能 

•提供包含拍照功能的智能终端数据采集设备（带扫码枪），大界面展示，便于医疗卫生单位工作人员戴着手套进行医废出入库相关操作。 



处置公司：医疗废弃物管理可视化平台 



处置公司：系统后台 

•特色功能 

•无缝衔接各机构医废平台 

•实时全程追溯联动 

•人员管理、车辆管理、医疗机构管理、收集站管理、

设备管理、周转箱管理等 

•GIS查询展示，车辆定位信息展示、历史轨迹查询。 

•出入库自动扫码，无感出入库 

•统计医废数量及价格并生成财务报表 

•医废数据多维度统计分析并形成报表 

•定位、数量、温度、时长等异常预警 

•软件可按要求定制 



处置公司：APP 

•特色功能 

•专属APP（适配手持终端） 

•实现医废流转信息实时同步与追踪、异常信息实时上报、全程数据可视化、医废信息全程查询追溯、闭环管理与事故责任自动判别等 

•通过 APP 扫码实现扫描医废条码进行单包医废在线监测 

•通过微信公众号实现医废信息全程查询追溯 



监管机构：医疗废弃物管理可视化平台 



监管机构：系统后台及APP 

•系统后台 

•特色功能 

•无缝衔接各机构医废平台 

•实时全程追溯联动 

•医疗机构管理、处置公司管理 

•医废数据多维度统计分析并形成报表 

•定位、数量、温度、时长等异常预警 

•软件可按要求定制 

•APP 

•特色功能 

•专属APP（适配手持终端） 

•实时监控医疗废物动向、通过搜索医疗卫生单位名

称实时查询各家医疗卫生单位医疗废弃物统计数据，

包括数据模型、数据分析、数据图形等形式。 

•通过微信公众号实现医废信息全程查询追溯 



管理平台配套设备（适用于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 

•智能推车：含智能

电子秤、智能打印

机、视频监控、收

集信息显示屏、工

控电脑、扫码枪。 
医废推车 

手持智能终端 

热敏打印机 

•内置高性能扫描引擎头 

•搭载高通8核处理器和

Android 8操作系统 

•能承受1.2 米的跌落 

•整体耐腐蚀材料打造，

可对机身进行消毒。 

•支持蓝牙打印 

•缺纸报警 

•支持过热保护 
智能一体蓝牙秤 

•支持蓝牙 4.0+ 

•支持摄像 

•电容触摸屏 

•扫码枪 

•智能打印机 

RFID 蓝牙信标 

•支持蓝牙 4.0+ 

•空旷极限传输距离

150 米 

•支持密码连接及不

可连接模式，防恶意

连接功能 

•天线 

•功能：在固定位置

感知标签 

 

读写器 

•功能：将标签信息

上传到服务器 

 

•标签 

•功能：读/写、标识 

智能蓝牙地磅秤 

•支持蓝牙 4.0+ 

•最大承重3吨 

•四角钢板加固，磅体坚固 

•静电粉末喷塑漆面 

•全钢球头，万象旋转 

工业平板（中控屏） 

•三防平板（防水、

防尘、防腐蚀） 

•支持蓝牙 4.0+ 

•内部包含光感、地

磁传感（指南针）、

重力加速度传感器。 



管理平台便携配套设备（适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手持智能终端 

热敏打印机 

•手持机采用Honeywell品牌制造。 

•符合东方人手型的人体工学设计。 

•内置霍尼韦尔高性能扫描引擎头。 

•搭载高通8核处理器和Android 8操作系统 

•能够承受1.2 米的跌落。 

•手持机整体采用耐腐蚀材料打造，可对机

身进行消毒。 

•支持蓝牙打印 

•缺纸报警 

•支持过热保护 

蓝牙电子手提称 

•方便携带。 

•可以脱离医废推车独立完成系统操作。 

•适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或大中型医疗

卫生机构的旧式建筑（无电梯或过道狭

窄等） 

OR 

安装有APP的手机 
物联网扎带 

工牌 

•材质：PVC，PET 

•16 个分区，分区两组密码  

•数据保存：>10 年  

•包含科室信息、人员信息 

•阻燃 

•每个物联网在线监测锁

上具有医废在线监测唯一

一码可供扫描生成信息，

包含医废产生的医院、科

室、医废类型信息等。 

可选项 



管理平台配套设备（适用于处置公司） 

RFID 

•天线 

•功能：在固定位置

感知标签 

 

读写器 

•功能：将标签信息

上传到服务器 

 

•标签 

•功能：读/写、标识 
智能蓝牙地磅秤 

•支持蓝牙 4.0+ 

•最大承重3吨 

•四角钢板加固，磅体坚固 

•静电粉末喷塑漆面 

•全钢球头，万象旋转 手持智能终端 

•内置高性能扫描引擎头 

•搭载高通8核处理器和

Android 8操作系统 

•能承受1.2 米的跌落 

•整体耐腐蚀材料打造，

可对机身进行消毒。 



WISSDOM医废管理系统特点与优势 

多维度全程监控 

 全方位异常预警机制 

实现医疗废物收集、转运、集中暂存和运离医院直至处置的全过程实时
在线监控，包括入库信息、出库信息与处置信息对称性、收集及时性及
关键环节监控、并能对院外运输轨迹、医废存储温湿度、处置关键参数
（温度、压力及处置时间）进行实时监测。 

完全取代人工交接模式，自动统计医废数量、重量、交接人、收集人、
收集时间、废物类型及所属科室等信息，并自动打印交接单在科室留存
记录，确保信息真实有效，责任到人。可视化看板支持实时在线监管。 

系统支持多类别数据分析与统计，对医废产量进行智能化趋势分析，便
于医院及各级监管单位对医废数据以及医废耗材的使用发放进行规范化
管理，系统实现医疗废物的全程闭环追溯，有效杜绝医废的非法流出。 

实现对多种异常信息报警提示，第一时间将信息推送至医院管理人
员及政府监管单位，通过人工核实处理，明确责任人，有效规避安
全隐患，防范于未然。 

 确保数据真实并可视化 

 信息全程动态可追溯 



医废推车 手持智能终端 热敏打印机 智能一体蓝牙称 RFID 蓝牙信标 智能蓝牙地磅称 工业平板（中控屏） 

管理平台 
配套设备 

管理平台 
业务流程 

操作流程 

物联网扎带 工牌 

  收集人员登录-自动获取科室信息-获取交接人信息（可选）
-分类并智能称重-生成识别二维码-贴码放入转运车 

院内收集 

实时定位及路径规划 

院内转运 

箱袋关联（可选）-自动获取暂存地信息-批
量入库或自动入库（需无源RFID支持） 

院内暂存 

流程 

-医疗废弃物分类存放           -收集人员登录       -自动获取科室信息    -获取交接人信息     -分类并智能称重-生成识别二维码-贴码放入转运车 -箱袋关联       -自动入库 

 

科室安装蓝牙信标 

医疗废弃物 
交接人佩戴工牌 实时定位及路线规划 暂存库安装无

源RFID 

WISSDOM医废管理系统应用（市级医院） 



医废推车 手持智能终端 热敏打印机 智能一体蓝牙称 智能蓝牙地磅称 

管理平台 
配套设备 

管理平台 
业务流程 

操作流程 

物联网扎带 工牌 

  收集人员登录-获取科室信息-获取交接人信息（可选）-
分类并智能称重-生成识别二维码-贴码放入转运车 

院内收集 

实时定位及路径规划 

院内转运 

箱袋关联（可选）-获取暂存地信息-入库 

院内暂存 

流程 

-医疗废弃物分类存放           -收集人员登录       -获取科室信息    -获取交接人信息     -分类并智能称重-生成识别二维码-贴码放入转运车      -箱袋关联            -入库 

 

医疗废弃物 交接人佩戴工牌 实时定位及路线规划 

WISSDOM医废管理系统应用（县级医院） 

科室二维码 



手持智能终端 热敏打印机 

管理平台 
配套设备 

管理平台 
业务流程 

操作流程 

物联网扎带 工牌 

  收集人员登录-获取科室信息-获取交接人信息（可选）
-分类称重-生成识别二维码-贴码放入收集设备 

院内收集 

箱袋关联（可选）-获取暂存地信息-入库 

院内暂存 

流程 

-医疗废弃物分类存放           -收集人员登录       -获取科室信息     -获取交接人信息       -分类称重        -生成识别二维码   -贴码放入收集设    -箱袋关联           -入库 

 

医疗废弃物 

WISSDOM医废管理系统应用（社区医院） 

蓝牙电子手提称 



热敏打印机 

管理平台 
配套设备 

管理平台 
业务流程 

操作流程 

物联网扎带 工牌 

  收集人员登录-获取科室信息-获取交接人信息（可选）
-分类称重-生成识别二维码-贴码放入收集设备 

院内收集 

箱袋关联（可选）-获取暂存地信息-入库 

院内暂存 

流程 

-医疗废弃物分类存放           -收集人员登录       -获取科室信息     -获取交接人信息       -分类称重        -生成识别二维码   -贴码放入收集设    -箱袋关联            -入库 

 

医疗废弃物 

WISSDOM医废管理系统应用（诊所） 

蓝牙电子手提称 安装有APP的手机 



威斯盾服务网点 

北京威斯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七大区域均设有服务点或办事处并设有备品备件库，为区域所

属用户提供统一化、专业化、本地化的快速响应服务。 

北京总部 
联系电话：010-82898866 400-1608106 

联系邮箱：service@wissdom.cn 
总部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诺德中心11号楼28层 

上海 
联系电话：范万年 18518511197 

联系邮箱：fanwannian@wissdom.cn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705号科技大厦C座 

山东 
联系电话：殷宁 18518511105 

联系邮箱：yinning@wissdom.cn 
办公地址：山东省烟台市只楚路19号 

广东 
联系电话：齐超 18518511139 

联系邮箱：qichao@wissdom.cn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道莲广场B 

江西 
联系电话：张少波 18518511157 

联系邮箱：zhangshaobo@wissdom.cn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水岸观邸 

江苏 
联系电话：田树婷 18518511129 

联系邮箱：tianshuting@wissdom.cn 
办公地址：南京市鼓楼区草场门大街147号华保新寓 

陕西 
联系电话：王兵雷 18518511138 

联系邮箱：wangbinglei@wissdom.cn 
办公地址：西安市雁塔区小寨路街道 

 

山西 
联系电话：王兵雷 18518511138 

联系邮箱：wangbinglei@wissdom.cn 
办公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桥东地区L小区 

内蒙古 
联系电话：王兵雷 18518511138 

联系邮箱：wangbinglei@wissdom.cn 
办公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呼铁佳园C区 

上海 

广东 

江苏 陕西 

山西 

内蒙古 

山东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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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 A N K  Y O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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