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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第一节 

关于威斯盾 
关于我们、资质文件、合作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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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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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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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第200家医院正
式上线 

•2018年7月荣获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证书 

•2019年10月医疗废物管理系统、手卫生依
从性管理平台正式安装上线并通过信息安全、
信息技术服务和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关于我们 

2020年 

医院冷链及环境监测  医疗废物追溯 手卫生依从性管理 智慧实验室管理 手卫生智能分析 



资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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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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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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市场背景 
市场背景、现状分析、相关法规、五个时刻、发展趋势、 



市场背景 

传染性疫情市场背景 

      近年来，非典、猪流感、各类禽流感、埃博拉等严重的传染性疫情在国内外的爆发，2019年底，更是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新冠肺炎作为一

种呼吸系统疾病，目前确定传播途径主要为直接传播、气溶胶传播和接触传播，甚至有可能出现粪口传播，进一步加大了防控难度。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和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手卫生是限制疾病传播的最有效和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 

医院感染市场背景 

      医院作为一线战场，最容易发生交叉传染情况，无论是就医患者还是医护人员，都面临着较大传播隐患。 

      医院感染，全称“医疗保健相关感染”，指医者和患者在医院内获得的感染。医院感染按照感染途径不同可以分为四类：手术感染、血液感染、

呼吸道感染和尿路感染。 

医务人员手卫生的重要性 

      医务人员手卫生是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最重要、最简单、最有效和经济的方法，较多研究调査发现，医务人员手的微生物感染非常严重，往往

成为感染性疾病的传播媒介，直接或间接经手传播病原菌而造成的感染占医院感染的30%以上。因此，手卫生的开展受到WHO和企球患者安企联

盟的高度重视，将手卫生作为医院感染管理工作的重要考核指标，有力地推动了手卫生在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开展。 



现状分析 

国家卫生部数据显示： 

我国医院感染率平均大约为7%-10% 

各级医院感染漏报率均≦20% 

国家卫生部统计： 

70%的医院感染是由接触、医疗器

械侵入性操作导致 

国家卫生部统计资料显示： 

由医务人员的手传播细菌而造成的医院

感染约30% 

      手卫生是为洗手、卫生手消毒和外科手消毒的总称。手卫生主要是针对医护人员在工作中存在交叉感染风险而采取的措施，是医院感染

控制的重要手段。通过手卫生，可以有效的降低医院感染，通过感控工作间能协助院感人员更好的督导手卫生工作。 

      手卫生的重要性对医院感染防控的重要性已成共识。 

10% 

70% 
30% 



相关法规 

《医务人员手 
卫生规范》 

新版《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2019年11月26日发布，2020年6月1日实施。 

《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由国家卫生部制定颁布，是国家卫生行业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

防治法》和《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制定，规定了医务人员手卫生的管理与基本要求、手卫生设施、洗手与

卫生手消毒、外科手消毒、手卫生效果的监测、手卫生依从性的监测要求等。 

《医院感染 
管理办法》 

2006年7月25日，卫生部印发了《医院感染管理办法》。 

政策中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制定具体措施，保证医务人员的手卫生、诊疗环境条件、无菌操作技术和职业

卫生防护工作符合规定要求，对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进行控制。 



五个时刻 

WHO提出的手卫生“五个重要时刻”（二前三后） 

二前 

接触患者之前 

在清洁/无菌操作之前 

 

 

三后 

暴露患者体液之后 

接触患者之后 

接触患者周围环境之后 



发展趋势 

替换医院传统的人为管理方式，使用物联网技术提高手卫生依从率，有效降低医院内感染。 

使用物联网技术管理方式督促和监督医护人员执行手卫生，并引导医务人员参照规范执行。 

通过物联网技术提高医护人员及重症医学科、手术室、新生儿等重点感控部门手卫生依从率。 

通过物联网技术提高感染控制科对医院全部科室感染的管理效率，显著降低院内感染的发生率。 

通过物联网技术实时数据展示手生生依从性管理情况，让患者放心，医护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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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平台介绍 
平台简介、平台架构、硬件设备、看板系统、软件应用、平台功能、应用场景 



平台简介 
      北京威斯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依据WHO提出的手卫生“五个重要时刻”（二前三后），基于行为识别、动作捕捉及精准定位技

术开发手卫生依从性物联网管理平台。通过智能引导稳步提升医护人员手卫生（洗手和卫生手消毒）的依从性并对依从率进行量化管

理，可以显著提高院内感染控制执行力从而降低医护人员及患者感染风险，丰富医院信息多元化模式，提升医院信息化水平。 



平台架构 



硬件设备 

智能胸牌 全自动出液器 

AP 床区域识别器 

功能： 数据采集、设备间通信。 

应用：采用4G网络记录及转发手卫生

数据，实时传输至管理后台。 

安装位置：天花板。 

功能：检测识别是否接近病床区域。 

应用：接触病床或换床操作，床区域识

别器配合胸牌判断是否进行手卫生。 

安装位置：床头或床底，可调。 

功能：动作识别、容错及报警。 

应用：触发手卫生时机，指示灯变为红色

短滴三声提醒，洗手完成指示灯变为绿色。 

安装位置：佩戴胸前。 

功能：洗手液、消毒液自动出液。 

应用：取液洗手，液瓶识别器配合胸牌

判断手卫生完成情况。 

安装位置：洗手台、床头或床尾。 



看板系统 



软件应用 

PC版 手机版 



平台功能 



应用场景 



应用场景-重症监护室、血液净化中心、新生儿 

1､进出感染防控区域，出入口识别器激活胸牌 

2､接触患者或新生儿前后，床区域识别器激活胸牌 

3､胸牌亮红灯并发出声音提示执行手卫生 

4､就近选择液瓶识别器取液进行手部清洁 

5､胸牌解除预警提示手卫生完成 

6､本次手卫生记录上传至依从性管理平台 

7､通过软件进行信息分析和储存等操作 



应用场景-静配中心 

1､进入配置间，出入口识别器激活胸牌 

2､胸牌亮红灯并发出声音提示执行手卫生 

3､就近选择液瓶识别器取液进行手部清洁 

4､胸牌解除预警提示手卫生完成 

5､本次手卫生记录上传至依从性管理平台 

6､通过软件进行信息分析和储存等操作 



应用场景-门诊 

5､接诊完成 

6､使用接诊台上的液瓶识别器取液进行手部清洁 

7､手卫生记录上传至依从性管理平台 

8､通过软件进行信息分析和储存等操作 

1､医生到达门诊台准备接诊 2､使用接诊台上的液瓶识别器取液进行手部清洁 3､手卫生记录上传至依从性管理平台 

4､手卫生记录上传至依从性管理平台 



应用场景-手术室 

1､进入手术室，区域识别器激活胸牌 2､医生在监控范围内就近选择液瓶识别器取液进行刷手 

3､刷手达到规定时限胸牌解除预警提示手卫生完成 

4､如果没有手卫生而离开监控区域，胸牌指示灯变为红

色并发出声音警示。 

5､本次手卫生记录上传至依从性管理平台 

6､通过软件进行信息分析和储存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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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优势特点 
功能优势、技术优势、专业服务、服务网点 



功能优势 

威斯盾手卫生依从性管理平台功能优势 

智能提醒：在需要手卫生时发出声光提醒，遇紧急情况可以容错管理。 

有效记录：能监测医务人员手卫生数据并实时上传，无延时。 

监控预警：通过数据量预测感染发生趋势，预警感染发生风险及规模。 

实时监测：可对洗消用品的有效期和消耗量进行实时监测及余量预警。 

数据可视：人性化系统、支持多终端平台、各类比例图表，直观展现数据。 

记录存储：威斯盾手卫生依从性管理平台表格自动生成，减少手工填写的误差率，永久存储。 

智能提醒 有效记录 监控预警 实时监测 数据可视 记录存储 



技术优势 

精准定位 

识别精度达3-5cm，准确判断责任人和手卫生时机 

行为识别： 

增强型高精度传感器可有效识别弯腰站立等关键动

作 

性能 
优势 

低功耗 

可视化 

零干扰 

低辐射 

低功耗 
极低耗电，一次充电可支持至少半年的稳定运行 

低辐射 
无线功率仅为手机的1/200,对人体无危害 

零干扰 
采用与医疗设备无干扰通信信道，不会对其它设备造成干扰 

可视化 
数据可视化平台可对成员手卫生数据进行动态统计和直观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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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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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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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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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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