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員資產定位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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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倒介紹：
方艙醫院隔離人員 / 門診病歷隔離人員 定位需求分析

•方艙醫院隔離人員集中，人
數多，艙區多，醫護工作人
員容易弄混。

•隔離人員進入艙區後，位置
不明，路線軌跡不清。位置
管理不清晰，缺乏可視化管
理工具。

•區域管控難度大，安全區
域界定缺乏有效電子管控手
段；

•隔離人員進入危險/限制區
域，無法進行及時有效的預
警和報警監測。警告信息無
法電子化處理。

• 艙內人員和重點物資的位置跟踪定位：

• 隔離人員/物資的實時位置、移動軌跡回放、

路線管理、危險區域警告、危險發生時的緊

急預警和處理。

需求

•門診病歷人員，尚
無法達到集中隔離條
件，但是需要密切跟
踪位置，監測體溫變
化，並且居家隔離。

•無法實時監測居家隔
離人員的位置，監測體
溫變化。

•一旦確診，需要追踪
行動軌跡。

• 居家隔離人員的位置跟踪定位：

• 居家隔離人員的實時位置、行動軌跡回放、

居家體溫監測，電子圍欄預警。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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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倒介紹：
方艙醫院集中隔離人員室內位置管理 應用目標&性能參數

指定區域（出入口、通道
等）設置電子圍欄，人員
一旦出了設定的範圍，可
進行告警，確保安全，杜
絕隱患。

對方艙醫院集中隔離的隔離人員，構建一個基於物聯網的專屬網絡，提供可視化的安全位置管理平
台

室内外融合定位 一鍵SOS報警

隔離人員在艙內的實時定位
查詢，人員總數、 分區數量，
具體對應的是哪個位置，分
組位置查詢，在管理平台皆
可一目了然。

軌跡回放

系統自動採集人員的室內定
位數據，並保存到雲端平台，
支持指定時段指定人員的運
動軌跡回放，實現歷史運動
軌蹟的回溯。

電子圍欄

隔離人員可以在艙內任何
位置發起一鍵SOS報警。
平台可以查詢報警位置，
迅速處置，同時採集人員
的心率、血壓健康數據

室內定位1次/30s
定位精度：2米；
室外定位10分鐘一次；
定位精度：10米

30天的運動軌跡查詢；
1x/2x/4x/8x倍速播放；
室/內外軌跡自動切換；
室內/室外定位坐標顯示。

多種形狀圍欄繪制；
出入警告；滯留警告；
警告短信通知
警告處理日誌。

室外/室內一鍵SOS警告；
警告位置查詢定位；
心率監測與數據採集；
血壓監測與數據採集；



技術方案：系統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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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位置信息服務
雲平台

警告管理版塊

業務管理平台

雲定位引擎

室內定位信標

1. 定位終端固定在需要定位的人或者物品上；

2. 人或物品置於iBeacon網絡中，通過物聯網定期上報定位數據到運營商NBIOT

平台。

3. 定位基站接收定位數據，並將數據發送到雲端定位引擎，完成雲端定位。

4. 管理人員通過PC/移動端查看實時定位情況。

+

平台版塊

互聯網

定位終端手環/手錶
（NBIOT方式，帶健
康數據監測）

運營商NB網絡

運營商NB網絡

NBIOT

運營商IOT平台

運營商NB網絡



系統管理平台基礎功能

1：基礎地圖管理和定位引擎

• 室內定位導航引擎：室內地圖展現、樓層切換，；

• 地圖基礎管理平台：提供地圖基礎信息編輯/修改功能；

• 矢量數字地圖製作：室內地圖數據採集、製作、校驗；矢量地

圖，清晰度無損縮放；室內區域繪製，隱藏路徑繪製，POI分類

杨小明
工号1009	
机修工

5

• 定位標籤，與人員綁定，標識每個隔離人員；

• 人員/資產管理，可支持分組，可以查看群組/部分/個人的信息

狀況；

• 歷史軌跡管理：支持歷史軌蹟的查詢和播放。

• 電子圍欄設置，報警信息查看。

2：後台管理系統



應用場景1：隔離人員實時位置管理

• 精確顯示全區的實時在線人數、分樓層人數、實時位置分佈情況。定位精度2-3米。。

• 定位手環/手錶與人員信息綁定，支持批量添加人員信息；

• 支持地圖模式、列表模式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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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實時位置管理-室外

• 支持室內室外混合定位；

• 當人員離開室內環境，定位終端自動開啟室外GPS/北斗定位功能，並將定位信息通過物聯網網絡傳回系統。

• 平台側基於高德地圖/ Google地圖接口或其它指定地圖，實現室外的位置跟踪。

7

张三丰

該功能可應用於室外監測人員及物資的位置管理



應用場景2：指定人員位置查詢和歷史軌跡回放

• 可檢索指定人員姓名，查看其當前的實時位置和活動軌跡；

• 輸入指定人員姓名、時間段，查看該人員的歷史活動軌跡和位置分佈，一旦異常可根據數據追溯事件。

• 支持1X/2X/4X/8X等多倍速查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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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場景3：人員分組查詢

人員可以分組/分艙/分單元；人員分組可以配置不同顏色定位圖釘，可以查看分艙/個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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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場景4：電子圍欄管理

• 電子圍欄越界管理：對非訪問區域（如出入口、應急通道等）進行電子圍欄權限設置，並可對人員進行分

組權限設定，一旦方艙污染區人員接入或離開圍欄區域，系統及時發出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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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圍欄
越界警告



應用場景5：一鍵SOS警告

• 在緊急情況下，隔離人員可以通過手環/手錶發出一鍵SOS告警，後台立刻發出告警信息，並且可定位告警

發出的人員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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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按下鍵3秒，屏幕
出現“SOS發送中”
後鬆開

一鍵SOS
警告



電子鎖手錶

防水觸摸按鍵

USB磁吸式充電口：
• 防水設計
• 雙充電方式：USB線纜和專用移動電源
• 磁鐵頂針鍍金15mil，長期使用防腐蝕
• 充電快,<2.5H即可充滿
• 選配移動電源（1500mAh）

PMOLED顯示屏：
• 尺寸0.95英寸，分辨率96×64
• 超低功耗
• 顯示電量，信號強度，時間
• 加厚鋼化保護屏

防水觸摸按鍵：
• 防水設計
• 單鍵多功能定義，簡化操作

USB磁吸充電接口

PMOLED屏
96×64點陣

三重防拆電子鎖

選配移動電源 
（1500mAh）



電子鎖手錶-高可靠防拆（鎖扣）

防拆標籤 警告觸發按鍵，滑開滑扣，即產生警告

鎖死狀態，打開必
須破壞防拆標籤

獨立告警
1、鎖扣警警
2、上錶帶斷裂警告
3、下錶帶斷裂警告

鎖扣防拆邏輯：強拆留痕，非授權打開鎖扣警告



尺寸重量 43x23x13mm / 15g (超小尺寸，無感配載) 

產品顏色 黑色

通信網絡 NBIOT 

定位模式

1. 室內外GPS，北斗、WiFi和加速傳感器四重混合定位，通過算法和精度和功耗進行
優化
2. 定位精度：5-20米
3. 支持精準藍牙定位 1-3米 (需要配合iBeacon藍牙信標)

藍牙功能 低功耗藍牙4.2

顯示屏幕 紅 / 藍 LED 

工作時長 充電1.5小時; 待機：多於1個月；正常使用：4-10天(視定位頻率)

電池容量 聚合物電池, 160mAh, 3.8V

充電方式 包裹式觸點充電線

防水等級 IP68 高等級防水

健康數據 心率、血壓、計步、睡眠檢測

SOS功能 支持一鍵報警 (上報到管理平台)

定位手環（2302B） 可選支持體
温偵測版本



資產定位終端（908N）

尺寸重量 125x84x50mm(帶耳仔)/不帶耳仔95mm 

通訊模式
可選版本

NBIOT (700/800/850/900/1800MHz)
GPRS (850,900,1800,1900MHZ) 

定位 GPS/北斗/GLONASS+WiFi+BLE 

傳感器
加速度計 (移動檢測)
陀螺儀(運動監測，傾斜角測量)
光感

SIM卡 Namo SIM / 5*6mm / 2*2mm貼片卡 
藍牙 BLE(支持室內定位)

電池 3*18650電池=最大8400mAH 
LED指示
燈 2個LED (紅和藍)  
按鍵 2個按鍵(SOS) 
防水等級 IP67



具體實施流程

1

數字地圖 設備部署 數據對接 交付與維護

製作方艙醫院的數字矢量地圖

室內外藍牙信標設備部署；
測試、校準、調優；

人員/手錶數據填充；
電子圍欄設置、警告設置

定位數據對接。

系統交付；
系統遠程維護等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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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技術採用“隊列式時域加權過濾多角定位算法”，相比

業內其他公司，定位效果穩定，定位平均誤差可達2米；支持

定位過程中的方向指引與樓層自動切換。

•系統支持定位和導航場景。導航即路徑規劃技術，採用深度

優先弗洛伊德算法，快速計算和繪製poi之前的最短路徑，同

時提供用戶交互文字指引；支持跨樓層導航等。

d1

d2 d3

dx

P	=	f	(d1,d2,d3…dx)

基於傳統三點定位優化的多角定位算法

技術優勢：軟硬件一體 + 融合室內外定位算法 + 雲端大數據

系統兼容 NBIOT/LoRa 物聯網傳輸技術；
一網兩用，更加靈活，已實現在一套地圖+硬件基礎上，同時支持導航和定位兩種應用。
系統輕量化，部署簡單，快速交付。提供開放API接口，增值服務靈活可定制化。



蘇寧藝術館
智慧導覽

成功案例

香港尖沙咀商場
停車場定位尋車

Adidas亞太總部
智慧辦公導航

養老院
老年人定位

醫院
特殊病員定位

污水處理廠
人員&訪客定位

導航場景

定位場景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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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享源創科技有限公司 Sinoini Innovation Hitech Co., Ltd.

地址.: ⾹港數碼港道100號數碼港3座I.T.Street 3樓323室

電郵地址: alfredluikh@outlook.com / alfredlui@sinoini.com

聯繫⼈: 呂家豪 – Alfred Lui

聯繫電話: 6014 96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