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員資產定位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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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庫貨物、重要資產的
即時定位監控，貨物總
數、剩餘的數量量，具體
對應的是哪個位置，在
後臺皆可⼀一⽬目了了然。

員⼯工即時位置的查詢監
測、歷史軌跡回訪、分
組位置查詢，實現是否
在崗和⼯工作時間等記錄，
有助於優化其作業流程，
提⾼高⼯工作管理理效率。

訪客無需⼈人員陪同，可
以⾃自主進⾏行行⼿手機上的導
航到⽬目的地，同時保安
可以監測訪客即時位置，
歷史軌跡回訪，提⾼高安
全管理理效率。

對於特殊⾏行行業、特殊廠
房，加強安全與⽣生產。
通過電⼦子圍欄欄的設置，
其⼀一旦出了了設定的範圍，
第⼀一時間進⾏行行警報，確
保安全，杜絕隱患。

醫院/園區/物業室內位置服務應⽤用場景

資產監控 員⼯工在崗 訪客管理理 電⼦子圍欄欄

需要構建⼀一個基於物聯聯網的專屬網路路，提供視覺化的智慧安全監控平臺。

國享源創科技有限公司



應⽤用場景1：⼈人員即時位置管理理

• 精確顯⽰示全廠區/全物業的即時線上⼈人數及即時位置分佈情況。
• 定位標籤與⼈人員資訊綁定，⽀支援⼤大量量新增⼈人員資訊；
• ⼈人員可以分部⾨門/分組；⼈人員分組，可以查看班組/部分/個⼈人的位置；
• ⽀支援地圖模式、清單模式查看。

國享源創科技有限公司



應⽤用場景2：重要物資定位監控

• 在需要監控的物資上安裝資產定位終端（908N）, 可進⾏行行室內及室外的實時位置監察。
• 可檢索指定物資名稱、編號，查看其實時位置和過往移動軌跡；
• 可在電⼦子地圖上設定電⼦子圍欄欄，只要物資離開指定區域即時發出警告提⽰示。
• 即時追蹤和歷史追蹤的同時，可聯聯動區域內的攝像頭，獲取視頻畫⾯面，快速查看現場情況。

國享源創科技有限公司

可與攝像頭聯聯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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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用於定位重要物資及資產。



應⽤用場景3 : 訪客導航 & 訪客定位

1. 保安驗證訪客⾝身份信息，
綁定訪客胸卡，並發放胸
卡。

2. 訪客使⽤用⼿手機掃描胸卡
⼆二維碼，⾃自主導航到約定
的會議室或⽬目的地。

3.保安系統可實時查看訪
客位置，並進⾏行行安全管理理。

國享源創科技有限公司



應⽤用場景4 ： 訪客位置查詢和安全管理理

• 位置追踪：特殊⼈人員，如訪客，進入園區後可實時追踪其位置和活動軌跡，查看其活動狀狀
態是否正常。

• 越界管理理：對非訪問區域進⾏行行權限設置，⼀一旦越權訪問，系統立即告警，保障⼈人員及區域
安全。

國享源創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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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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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倒分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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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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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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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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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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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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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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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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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一鍵SOS
警告



香港隔離中心及醫院的應用方案
室內電子圍欄的作用及需要

醫護廁所

醫護休息室、辦公室

醫療物資室

在醫院內，針對醫護人員及患者可以進出的區域進行權限管
理，比如醫護及患者的廁所、醫護休息室、醫療物資室、診
症室、所有醫護工作室等進行電子圍欄的管理，避免患者誤
闖而沒有發現。
另外，在出入口設置電子圍欄，可防止他們擅自離開隔離中
心。

在隔離中心，隔離人士在隔離中心或大樓(如駿洋邨)，因欠
缺有效的監管，隔離人士容易在區域內游走及聚集，設置電
子圍欄可確保他們沒有離開單位及只能在指定範圍內活動，
避免他們聚集交叉感染。另外，在出入口設置電子圍欄，可
防止他們擅自離開隔離中心。

在亞洲國際博覽館或一些檢疫中心，可為不同人士分組分流，
在指定區域等待，避免他們走去別的區域造成現場管理的混
亂。

電子圍欄有效幫助管理者以最少的人手，監控現場人士的行
動軌跡，只要有人誤闖、進入、進開非權限的範圍，系統即
時警報。這以最大程度去保障人員在範圍內健康安全，避免
造成交叉感染的情況。

電子圍欄

室內電子圍欄的作用及需要

電子圍欄觸發警報



香港隔離中心及醫院的應用方案
室外電子圍欄的作用及需要

室外人員位置監測、醫療物資及貴重資產追蹤、車隊追蹤

電子圍欄設置，隔離人士到達隔離地點(家居、隔離中心)報告及離開隔離範圍警報。

對於隔離人士，他們是否已在2小時內到達隔離地點、
是否在地點內沒有擅自離開、離開後的位置，都會即
時觸發系統警報及回報實時位置。有助管理部門實時
監測隔離人士的活動軌跡。

對於管理部門、醫院而言，患者會否擅自離開隔離中
心、醫院等，即時可進行警報及追蹤。

另外，醫療物資及重要物資的追蹤，同時可在平台上
實時追蹤位置及運送軌跡，高效進行資產管理。

室外電子圍欄的作用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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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香港隔離中心及醫院的應用方案
具體實施流程

1. 製作室內數字地圖。
(需要提供CAD圖供製作數字地圖。) 2.計算現場iBeacon佈置數量，以

距離5-7米佈置現場的iBeacon。並
於現場佈置iBeacon。



香港隔離中心及醫院的應用方案
具體實施流程

3.在數字地圖為不同人員進行電子圍欄的分
配。如果離開指定區域，會觸發圍欄警報。
(＊圖中不同顏色的框表示不同分組人士可進

出的區域)

4.在室外地圖上，同時設定電子圍欄，建議
設定50米以上的室外電子圍欄。如果隔離人
士離開了隔離中心/大廈的電子圍欄，即時發

出警報。



香港隔離中心及醫院的應用方案
具體實施流程

5.為隔離人士帶上手帶，並於平台上綁定身分信息，即時可開啟人員的監測。

**	所有流程的示範短片，請於以下網址下載：https://sinoinicom-
my.sharepoint.com/:f:/g/personal/alfredlui_sinoini_com/EtnS_KAJicBFjmDismL2czQBhdIafSiHfmitHMyGbCwE_A
?e=htBb0f



產品：防拆手環 Z70



產品：防拆手環 Z70



無線充電效果 無線充電器充電效果

感應充電，QI標準
採用國際QI無線感應式充電，結合卡扣式結構設計，安全，方便。



產品功能
實時定位：可隨時查看定位對象的實時準確位置，並用不同圖標及顏色對不同角色進行標註
歷史軌跡：可以查看定位對象任意時間段歷史行走軌跡，並在地圖上呈現出來
電子圍欄：可將一些重點區域設為電子圍欄，一旦定位對象進出圍欄，系統立即報警
電子考勤：可以設定考勤區域，考勤對象及考勤時間段，系統可以自動統計實際考勤結果
心率血壓：配備的心率血壓傳感器能實現動態心率血壓監測及心率血壓異常提醒
運動監測：能實現計步，卡路里消耗及睡眠質量監測，以及久坐提醒，抬手亮屏
消息推送：系統可以向定位對象推送消息，可以群發，也可點對點發送
其他功能：屏幕可顯示時間，信號，電量，ID及佩戴者姓名等

技術參數
通訊網絡：NBIOT
定位精度：最高可達1米
顯示屏幕：1寸背光式LCD

產品：防拆手環 Z70介紹



操作按鍵：支持單點觸摸
防拆設計：物理封籤與傳感器檢測雙重防拆
產品電池：內置可充電500mAh聚合物鋰離子電池
待機時間：最高20天待機時間（每小時定位1次）
充電電壓：5V
充電電流：≥200mA
工作電流：≥150mA
待機電流：≥2mA
充電方式：無線充電
產品材質：錶殼材質：環保型PC+ABS，錶帶材質：環保型TPU
產品重量：60g
產品尺寸：50*40*13.6mm（長寬高）
防水防塵：IP68級別：在2米深水下連續浸泡，不會進水
環保標準：SAR值最大為1.14W，遠低於國際規定的標準值

使用環境
工作温度：-20℃—+60℃
存儲溫度：-30℃—+70℃
工作濕度：10%到90%RH不凝结

產品：防拆手環 Z70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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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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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Ø We are located in Cyberport and are the startup company of Cyberport.

Ø SINOINI INNOVATION HITECH CO., LTD. is an innovation 
technology solution provider. Based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SINOINI offers a proven total solutions, systems, and services to create 
values for our customers. 

Ø We provide a series of Smart environments, Smart Mobility, Smart 
Living, Smart Hotel, Face & Iris recogni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technical solutions around smart cities.

Ø We will continue to develop more innovative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and hope to continue to provide our customers with more valuable 
solutions.

國享源創科技有限公司
SINOINI INNOVATION HITECH CO., LTD



Sinoini innovation hitech co., ltd. was invited by the the 
Office of the Government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We share relevant "Smart Mobility" technologies fo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the industry on the 
technical forum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s.

More details: 
https://www1.smartlab.gov.hk/en/highlights/detail.xhtml?i
d=6

國享源創科技有限公司
SINOINI INNOVATION HITECH CO., LTD

Sinoini innovation hitech co., ltd. was invited by the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to introduce IoT solutions to current 
Hong Kong‘s Chief Executive Mrs Carrie LAM CHENG Yuet-
ngor, GBM, GBS, Director of EMSD Mr Alfred Sit and other 
government department. Especially for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solutions and the future of smart city IoT
applications.

More details: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490028731882028
Current Hong Kong‘s Chief Executive Mrs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GBM, GBS, Former Hong Kong Chief 
Executive Mr. Tung Chee Hwa, GBM, visit, experience and 
discuss our face and iris recognition products.



國享源創科技有限公司
SINOINI INNOVATION HITECH CO., LTD

Sinoini innovation	hitech co.,	ltd.	accepted	an	interview	with	WenWeiPo and	
introduced	the	anti-epidemic	technology	solutions	we	developed	for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companies	(especially	for	COVID-19).

It	is	including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anagement	system	(Iris	and	Face	
recognition	with	body	temperature	detection)	and	intelligent	positioning	platform.
More	details:		http://pdf.wenweipo.com/2020/04/13/a04-0413.pdf

Sinoini innovation	hitech co.,	ltd.	accepted	an	interview	with	
HKSTP	and	introduced	the	AR	glasses	solutions	that provided	for	
the	HK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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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fredlui@sinoini.com / alfredluikh@outlook.com

聯繫⼈: 呂家豪 – Alfred Lui

聯繫電話: 6014 96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