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联网技术帮助医疗设备厂商共同迎接挑战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行业纷纷启动数字化转型。随着医疗健康产业的快速发展，各大医院和医疗机构对医疗设备的需求量越

来越大，同时对于医疗设备本身的高可用，高效率，低损耗等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面对这种需求，医疗设备厂商都希望借

助创新的物联网技术来逐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创造新的业务收入 降低成本业务模式创新

• 硬件提供商-服务提供商

• 被动式服务-主动式服务

• 服务差异化（产品即服务）

• 新产品创新（产品优化，功能创新）

• 降低运营成本（渠道管理，备品备件

管理，物流成本，能耗管理）

• 降低服务成本（集中式服务中心建設）

• 降低研发成本（缩短研发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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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GCR IoT Spending by Vertical

2016 2017 2018

Consumer 19,825 23,205 26,591 

Cross Industry 14,836 16,462 18,355

Government 26,561 32,252 37,846

Healthcare 10,757 14,437 19,769

Insurance 2,246 2,623 3,074 

Manufacturing 39,931 46,819 55,641

Resource Industries 9,861 11,728 14,333

Retail 8,397 11,220 14,845

Transportation 23,353 27,385 31,387

Utilities 32,500 33,966 33,009

Other Industries 46,924 52,618 55,990 

Total 237207 274730 312856

市场调研显示-医疗行业物联网发展潜力巨大

Data Source: IDC report

GCR IoT Revenues by industry ($M)

• IOT has become government’s one of key national strategies, the momentum is across industries, with many traditional 
enterprises exploring how to leverage IoT to transform.

• Healthcare, Manufacture, Utilities, Government and Transportation industries showed obvious demand in GCR market.



启动IOT

Connect your things
设备连接

—远程监控管理平台

Turn data into insights
数字洞察

—大数据分析平台

Transform your business
业务变革

—启动创新业务模式

物联网项目阶段目标
• 设备状态，试剂消耗，备品备件远程监

控（位置，运行状态，使用量，分销渠

道，库存…）

• 设备异常告警（告警通知）

• 面向不用用户的管理应用（管理者，运

维人员，安装工程师，客户…）

• 设备预测性维护；

• 个性化服务提供；

• 销售渠道及服务平台优化；

• 供应链管理优化；

• 运营成本优化…

• 组织变革（集中运维中心构建，

渠道扁平化）

• 以服务为中心的新业务模式调整



物联网云平台应具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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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雷钜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Cleidon”或“雷钜”）是微软在物联网（IOT）领域的重要合作伙

伴，提供全面的一体化物联网整体解决方案，具体包括：物联网设备连接平台（数据采集及网络连接

智能硬件）与物联网应用平台（基于微软IOT服务定制的物联网应用）。

智能硬件

医疗
设备

工业

制造
物流
仓储

IOT云平台

数据分析与挖掘

+ +

上海雷钜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CPU&内存 CPU：650MHz，Memery：64M，Flash：16M

下联口 LAN、双通道蓝牙、Wifi

传感器 温度、湿度、PM2.5、CO2

4G FDD-LTE/TDD-LTE

3G CDMA2000/WCDMA/TD-SDMA

2G CMDA/CDMA1x/GSM

天线 内置、外置可选

支持协议 TCP/IP/HTTP/HTTPS/NTP/VPN/FTP/TELENT/ICMP/DHCP/Samba

电源 DC供电，支持PoE供电，另内附电容应急

功耗 <10W

1）通过SDK连接IOT HUB,实现数据云端连接同时能够接收IOT     

HUB发送的指令实现设备反向控制；

2）能够感知设备的位置信息，并按照一定的频率上报至IOT平

台；

3）能够实现离线存储和断线重联；

4）能够实现断电、断网、设备离线、定位失败、升级等场景逻

辑判断，并会上报异常；

5）能够实现进行硬件层软件的远程升级；

6）能够实现采集后的数据压缩处理、加密处理；

7）能够实现数据传输的无线通信（全网通，通信格式转换）；

8）能进行设备Log日志文档的信息采集，并上报；

9）内置看门狗程序，对进程进行监视，防止无故掉线；

10）系统自动校时功能；

雷钜硬件连接智能盒子



雷钜设备远程监控物联网应用平台

智能盒子采集后的硬件将通过IOT Hub将数据传输到微软云平台，通过

Stream Analytics流分析进行数据过滤，利用Power BI的多数据源报表分析

提供面向不同使用者的数据报表，并针对管理者，运维人员及用户开发web

版本，手机版本，微信版本的物联网远程监控应用。该应用对于自动实时捕

获来自各种资产设备包含位置信息、设备运行状态信息、耗材消耗量等海量

数据将利用Machine Learning及HDIsight进行大数据分析和洞察预测，实

现物联网平台的智能分析功能。

该远程监控物联网应用平台将帮助客户实现精准位置跟踪、，设备运行状态

实时监控，保护企业资产，提高设备运行连续性，同时还可以优化营销渠

道，提高运维效率，降低运维成本，提高客户整体满意度。

雷钜基于微软的IOT服务平台，构建了一体化设备远程监控管理应用平台，其中包括：



Web业务平台

Power BI数据展示

移动APP

智能盒子

底层协议

操作系统

低功耗RTOS
微信

业务运营监控IOT云平台

智能硬件 业务运营监控IOT云平台 BI数据分析与展示 Web业务平台+ + + + 微信移动APP +

雷钜设备远程监控物联网应用平台架构



接收消
息、发送
控制消
息。

网关就会用拿到的设备号和
这个设备进行配对

智能
硬件

大数据分析服务

手机APP

IOT云平台

资产设备

1、设备定位、位置布局分析。

2、设备活动范围异常报警。

3、设备运营数据采集与运行状态监控。

4、设备远程控制。

5、设备的保养预测、精准维修。

6、耗材的消耗量计算与精准预测销售。

7、远程诊断支持与视频巡检。

雷钜设备远程监控物联网应用平台主要特点



设备+耗材类型

• 医疗设备厂商、

• 净水设备厂商、

• 打印设备厂商、

• 租赁汽车运营商、

• 融资租赁运行商等

设备监控云平台 大数据分析
手机应用

雷钜设备远程监控物联网方案应用及目标客户





罗氏物联网平台的主要功能

设备状态跟踪

搭建物联网数据平台，提供中央产品管理，数据收集，
存储，管理等服务，实时监控设备位置及运行状态，了
解设备的分布运营。

试剂消耗跟踪

及时了解设备试剂的使用量及使用地点，根据试剂消耗
情况及时补充试剂，提高试剂销售的课预测性与及时
性，提高设备使用的连续性，提高客户满意度。

01

02

06

商业预测 business prediction
通过物联网对采集到的设备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并且
为业务部门提供所需要的销售，财务及渠道优化等商
业决策数据支持。

03

04
服务预测 service prediction

通过历史维修保养数据，客户端信息收集等渠道进行服务预
测。通过机器学习，提前了解设备的健康状体，提供必要的
预测性维护保养。

05
远程服务remote service
基于远程监控平台，为集中的运维服务中心提供远程诊断
支持，提高服务的预测性，准确性，同时提高备品备件的
周转效率，为集中服务中心组织变革提供技术支持，提高
服务运行效率，节约运维成本。

06 扩展性 Extensibility。。。。。



顾客

BI  Data Warehouse/Analytics

数据存储与流分析

应
用
服
务
管
理

资产管理 Portal服务应用

终
端
服
务
管
理 Devices各类设备（Cobas8000,Cobas6000等）

Transportation Layer 数据传输
Gateway网关 专用安全网络 SDK 各类Protocol

Monitoring

运行状况监视

Data Platform数据平台

各类OS

Analytics分析 Reporting报表 Monitoring监视 设备注册配置 基础信息维护

各级经销商 厂家工程师 厂家管理人员

Roche 设备资产远程监控平台架构



Roche 设备资产远程监控平台数据流架构

罗氏资产平台

PBI报表

APP

智能硬件

底层协议

操作系统

微信

Azure SQL Data 
Warehouse

Azure Machine 
Learning

监控逻辑

（通知、异常处理）

Queue

历史数据查询

模块控制

大数据分析HDInsight



监控平台主页面：Homepage

Roche 设备资产远程监控平台功能示例



服务APP：匹配&查看

Roche 设备资产远程监控平台功能示例



定位与异常报警

故障与预防性维修分析

设备运行负荷分析

设备运行日志分析

行为轨迹追踪

设备/客户沙盘分布

→ 减少停机时间提高客户满意度

→ 提高设备与耗材的销售额

→ 资产保护

→ 精准预测销售机会

→ 资产保护、防止串货

→ CRM销售状况的绩效分析

客户：

• 提高设备使用连续性与服务效率，提高客户满意度。

市场销售：

• 了解客户布局，指导销售计划，优化销售渠道；

• 精准监控耗材消耗，直接提高企业收入；

• 监控设备情况，实现设备生命周期管理；

• 防止串货，维护市场秩序；

• 提供个性化服务，提高产品竞争力。

运营服务：

• 保护企业资产，实现集中运维，远程监控，预防性维护，

提高维护效率，减少高端维修人员数量，提高备品备件管

理能力，降低整体运营成本。

Roche 设备资产远程监控平台主要收益





1、选型很重要：数据安全、高并发；

2、数据分析挖掘是最终目的；

3、硬件设计很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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