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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nway®成为移动医护系统,是基于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分析、智能识别等技术，融合智能护士
PDA、移动护理软件、医用平板、移动医生软件、移动
护士工作站，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整体医护解决方案。

成为®移动医护系统，通过WiFi网络和4G网络，无缝对
接医院HIS、EMR等系统，通过蓝牙通讯，对接其他医
疗测量诊断设备。护士通过使用智能PDA，将医院护理
流程中的每个环节实时上传到数据库，并将信息录入和
验证工作自动化，医生通过医用平板，可实时查看病人

信息、病历、检查检验单等，还可以移动观片，下达医
嘱、查房。

通过移动医护系统的使用，在管理上有效衔接了各个工
种环节，降低了医院运营成本，避免了重复工作，提高
工作效率，降低差错产生。同时通过详细记录医护人员
的工作量，提高工作积极性；通过规范和详细记录作业
流程，杜绝该环节的医疗事故；通过改善患者体验，提
升医院形象。

一、系统简介

MOBILE HEALTHCARE SOLUTION          
      INTRODUCTION



MOBILE HEALTHCARE SOLUTION
移动医护信息系统

2

MOBILE HEALTHCARE SOLUTION         
                        STRUCTURE

二、系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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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床旁查询
提供直观的患者一览视图，软件实时查看护士所在病区的所有患者对应的床位列表

a)  患者信息查询：供护士查阅患者信息详情

b)  电子病历查阅：显示患者电子病历内容

c)  检查报告单查阅：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供护士查阅患者的检查报告单

d)  检验报告单查阅：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供护士查阅患者的检验报告单

e)  患者医嘱查询：护士可以查看患者所有有效医嘱信息

f)  患者费用查询：提供护士在病房时对该患者费用的查询，以便护士时刻了解患者

费用情况，及时提醒患者家属费用情况

2、医嘱执行
通过移动手持终端扫描患者腕带条码信息、瓶签及其他条码信息即可进行自动核

对，确保给正确的患者执行正确的医嘱

a)  床旁执行医嘱，包括药品医嘱、医护医嘱、治疗医嘱、检验标本采集、膳食医

嘱、健康教育、术前访视、术后随访等

b)  条码扫描比对，在执行输液、注射、口服、其他类医嘱环节，进行精准的智能 

化核对及流程控制，提升医嘱执行效率与精准度

c)  信息核对异常时，通过特殊警报音进行提示，杜绝给药错误或输错液等情况发

生，全程智能化，5R管理目标

通过护士PDA终端扫描识别患者腕带及药品等手段，保证了临床信息处理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实现

了病人信息的采集、医嘱执行等操作。将护理信息系统的工作范围，以WIFI或4G的方式延伸到病人

床旁，实现护士的移动办公。

三、移动护理软件

MOBILE HEALTHCARE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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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体征记录
通过移动终端实现在床旁对患者的体征信息进行实时采

集、录入、统计等功能

a)  自动进行体征信息的数据统计，并生成统计表单，查看

体温单时支持放大及缩小

b)  体征录入输入具有智能提示、输入引导、信息纠错等，

双重质控，保证数据准确性 

c)  内置红外测量体温、搭配外置设备，通过蓝牙技术自动

获取血压、血氧、心率、血糖等指标数据

4、整体护理
根据患者的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精神等多方面的需要，

提供适合患者的最佳护理

a) 入院评估：查阅或编辑患者护理评估单，为患者办理入院

评估、以及各项功能评估

b) 护理评分：护士根据患者的病情需要,使用相应的评分表格

进行评分，并根据评分结果为下一步护理工作提供参考

c) 健康宣教：病区护士可通过该功能记录对患者/家属进行健

康宣教的过程及效果评价

d) 护理计划：护士根据患者存在的问题拟定相适的护理计划

MOBILE HEALTHCARE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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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护理巡视
按照护理级别定时巡视病房,,了解患者去向及患者的病情变化，加强护患交流，杜绝

护理差错及事故，提高护理满意度

a) 输液巡视：实现护士为患者输液巡视、记录的操作

b) 病房巡视：实现护士为患者巡房记录的操作

i.  例行性巡视：按护理等级要求所规定的周期性巡视记录。比如：特级护理24小

时 专人负责；一级护理1次/小时；二级护理1次/2小时；三级护理1次/3小时等

ii.  检查性巡视：护士长、责任组长、当班护士等检查性质的巡视

iii. 夜间巡视：夜间当班护士对有病情变化的患者应随时巡查，及时观察病情变

化，及时发现并解决出现的护理问题

6、护理提醒
实时提醒患者异常体征信息，有效预防突发医疗事故的发生等

a) 自定义添加待办事项，移动终端弹框及语音提醒

b) 搭配智能输液监测装置、应用物联网技术，开创全新的输液管理模式， 

         实现了输液的集中监控、量化管理和规范服务

MOBILE HEALTHCARE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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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不良事件
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 第三章第九节所示，及时发现潜在

的不安全因素，可有效避免医疗差错与纠纷保障患者安全

a) 医疗安全（不良）事件

b) 药品不良事件报告

c) 医疗器材安全事件

8、护理排班
a) 班次维护

b) 快速排班、批量排班

c) 排班导出、打印

d) 周切换，易用省时，细节倾心

9、护理档案
a) 护理人员一览表

b) 护理人员档案编辑维护

c) 护理人员请假/销假管理

d) 护理人员转岗/离职管理

MOBILE HEALTHCARE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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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护理辅助
a)     患者满意度调查

b)    随访患者管理

c)    随访记录管理

11、决策分析
对比分析不同科室、不同角色、不同护理人员的

工作量，并进行统计报表、图表分析

（饼状图、柱状图、折线图）

a)     体征记录统计分析

b)    护理巡视统计分析

c)     医嘱执行统计分析

d)    患者满意度统计分析

e)     随访患者统计分析

f)     ……

12、终端管理
a)   设备注册授权

b)  消毒更专业，提供高温消毒箱

MOBILE HEALTHCARE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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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床旁查询
提供直观的患者一览视图，实时查看护士所

在病区的所有患者对应的床位列表

a)    患者信息查询：供护士查阅患者信息详情

b)    电子病历查阅：显示患者电子病历内容

c)    检查报告单查阅：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供护       

士查阅患者的检查报告单

d)   检验报告单查阅：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供护

士查阅患者的检验报告单

e)    患者医嘱查询：护士可以查看患者所有有

效医嘱信息

f)   患者费用查询：提供护士在病房时对该

患者费用的查询，以便护士时刻了解患 

者费用情况，及时提醒患者家属费用情况

通过医疗平板，医生可以查看病人信息、电子病历、检查检验单、检查影像等，

也可查房、下达医嘱，保证了临床处理的时效性。

四、移动医生软件

MOBILE HEALTHCARE SOLUTION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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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移动观片
管理和处理DICOM影像数

据，支持检查影像查阅

MOBILE HEALTHCARE SOLUTION                                 
       SOFTWARE

3、下达医嘱
根据患者的体征、检查报告单、检验报告单、

检查影像、护理记录等信息，医生可床旁实时

下达医嘱，同步HIS数据。

a)    床旁支持新开医嘱

b)    支持修改、暂停、启用、删除医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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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平台

MOBILE HEALTHCARE SOLU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1、病人管理
病人信息展示、医嘱查询、执行记录查询、体征

记录显示及打印、腕带打印等

2、科室排班
科室班次设置、排班列表、排班输出及打印

3、不良事件
药品不良事件、医疗器材安全不良事件、医疗安

全不良事件等登记和审核上报

4、护士档案
药品不良事件、医疗器材安全不良事件、医疗安

全不良事件等登记和审核上报

5、权限管理
设备授权管理、用户角色权限管理维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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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护士终端(H100)

项目 属性 备注

CPU MT6735

RAM 2G

ROM 16G

二维读头 Zebra SE4710

蓝牙 BT4.0

电池 4000mAh

系统 Android 6.0

WLAN 支持协议IEEE802.11 a/b/g/n

3G/4G 4G支持全网通

屏幕 5寸1080P IPS屏

MOBILE NURSING SOLUTION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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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护士终端(C6000)

项目 属性 备注

CPU 四核1.3GHz

RAM 2G

ROM 16G 可扩展32G

一维读头 Zebra SE965

二维读头 Zebra SE4500

蓝牙 BT4.0 外接蓝牙打印机

电池 4000mAh

系统 Android 5.1

WLAN 支持协议IEEE802.11 a/b/g/n内置天线

3G/4G 4G支持全网通

屏幕 4寸480 x 800分辨率LCD多点触摸屏（电容屏）

MOBILE NURSING SOLUTION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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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医生平板

项目 属性 备注

CPU MSM8940或MT8163

RAM 2G

ROM 16G

蓝牙 BT4.0

电池 6000mAh

系统 Android 5.1以上

WLAN 支持协议IEEE802.11 a/b/g/n以上

3G/4G 4G支持全网通

屏幕 10.1寸1200*1920 IPS屏

MOBILE NURSING SOLUTION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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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医院腕带

十、关于我们
深圳市成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一

家专业从事智能移动终端生产和研发，以及基于智能终

端的行业应用解决方案研发与应用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经过10余年的发展，成为信息已经在移动医疗、

金融、人员与资产管理等领域拥有优秀的行业解决方案

软件企业认定证书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www chainway cn. .

CW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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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施与服务网络。公司面向全球提供综合的产品服

务，目前在国内有分支机构12个，在印度设立了全资

子公司。成为产品已经赢得超过4000家客户的信任并

正在为他们提供服务。

MOBILE NURSING SOLUTION          
                     ABOU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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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86-755-23223300    
传真:  +86-755-2322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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