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迹医疗WGV系统及AI生态圈定制方案 

A
I

智

慧

 
 

触

手

可

及 



WGV智能运输系统 

AI智能物联系统 

医疗监护定位系统 

互联网科室构建 

寻迹机器人（广东）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8926153470 

工作QQ ：249508213 



医疗物资的智慧化管理是智慧医疗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医疗服务正在从“信息化”迈向“智慧化”。很多医院通过建立综合运营管理系统、医疗废弃物

物流管理系统、智能被服管理系统、智能设备监控系统、智能能源管控系统等，实现了工作流程的闭环管

理，相当于配备“智慧管家”，提高医院管理的科学水平。                          

 

        

       医院物流在现代医院管理中拥有战略性地位，几乎涵盖了医院所有业务部门的日常作业和管理活动，

如医院文书档案传输（包括病历、医生处方、检验报告单、医疗收费单据和账目等）、医用物资传送（药

品、药械器材、无菌医用材料、手术器械等）、医用标本送达（化验标本、病历标本等）以及医院后勤部

门的采购、装卸搬运、储存保管、供应等保障活动。随着医药分离等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医院内部

结构的优化和医院运营成本的降低得到越来越多医院管理者的关注。现代物流技术在降低成本、改善服务

方面的战略价值日益为人们所认知及重视，通过引入现代物流理论与技术，可以改善医院整体运营绩效。 

现状背景 

医院物流运输的观念也正从有人或静态（如气动、轨道物流系统）向无人或动态（机器人）的方向转变。 



智能WGV机器人运输系统让医疗物流变得简单 

无门槛、投入快 
无需医院建筑改造，直接投入使用 

无人驾驶、方便灵活 
自主乘电梯，自主开关门，自主绕障，自动配送，多机调度，无轨导航 

定制化服务 
拖船式、多格货柜组合，不同的个性定制满足医院日常物资传输 

安全保障 
智能锁+全程监控，全程闭环跟踪物资流转过程和转运路线确保货品安全 

封闭式管理，避免二次污染 
 减少医护人员接触暴露风险，运输途中车内消毒，避免二次污染 



24小时执勤的医疗WGV机器人 

WGV智慧运输机器人，其英文缩写为Wisdom Guided Vehicle，是指在计算机和

无线局域网络控制下的无人驾驶智慧导航运输车，经磁、激光等导向装置引导，

能从多点到多点，自行选择并自主完成一系列物品移载、搬运等作业，从而实现

医院物品传输。 

智慧运输机器人的前身为主要应用于工业生产和物流行业等的AGV自动运输机器

人（Automated Guided Vehicle），其自动意思是指设备沿设定的路径运行，而

升级后的新一代技术能在范围内自由行走而被称为智慧WGV。 

WGV /AGV机器人主要用于代替劳动密集型的手推车，运送病人餐食、衣物、医

院垃圾、供应室消毒物品等，能实现楼宇间和楼层间的传送。 



将医院的存储、加工、配送、回收到废弃等流程打通，并整合为一体，通过远程控制&云端运维，让各个环节协同作业，
最终，利用大数据形成反馈闭环，让医院成本更低，流程更大优化，安全风险趋于0，实现更专业、更高效、更系统的
智慧生态。 

住院楼 

医技楼 

ICU 

手术室 

消毒中心 

药库 

中心药房 

静配中心 

污物处理中心 

智能综合构建应用场景 

无菌器械包、一次性无菌品、治疗包、医疗

耗材、检验报告、病理标本、药品、输液、

检验样本、病历档案、办公用品等。 



我们的机器人极具优势 

实现跨平台、跨型号、跨系统、
跨区域、跨工作岗位的不同机器
人的统一管理，实现机器人一体
化、标准化工作的一致性，让用
户实现对机器人员工的管理简单
化 

寻迹科技支持每个医院的机器人
员工都拥有一个强大的大脑，通
过中央网络的人工智能算法、神
经元网络技术让机器人不断的自
我进化，使医院的机器人员工越
来越聪明，更大程度的解决医院
的人工问题和提升对患者服务体
验极致化，通过我们的技术，我
们会让机器人表现的越来越优雅
自然，更加接近人类的智商 

实现机器人与机器人、机器人与
各相关软硬件产品设备的互联互
通、交互协作，使机器人的效率
和功能发挥达到最佳状态，保障
机器人为人类提供人性化、个性
化的服务,经过将近5000家客户与
5年的市场运营经验的使用，是目
前市面上及其成熟的产品 



WGV机器人系列 

自主乘坐电梯  自主避障  自动回充  自动拨打电话  智能创建地图  



有关研究显示，医护人员将10%的时间用于运输

物品而不是照顾病人，长时间的劳累，让护理人

员心力交瘁。 

而WGV机器人的无人转移特色正好可以有效解决

这些问题，能够有效提高当前医院物流系统的效率。 

各类人员交叉感染的潜在可能性以及物品受污染、

受损、丢失的现象。 

避免多人接触 运行稳定 流程闭环 操作简单  



寻迹智能运输机器人 轨道运输车 

对比 

投入成本 ✓ 
硬件费用较低，根据实际情
况设定设备数量，并且无需
轨道工作 

需要铺设轨道，硬件设备成
本高昂，对于旧院改造难度
更大 

灵活性 ✓ 
随时根据实际需求调整。点
位增减可通过远程编程实现 

设备一旦铺设，点位固定，
不便调整 

通勤能力 可能受地面不确定因素影响。 
专属轨道运行稳定，无外界
干扰 

✓ 

可扩展性 ✓ 
只需通过激光扫描地图便可
在新的场景运作 

轨道固定不便于对未来需求
的调整 

承载能力 ✓ 
50KG以上的承载能力，并可
根据特殊需求定制车型 

一般为30kg左右的运载能
力，但厢式固定不便扩容 

未知影响 ✓ 
设备独立工作单一设备 故障
并不影响其他设备运作 

轨道线性工作，中途一小车
故障将影响其他小车工作 

产品对比分析 



点位准确召唤 扫码便捷召唤 OTA评论更新  

多种语音配置 数据报表查询 实时运行监控  

无接触操控 
集中式管理 

将医院的存储、加工、配送、回收到废弃等流程打通，并整合为一体，通过远程控制&云端运维，让各个环节
协同作业，最终，利用大数据形成反馈闭环，让医院成本更低，流程更大优化，安全风险趋于0，实现更专业、
更高效、更系统的智慧生态。 



Model Picture Scenarios 

 
 

RUN 

 
楼层物资快速调配 
如：配药房、化验室等使
用 

 
 

CAR 

 
拥有更宽大的储物空间，
更适合食堂、试管框架等 

 
 

BOX 

细分化的储物形势，方便
检验标本、有分隔需求的
物资、档案资料等传递 
 
可定制抽屉、储存柜形式 

 
 

WATER 

自由的承载方式，更大的
承载量，适合物资仓库、
被铺、污物等运输 
 
定制承载方式 

多种机型 多场景应用 

全系封闭式容器空间均配备 

紫外线灭菌装置 

可根据需求定制开发产品 

封闭式货柜可设密码开启 



消毒灭菌，是医院的必须工作  

路线及点位 
可设置  

点位消毒时间
可设置  

自主上下电梯 自主避障 自动回充 任务数据统计 

——消毒机器人 



AI讯息主动咨询系统 

l  智能主动迎宾 

l  楼层、科室答疑 引领 

l  医疗咨询互动查询 

l 极大减轻人员重复性描述工作 

l 减少医护人员与患者身体接触感染风险 

l AI智能及时的信息沟通，可改善医患关系  

优势： 

产品特点： 



银蛛智能贩卖系统 

l 3分钟为您搭建属于您的专属       
电商平台  
l 基于小程序开发，无需下载
APP，更方便，更快捷 
l 专业运营团队后台远程管理   
l 支持上架酒店自营商品  

l 商品种类最多可高达57种 
l 占地面积:2m²(含机器人) 
l 售卖商品:饮料、零食、日用品
(罐、 瓶、盒、袋包装式均可) 
l 专业技术团队远程或线下同步
支持  

l 自主避障、自主上电梯  
l 自动取货、送货  
l 自动拨打电话提醒客人开门取物  
l 支持自动发货及人工发货菜品、 
l 甜点 等非货柜内商品  

自动接驳  

自动送货  

自动派单  

选购下单 

智能货柜  送物机器人 电商平台 

l 避免人群在传统便利店扎堆 

l 减少人力成本 

l 增加医院营收 



寻迹医疗监护定位系统 

医院通过寻迹系统可以识别每一个患者的病例信息 

 

系统可以显示患者位置，当患者发送呼救信息时，医生可以及时获知患

者所在位置，同时，亦可定向推送信息并开通双方信息交流服务。 

 

医院通过寻迹定位手环限定患者的移动范围，当患者超出移动范围即刻

报警。 

 

患者可以主动检测血压、心电等数据并上传云端管理，亦可佩戴手环进

行无间断的被动监护。 

身份识别功能： 

定位功能： 

电子围栏功能： 

主动与被动云监护功能： 

      寻迹医疗定位系统是运用室内定位技术，基于提升医院安全运营为目的，向通过向医生、护士、护工以及患者提供全新

的互联网+诊疗服务。系统包括主控制台、主动监护设备、手机APP软件、定位硬件以及手环，是一个应用于物联网、移动互

联网、智能型穿戴式设备的综合性系统。 



网络环境评估作业  

定位区域电子地图绘制    

定位区域改造工程/定位硬件 

硬件施工 系统集成主机 

（含台车，显示器） 

平板便携式监控器 

多用于护士站，便于监控及察看 

患者快速输入识别器 

报警系统   

出入口视频监控系统（含液晶平板监视器） 

辅助监控系统 

主动监护手环（含心电血压血氧） 

被动定位监护手环 

便携式穿戴设备 

手机版本APP软件固定下载设备   

寻迹定位后台管理软件  

系统自动升级服务     

现场维护      

软件及服务 

寻迹医疗监护定位系统组成 



互联网科室解决方案，方案结合远程会诊会议系统、网络手术点直播平台、三维影像手术规划评估系统、3D打

印服务、术前面谈影像记录服务以及服务型机器人等，为患者提供更加直观便利的“互联网+”医疗服务。  

系统界面 



智慧WGV医院机器人物流运输系统 

——一院一案 个性定制 可租可售 方式灵活 

环境
勘察 

方案
设计 

院方
确认 

现场
部署 

交付
运营 

SLAM智能建图(机器人运行楼层);  

模块安装及物联(维保员监察); 

软硬件各功能测试  

根据勘察数据设计硬件方案 

设计相关使用程序、界面 

运行路线，机器人工作路线平整 

确定物联方式 

意见反馈确认、签订合同 

前期施工准备 

院方确认、验收 

组织相关人员培训 

建立专属售后技术团队 



ABOUT   

作为国内率先专注于医院机器人产品应用与技术研发的科技型公司，寻迹医疗科

技凭借多年积累，主攻智能机器人应用与运营。 

寻迹团队秉承以技术创新为动力，将机器人的应用美融入现有医院场景和工作团

队中，为医院提供全新的科技服务体验改善医院运营问题及人力的问题。 

 

智慧机器人，让人类更幸福 

寻迹机器人（广东）有限公司 

研发制造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朝桂南路1号 
                       顺德科技创新中心2座2201室 

运维中心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西华路418号金平大厦5层     
                           电话：（020-81252191） 

机器人展厅地址：广西南宁市南宁东站北广场BJ04铺 

机器人仓库地址：广东省鹤山市共和镇竹园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