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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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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总部上海，成立于2002 年，始于“复
旦大学”，流媒体核心技术”拥有者”。

n 团队54% 技术人员，58%硕士毕业生

95%的本科，持续10年超营收20%研发
投入占比。

n 2016年新三板挂牌，创新层 TOP 10
成为细分行业领军者。

n 智慧云平台和大数据研发高新技术企
业。

n 北京、武汉、南京、成都、深圳分公司
陆续成立，办事处覆盖全国各省会城市

n 2019年清鹤合同总额同比增长40%, 是

一家快速增长型企业， 医疗版块增长迅

速。

1.公司介绍



2. 六大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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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硅谷

分支服务机构

Ø 总部设立在上海

Ø 北京、上海、苏州、硅谷四大研发中心

Ø 全国各分公司办事处，服务范围覆盖全国

北京

苏州

浙江

深圳

青岛

郑州

成都 武汉

长沙

西安

上海总部
南
京

乌鲁木
齐

西宁 济南

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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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荣誉
n 高新技术企业

n 国家级创新基金

n 国家核高基重大专项

n 科技小巨人企业

n 10余项国家发明专利

n 100余项软件著作权

n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n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n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上海清鹤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视频场景融合联合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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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

清鹤科技联合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成立视频场景融合联合研究中心，联合研究中心围绕智慧视频的场景应用及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充

分利用清华大学在自动化科技方面、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方面、视频分析与处理方面、网络与大数据技术方面积累十余年的师资与科研

力量；结合清鹤科技在垂直行业中技术积累、实践经验、大量实践数据和成功项目案例共同合作研究。

清华大学—上海清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视频场景融合联合研究中心



02 智慧门诊
分诊叫号  信息宣教  智能导诊  专家排班



智慧门诊
多维度全场景    全流程体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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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高峰期人流量陡增，流量起伏大。

l 挂号区人群拥挤，号余量信息未知。

l 候诊区人群密集度高，排

队秩序难管理。

l 候诊区等待时间长。

l 患者来回穿梭，出入口/电梯/

走廊区域易造成拥挤。

l 患者咨询多，护士导诊工作

量大。

门诊业务痛点门诊业务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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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理念

以患者为中心，去中心化原则，全流程、全场景设计，覆盖门诊全业务流程。



n 基于IP网络，B/S架构，智能显示一

体机。

n 支持分时预约、二级分诊机制。

n 支持现场和移动报到（签到）机制。

n 多元化信息发布方式，对患者提供全

方位的导诊、导引和宣教等。

n 与网络互通，支持提供互联网+门诊

服务。

架构特点

专家排班
电子地图导航

人体3D导诊

自助报到机

信息宣教屏

诊间屏

 候诊屏
 叫号器

报告屏

诊间报到机
（壁挂式）

服务评价器

取药叫号屏

物理叫号器

移动端服务   HIS系统对接

系统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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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患者为中心，提供全流程移动端线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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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为患者提供诊前（诊疗预约、导诊）、诊中（信息推送、导航、报到、支
付）和诊后（患者反馈、随访）等全流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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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诊前智能引导

智能导诊 地图导航 信息宣教



16智能导诊 地图导航 信息宣教

2、诊前智能引导



17智能导诊

2、诊前智能引导

信息宣教地图导航



18智能导诊 地图导航 信息宣教

诊前智能引导2、诊前智能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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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机制是建立有序、高
效候诊环境的关键。

二级分诊是提高分诊效
率、缓解一级候诊区人流
压力的有效机制。

科学、人性化的队列机制
是缩短候诊时间、建立和
谐候诊环境的有力保障。

配置护士分诊台，设置一、二级患者候诊区，护士分
诊台支持统一队列管理。

候诊3、候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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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分诊台，采用壁挂式诊
间报到机，适用于无大面
积候诊区、人流小、队列
与诊室一一对应的场景。

配置诊间报到机，设置一级患者候诊区，患者自助扫码排
队，屏体自带发声

3、候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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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会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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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更多场景



四、叫号屏和信发屏融合设计，自由切换。三、智能排队策略，最优算法，最大程度提高分诊效率。

二、移动端实时查询和提醒，提供最便捷的门诊服务。一、显示界面风格定制化，后台随心改。

方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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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方案优势



03 智慧病房
 医护对讲  床旁交互  病房电视 ICU探视  



终端全场景覆盖， 智慧全方位触及

25

智慧病房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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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架构

n 基于IP网络，B/S架构。

n 全智能终端。

n 可视化对讲。

n 显示无处不在。

架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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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能床旁交互系统

面向患者 面向医护 IOT

p面向患者，提供高清直播、电影点播、健康宣教、医院介绍、费用查询、营养点餐、服务评价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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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能床旁交互系统

面向医护面向患者 IOT

p面向医护，提供电子床头卡、床旁护理、床旁查房、医嘱查看、护理呼叫、电子确认书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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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能床旁交互系统

面向医护面向患者 IOT面向医护

p面向物联网，提供病房灯光控制、输液监测、生命体征采集、婴儿防盗、机器人送物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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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P医护对讲系统

可视对讲
护士医生与患者之间可建立
可视对讲，在满足基本沟通
基础上，可实现远程查房和
远程问诊等。

双模对讲
服务在线与脱机模式并存，
当服务器宕机时，系统自动
切换到脱机模式，呼叫功能
正常使用。

移动优先
设计全新呼叫流程，落实责
任护理政策，优先呼叫到责
任护士移动终端，切实提高
患者住院满意度。

未处理事件提醒

按规则生成未处理事件，并 
显示在走廊屏、病房门口
机、管理主机上，信息随处
可见，拒绝遗忘。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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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P医护对讲系统

话务管理台
呼叫中心设计理念，可视化 
话务管理台，呼叫队列可视 
化， 护士处理呼叫请求更
高效。

内部通讯录
系统自动按科室生成内部通 
讯录，告别记背枯燥的数字号
码， 沟通更高效

自动语音反馈
已知呼叫目的时（换药），
护士不接听，直接点击屏幕
“已受理 ”，患者端可听到
“已受理，请稍等”。

自定义广播
可根据需求，创建分区、定
时、定向广播。可外接外部
音频信号或本地录制音频。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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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P医护对讲系统

护理助手
病员一览表、电子床头卡，
工作提醒，医嘱信息核对，
输液集中监控等。

定向宣教
根据患者情况，系统可定期
或主动推送入院须知、护理
注意事项以及护理计划等定
制宣教内容等。

动态护理定位
门口机、病床分机支持护理 
定位，动态加入振铃组，处 
理更高效，管理更简单。

9 10 11 12

开放扩展能力

围绕护理流程，对接第三方
系统，为医院定制特色功
能，提高护理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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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病房（互动）电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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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CU探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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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全 IP技术架构，各
子系统互联互通。

全高清音视频交
互，医护患零距离
沟通。

以患者为中心，极
致用户体验。

4
智慧互联，走向
“智能时代”。35

6、方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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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远程医疗
 远程会诊  远程问诊  手术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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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远程会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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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远程会诊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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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手术示教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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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手术示教--操作界面



05 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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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中医院

义乌市中医院是一所集临床、教
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为一体的国
家三级甲等综合性中医医院，清鹤为义乌
市中医院提供了智慧门诊导医系统及病房
互动电视系统解决方案。                             

门诊合计部署部署512点位，病房
部署数字病房系统350余点位，设备部署在
门诊大楼的大厅、门诊候诊区、护士分诊
台等多个人流密集处及医院病房，系统部
署后为患者提供优质就诊服务，建立良好
的就诊秩序，丰富便捷了住院期间病人的
生活，并与医院的高端形象相得益彰，受
到患者和行业的一致好评。

三级甲等中医院



三级甲等专科医院

天津市肿瘤医院（是我国肿瘤学科的发祥
地，是集医、教、研、防为一体的大型三级甲
等肿瘤专科医院。医院建筑面积417.5万平方
米。2018年选择清鹤为医院建设门诊分诊叫号
系统和信息发布系统。

设备部署在门诊大楼的大厅、门诊候诊
区、护士分诊台、医技科室和药房等科室，合
计500个点位，在2019年6月新门诊楼启用之
际，日门诊量突破了8000人次，达到了门诊高
峰，在面对如此多的就诊患者，我司的叫号系
统配合信息发布系统对排队患者进行了明确的
分流，排队优化等，极大的减轻了医护工作者
人员疏导的工作，使患者有条不紊的进行排队
等候，也极大的减少了普诊患者的排队等候时
间。并得到了院方及患者广泛认可。

天津市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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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亚心总医院是一家三级甲等医院标准
建设的综合型医院，医院占地面积约为2.5万平
米，建筑面积为24万平方米，设置住院床位1100
张。

亚心总医院秉承着“尊重、理解、支持、
认真、诚信、职责”的十二字箴言，医疗全身心
为患者服务，一切以患者为中心的办院理念。我
公司有幸为其设计了全套门诊&病房的智慧化方
案，成功搭建了“移动端、分诊导医系统、专家
排班、多媒体综合信息显示系统、数字病房系
统。

门诊合计部署部署300点位，病房部署数
字病房系统350余点位，设备部署在门诊大楼的
大厅、门诊候诊区、护士分诊台等多个人流密集
处及医院病房，系统部署后为患者提供优质就诊
服务，建立良好的就诊秩序，丰富便捷了住院期
间病人的生活，并与医院的高端形象相得益彰，
受到患者和行业的一致好评。

现场部分图片

武汉亚心总医院
三级甲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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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健康（检测）中心，是中国保险第一名的中国平安聚焦“大医疗健
康”的时代产物，以推进分级诊疗，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实现区域医疗资源共
享为导向，依托国际先进的影像设备、全国权威的医学专家、覆盖全国的合作
医疗机构、强大的IT系统及专业的运营管理能力，打造线下线上一体化的影像
诊断、医学检验和精密检查综合医疗服务业态。

2018年年末清鹤科技为平安健康（检测）中心设计研发了以云端总控
系统（含主备双机软件）为核心，以信息发布为基础的智慧导检系统与医生护
士工作站。利用排队论的知识对体检系统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分析优化，使客户
在体检中心花费最少的时间完成所有健康检查项目，提高体检中心工作效率与
服务水平，从而使体检中心达到最佳的运营状态。

此外，部署在上海浦东金桥数据中心的云端总控系统实现了对平安健
康（检测）中心各门店的远程统一管理，现已经落实到南昌、武汉、襄阳三大
门店。清鹤科技凭借终端屏体高度实时融合；医院上班休息时间共享；屏体可
将队列信息与信息宣教内容进行任意切换等技术优势，与平安健康（检测）中
心达成了深度合作。

平安健康（检测）中心



•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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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一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新医
院建筑面积39万平方米，开放床位2500张，设有51个病区。

该院年均门诊量约为110万人次，在旧院时院方采用人
工叫号，手工签号的叫号方式，此方式极大了增加了医护人
员的工作难度，也对患者的就医条件产生了不好的影响，而
病房内的住院患者也只能观看传统的直播。为解决此现象不
再在新院复现，秉承国家卫健委关于智慧医院的建设的理
念，我司有幸为该院设计”智能排班显示系统“，”信息发布系
统“，”排队叫号系统“，“数字病房系统”，解决现有的问题，彰
显建设智慧化医院理念。

目前部署点位1315处，其中门诊点位415处，病房点位
900处。设备分别部署在医院大厅，诊区候诊区，护士分诊台
等人流密集处，覆盖面广，患者可以快速有效的得到最新的
就诊信息，显著提高了患者就诊质量，使患者可以有序候
诊，也减少了医院工作人员的工作难度，并丰富了住院患者
的生活，使住院患者可以在住院期间通过数字病房系统进行
视频点播，直播观看，宣教视频的学习及费用查询等。在新
院正式启用后得到了院方，候诊人员及住院患者广泛好评。

徐州第一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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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