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概述 
Project overview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突如其来，在开启各项应急措施的同时，让人们更加注重自己的

健康，而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更成为了社会热点话题，在科技技术发展迅速的今天，如

何为老年人设计出一款简洁有效的产品，从而实时监测老年人的健康状态。 

疾测App正是一款以数字化硬件为基础，设计的针对老年人健康的监控系统，从而达

到进行日常提醒式防护的目的。疾测APP立足于服务于广大老年人，为老年人的疾病

预测做出科学的分析，为保障老年人的生命健康给予合理有效的应对解决措施。在立

足于大量的老年人的疾病数据以及大量的地理位置信息等数据，将借助于APP的平

台，来将服务综合化，集中化，朝着智慧社区的方向发展，以形成社区内部互联互

通，一点响应多点支援，通过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将不同的疾测机器人，智能机器

人医生等医疗设备进行整合，让每一个老年社区都可以迅速变成一个应急的医院，一

个解决老年人身体以及心理问题的智能中心，智慧社区与智慧社区之间也存在着互相

的信息交流，通过云平台的分布式处理，每一个智慧社区互相独立工作互不干扰又彼

此相互协作更好的分析疾病。



产品特点 
Product features

Part2. 目标及任务

目标：检测基本身体状况、减免机械化的

繁琐打卡机制以及人工操作、给予用户最

佳方式 

任务：智能自动记录日常身体状况、分析

最近时间、地点、危险度、根据手环数据

分析身体状况并给予提示

Part1. 价值主张

为老年人群设计的一款进行提醒式防护检

测的健康平台

Part3. 输出方式

手环作为一种载体进行输出输入的转变 

输入方式：改变自发的主动的输入—自动

的实时的输入（手环） 

输出方式：改变自发的打开查看—手环自

动显示呈现 

手环测量准确性方式：1.定性   2.定量

As a kind of carrier, the bracelet changes 
the output and input 
Input mode: change spontaneous active 
input - automatic real-time input (bracelet) 
Output mode: change spontaneous open 
view - Bracelet automatic display and 
presentation 
The accuracy of Bracelet measurement: 1. 
Qualitative; 2. Quantitative

One for the elderlyHealth platform for alert 
protection detection

Part 1. Value proposition

Part 2. Objectives and tasks

Part 3. Output mode
Objective: to detect the basic physical 
condition, reduce the tedious clock in 
mechanism of mechanization and manual 
operation, and give users the best way 
Tasks: intelligently and automatically record 
daily physical condition, analyze the latest 
time, place and risk degree, analyze the 
physical condition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bracelet and give prompt





商业模式画布 
Business Model Canvas

价值主张 关键业务重要伙伴 客户关系客户细分

为老年人群设计的一款进

行提醒式防护检测的健康

平台

Value proposition

One for the elderlyHealth 
platform for alert protection 
detection

成本结构

核心资源

渠道通路

收入来源

Key business

Core resources

Key partners

Cost structure

Channel access

Customer relationshipCustomer segmentation

Sources of income

服务终端：老年人（有行

为能力、无行为能力）护

工、医生、设备提供方 

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大

数据分析

老年人：进行健康检测 

护工、医生：提供正确信

息，进行护理与检查

实时监测，通过手环呼叫

分布式渠道

老年人：有行为能力、无

行为能力

硬件成本（系统平台建设、系统维护

升级）、人员雇佣成本、服务成本
养老成本、广告投入、购

买周边产品

大数据集合分析

Service terminal: The elderly 
(with or without capacity) 
nurse, doctor and equipment 
providerData analysi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analysis Big data set analysis

Elderly: health testing 
Nurse, doctor: provide the 
correct information for 
nursing and examination

Real time monitoring through 
the bracelet

Distributed channel 

Old people: have behavior 
ability, have no behavior 
ability

Hardware cost (system platform 
construction, system maintenance and 
upgrading), personnel employment cost, 
service cost

Pension cost, advertising investment, 
purchase of peripheral products







Flow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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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流程图 
Product flow chart

登陆



Disease 
surveillance

Be your health manager

疾  

测
为⽼年⼈群设计的⼀款进⾏提醒式防护
检测的健康平台

你的健康管家









Disease 
surveillance

疾测 —— 智能⼿环

为⽼年⼈群设计的⼀款进⾏提醒式
防护检测的健康平台

⼼心率 

184次 /秒

提醒： 

您的心率过高，会加重心肌缺血几

率。如出现不适请及时就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