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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法规规定
的范围之内，通
过AIDC技术和利
用专业合作伙伴
网络，为整个医
疗卫生系统（从
药品生产到患者
护理）的安全提
供保障。

医疗卫生

”

“

Datalogic公司熟悉医疗设备和药品的生产与分销，
验证拯救生命的产品是否符合所要求的规格标准，
以便正确分发药物并对设备进行正确的跟踪、标
记和检查。Datalogic得利捷凭借尖端的固定式阅读
器、扫描器、手持式设备和移动数据终端确保批
号、制造信息、到期日期以及设备、纸箱和托盘上
的二维条码中存储的更多信息在整个供应链中得到
妥善的追踪和验证。

制药

工业级手持
阅读器

机器视觉无人值守
扫描系统

移动数据终端



患者安全和预防医疗错误是医疗卫生行业最

重要的问题。医疗卫生专业人员在指导护理

活动时依靠Datalogic得利捷条码阅读器，以

确保正确的患者识别、药物验证和全面的电

子病历 (EMR) 管理。

采用POS结帐方式的零售药店需要对柜台上的
空间进行精心的优化，才能确保用于药品销售
的最大空间。
因此，条码扫描解决方案最为紧凑的外形和最
高的功能非常重要。Datalogic得利捷为药店提
供能够扫描目前处方标签中最为常用的小型、
难以读取条码乃至二维条码的影像技术。

药房

医院

移动数据终端

通用手持阅读器

通用手持阅读器

柜台阅读器

移动数据终端

客户服务部门

EASEOFCARE  
服务计划 

Datalogic得利捷客户服务部门致力于提供广
泛和全面的售后服务。它将服务分为三个层
次，保证每一个具体问题都能得到最合适的
专业协助。
Datalogic得利捷客户服务部门可以在本地部
署一个多语言专业团队，团队成员拥有所有
产品广泛的技术专长。
我们的标准服务内容包括：延期保修、维修
周转时间加快、全年24小时电话服务、保证
备件供应和次日现场检查维修。我们可以根
据您的具体需求提供定制服务。从可行性研
究到延长售后支持，我们的专家将为您的项
目的每一个阶段提供支持，并在必要时分析
根本原因，进行修复。

Datalogic得利捷延保服务计划在
产品使用周期内提供卓越的服务
支持，确保产品始终能运行在
最佳性能状态。 

可根据您的业务需求提供各种服务计划：

 保修期延长
 (3年和5年可选)

 维修周转时间加快 
 更好的运输条件 
 原厂配件和流程 
 选择工厂进行升级 
 电池管理

请联系您的销售代表，了解您所在区域的服
务类型。

www.datalogic.com



制药

药品生产
药品生产需要高性能的解决方
案，以便在制造过程的每个阶段
确保安全并对产品进行准确的跟
踪。
Datalogic得利捷解决方案包括智
能相机、视觉系统、激光打标系
统和固定式条码阅读器，用于在
生产移动过程中对药品进行检
查、标记和验证。

药品配送
医疗设备和药品生产与销售为医
院、药房、护理人员和患者提供
救命产品以供其使用。
确保这些产品按照严格的规格制
造，需要Datalogic得利捷视觉和
标记系统来对药物和设备进行正
确的配送、跟踪、标记和检查。



BLOOD BANK
MILK BANK

EMERGENCY

医院

实验室
在临床实验室中，采用自动数据采
集技术，确保对正确的样本进行正
确的化验，并对化验结果进行正确
的评价和记录。实验室解决方案有
助于对数千个标本进行有效的跟
踪，同时，还有助于预防感染。实
验室的技术人员和工作人员使用
Datalogic得利捷手持式阅读器和移
动数据终端，并将Datalogic得利捷
条码扫描引擎集成到了测试设备
中。
这些解决方案实现了实验室操作完
整性的最大化。

手术
医院和医疗环境在跟踪一次性物品
的过期处置和非一次性仪器的清洁
方面，对准确性有非常高的要求。
这些信息最大限度提高护理质量，
并减少感染的可能。Datalogic得利
捷技术为这两项应用提供了解决方
案。使用Datalogic得利捷激光打标
系统对手术器械进行蚀刻，使其具
有不受刺激性化学品和高压灭菌器
影响的永久条码。

这些条码的阅读是灭菌程序的一部
分。
Datalogic得利捷条码阅读器和移动
数据终端将最新的数据采集技术与
已消毒外壳相结合，以通过消毒剂
进行日常清洁，从而有效抵御病菌
和细菌。
这些设备能够从无菌仓库到手术室
对耗材和器械进行跟踪。



WAREHOUSE

KITCHEN

患者，临床护理
床边扫描和电子病历在整个医疗
卫生行业中的应用，提高了医
务人员的工作效率和护理的及时
性，同时消除了人为错误和不
良决策。Datalogic得利捷条码解
决方案通过与医疗卫生系统的合
作来确保患者的安全，从而落实
五项重要的患者权力：正确的患
者、正确的药物、正确的剂量、
正确的路线、正确的时间。

挂号
使用条码对患者进行电子跟踪，增加
了治疗的有效性，并有助于消除错
误。附在医用图表和患者腕带上的条
码，用来在从挂号到出院的全过程中
对患者进行识别。Datalogic得利捷手
持式阅读器和移动数据终端具有高效
安全的数据采集功能，消除了人为的
数据错误，提高了病人档案的可靠
性，并对其进行跟踪和随访。

库存管理
每个企业都通过严格的库存管理来降
低成本。
对于医疗行业库存而言，为维护正确
的库存水平并清除过期物品，控制过
程显得至关重要。Datalogic得利捷解
决方案包括移动数据终端和条码阅读
器，能提供准确可靠的库存信息，帮
助医疗卫生企业提高护理水平，降低
成本。

正确的药物
正确的患者
正确的剂量
正确的路线
正确的时间

患者的

5
项权利



药房

店内操作
药店依靠节约成本的库存管理系统
来进行运营，该系统使用数据收集
设备对处方药进行跟踪。通过在配
药期间扫描处方拣选清单，药房能
够可靠并且准确地跟踪其活动，确
保药物保持适当的库存。Datalogic
得利捷提供型号丰富的无线和有线
手持式阅读器，用于店内操作。

POS结账
即使规模比较小的零售药店，也有
1-3个结帐柜台。但因为空间有限，
条码扫描解决方案必须紧凑，节约空
间。
Datalogic得利捷柜台阅读器和手持式
阅读器将最新技术集成在一个小而紧
凑的设备中，可在狭窄的空间内实现
条码的有效阅读。



www.datalog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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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DATALOGIC得利捷

Datalogic得利捷是唯一一家专注在自动数据采集及工业自动
化领域的全球领先供应商。作为世界级整体解决方案供应
商，Datalogic得利捷的领先技术涵盖条码阅读器、数据采集
移动终端、传感、测量与安全、视觉系统及激光标记系统等
领域。Datalogic得利捷解决方案有助于提高整个价值链中零
售、制造、运输与物流以及医疗卫生流程的效率和品质。

45年来，全球行业领导者通过Datalogic得利捷的产品获得了
高品质的客户服务和创新产品。

Datalogic得利捷总部位于意大利博洛尼亚市，目前，在全球
30多个国家拥有超过2700名员工，在美国、巴西、意大利、
斯洛伐克、匈牙利和越南均设有制造工厂。2016年Datalogic
得利捷集团销售额达5.765亿欧元，并投入超过5000万欧元
用于研发领域，全球拥有超过1,200项专利及专利申请。

Datalogic S.p.A.于2001年在意大利证券交易所上市（代码
DAL.MI）。

有关 Datalogic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datalogic.com 

www.datalogic.com
热线电话：400 118 88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