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ute™ Cloud
未来的医疗保健
许多企业正在踏上数字化转型之旅，展望着拥有最新最强的协作和通信方式的未来。这一趋势也推
动了云端技术的应用，因为许多企业认为这是成功的必然因素，这将成为他们的竞争优势，并使他
们与成为真正数字企业这一目标更接近。在 Deltapath，我们通过云端解决方案帮助各种规模的企
业从战略上对其数字化转型产生积极影响。

什么是 Acute Cloud?
Acute 协助医疗机构提高运营效率、履行其挽救生命的使命、提高患者护理质量以及降低医护人员
的疲惫感。
Acute 非常适合下列的场所：
• 医院
• 老人房
• 援助房
• 临终关怀
• 紧急护理中心
• 诊所和手术中心

它是如何运作的?
Acute 与医疗保健系统（如：护士呼叫系统）集成，利用相关技术和移动电话创建未来医院的蓝图，
并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常规患者护理和突发的严重事件（如：新型冠状病毒）为目标。
Deltapath 的云端解决方案可由企业在自己的网络上私下托管，使其成为没有互联网连接的医疗机构
的理想选择，以确保有价值的医疗信息得到保护。

它有什么好处？
有了 Acute，患者和医护人员都能从中受益。
每当有患者按下“呼叫护士”按钮，医护人员都会在移动电话上收到患者的病历和请求。医护人员不仅
可以通过精准评估和更快地回应患者的需求来提高护理质量，实时的信息传递还可以避免医疗失误。
Acute 能提高医护人员之间的沟通水平。我们的通信解决方案使医护人员能够适应任何情况和环境。

• 致电您所在机构的其他医护人员，与彼此协作对话，或通过视
频通话来扩展通信。
• 出于保护患者的个人隐私，您可通过即时信息与其他医护人员
无声沟通，也可以附上图片以帮助理解你们的文本对话。
• 在需要立即关注和协作的情况下，使用“一键通”功能与一组医
护人员即时通话。
• 通过 Presence 功能，医护人员可以在忙碌时将其状态设置为“
勿扰”，并留下文字信息，从而营造问责制和责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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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可以主动采取行动，并挽救更多生命。 Acute 与危急值系统集成，当患者的检验报告中有
一个或多个数字低于或高于正常水平，危急值系统会检测到有可能要为患者立即抢救的情况，并会
马上向一组医护人员发送警报。医护人员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查看患者的档案编号，确认自己收到通
知，并在需要时立即安排治疗。

减少医护人员协助患者所需采取的步骤来改善工作流程。更少的步骤意味着医护人员浪费的精力
更少，与患者相处的质量更高，以及有更多的时间专注于自己。

Acute Cloud
重要功能
✓ 支持 Apple iOS 及 Google Android
✓ 支持封闭的网络环境
✓ 包含“一键通”、语音、视频、即时信息和电话会议
✓ 与各种护士呼叫系统集成
✓ 独特的铃声
✓ 识别患者按下的护士呼叫按钮
✓ 确定患者的需求水平
✓ 可自定义手机上显示的信息
✓ 为“呼叫护士”按钮指定优先等级
✓ 通过语音电话会议提供临床咨询服务
✓ 通过 API与医疗紧急警报系统集成
额外功能

• 企业通话录音适用于所有视频和语音通话
• 所有即时信息均可设为诉讼暂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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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为什么 Deltapath
是受信任的云端服务供应商
语音与声响

什么云端解决方案适合您?

Deltapath 的专有技术是从头开始构建的。这意味着
我们拥有这项技术，并且可以一直使用它。我们专注
于创新、需求、可行性和优化的技术在过去十多年日
趋成熟。因此，我们针对云端及公共互联网的技术优
化，能帮助您实现、管理和支持您的通信需求。

一体化解决方案

Deltapath 的云端解决方案可以私下托管在您的网络
上，因此您有完全控制权。对于顾虑安全风险而没有
互联网连线的企业，以及必须遵守法律和行业法规以
防止其将数据移至异地的企业而言，这是一个理想的
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您可以选择将其整个 IT 管理需
求外包，并由 Deltapath 提供所有云端服务。

减少和简化

Deltapath 提供了一个一体化解决方案，通过最大限
度地减少企业为实现愿景和目标所需供应商和专家的
数量，来简化业务。

规模

我们的云端解决方案能减低您的基础架构成本并简化
管理，因此您可以将资金和资源转移至业务转型上，
并保持竞争力。

数据主权
Deltapath Cloud 通过隔离数据将安全风险降至最
低。由于数据从未共享，因此数据也不会混合。这使
得我们的云端解决方案成为必须符合数据隔离要求的
企业的理想之选，例如金融、医疗保健和政府机构。

我们让您按照自己的节奏发展，并能适应您业务上的
波动。我们的按需模型可随时提供计算和存储容量，
助您实现大大小小的计划。

灵活性

质量
如果您使用 MPLS 或专用租用电路来运营网络，则可
以受益于我们的专用托管云端。在该云端上，网络中
的所有流量都以最小的延迟和优质服务水平保证传
输，从而提高文字的传输速度以及提升语音和视频质
量。

操作的灵活性使您在运行的软件版本、配置选项和计
划升级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因此，您可以持续遵
守变更的管理规则、ISO 制定的准则以及其他规则和
法规。

可用性和监控

安全性

我们的团队位于北半球和东半球，这使 Deltapath 可
以全天候监控服务器，从而为您提供99.999％的可
用性。我们的云端基础架构托管在通过高级网络主干
网连接的多个大洲中。

隐私和安全均为核心业务问题。Deltapath 设计、构
建和维护了一个安全并具有多层防御的统一通信解决
方案。阅读我们的《隐私和安全手册》，以了解我们
为保护您而采取的步骤。

关于 Deltapath
Deltapath 将企业从阻碍有效通信的藩篱中解放出来，并通过创新的技
术，满足企业所需所想，革新企业的通信方式。
我们专注于将不同的通信平台、音频和视频设备、电话、台式机和移动设
备整合在一起，通过这样的解决方案使通信变得容易且直观。
我们相信，每个解决方案都应体现简单之美，并为用户提供及时且触手可
及的通信方式。

订购信息
如欲了解更多有关 Deltapath Acute Cloud 的资讯，请联系我们的
Deltapath 销售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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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21 8037 9566
+852 3678 9999
+886 2 7728 3099
+1 408 707 3299
+64 9 886 9799
+81 3 3527 7899
+63 2 8790 0295

cn.deltapa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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