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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端的医疗行业供

应链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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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行业供应链市场概况 

如今的市场竞争激烈，降低运营成本是包括医疗保健业在内的任何行业生存的关键。供应

链一直是医疗成本上升的重要推手，进而又增加了药物、外科植入物和许多其他保健产品

的价格。此外，随着公司们扩大产品组合以满足市场需求，医疗器械市场正在变得越来越

复杂。植入式医疗器械市场的价值为 722.65 亿美元，预计到 2022 年将达到 1163 亿美

元，同期复合增长率为 7.1％。供应链高度复杂的性质确实在其升级和开发中构成了一系

列挑战。提升供应链的透明度也受到强烈呼吁，然而针对这个问题区块链技术的实施将会

受到很大欢迎。 

如今，医疗保健公司比以往更注重提高效率及优化供应链运营成本。该行业的利益相关者

一直在进行重大技术投资以升级工作流程，其中包括使用电子商务将供应商和采购者带入

同一平台。这确保了供应链的同步性、透明度和自动化，并消除了对中间商的需求。以这

种方式削减成本有可能使手术和其他医疗用品价格降低，并且可以帮助那些正努力在激烈

竞争中生存的公司们提升收入。 

行业调研结果显示，在整个供应链转型过程中，蕴藏着大量提生利润的机会，提升空间从

大约 6%（零售部分）到 20%（医院及医疗器械制造部分）不等。 

  1 https://www.alliedmarketresearch.com/implantable-medical-devices-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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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中的缺口  

产品供应占医疗费用的很大一部分，因为每天在供应链上有着数百万种产品被运送着。 

 

 

在 UPS 对“供应链中的

痛苦”进行的一项调查

中，结果显示在 260

家制药、生物技术和

医疗器械公司的高层

人士中，64％的人表

示对实现成本降低感

到最为焦虑。 

资料来源：2011 年，“供

应链中的痛苦”调查，UPS 

回答“担忧”或“非常担忧” 

（占所有回答者的百分比） 

监管合规 降低成本 产品安全 产品损坏及过期 

服务提供商 

分销商 

集团采购组织 

制造商 

样品量= 204; 来源 2009，Nachtman 和 Pohl 

图：调查显示，订单管理是年度运营费用的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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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医疗保健业供应链面临的挑战包括缺乏信任和合作伙伴关系、供应链不同环节的目标

相互冲突、数据准确性低、缺乏信息技术的利用以及客户偏好和需求的高度差异化。 

主要问题包括： 

• 植入式设备管理目前是一个人工流程，会产生诸如患者费用出错、费用争议以及库

存丢失过期等问题，并最终导致对公司的巨额收入损失1。 

• 针对决策过程的支持同样缺乏供应信息技术的无缝整合。对集成了信息和决策支持

系统并采用经过验证的算法进行战略规划的 ERP 软件的需求在不断增长。 

• 供应链中买家和供应商之间建立长期、健康的关系是困难的。供应商早就需要一个

可以扩大市场范围的平台来寻找最有潜力的合作伙伴开展业务。 

• 信息流动不足会降低流程的效率。具有一致性的信息流动有助于更快地对不断变化

的市场状况做出反应、加快计费、改进现金流和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服务。 

• 制造商和供应商依靠传统的沟通协调方法（如电话、传真等），效率不足。由于传

统的手把手的销售流程、中间商们（如集团采购组织）对制造商利润空间的挤压、

以及合规性和物流方面的挑战，制造商的成本压力也在不断增加。这导致需要更高

效地运营并整合不同的操作。 

• 监管环境不明确。包括跨境控制和患者安全问题在内的几个因素一直导致法规不断

变化，而公司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些变化。 

• 产品和位置信息专有数据的差异对材料管理构成不断的挑战。数据的连续翻译和手

动处理的效能会导致错误，从而降低提供商的效率。 

• 制造商/分销商和医疗保健业供应商正在寻求彼此的帮助，来推动降低运营成本并变

得更具效能。 

 

 

 

 

                                                           
1 http://www.ghx.com/media/1095/the-current-state-of-the-implantable-device-supply-chain-1020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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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战略 

推动供应链转型并不容易，但收益是很大的。医疗保健行业的公司需要对其供应链中的优

势、劣势、机遇和威胁进行彻底的分析，并基于评估结果形成一套战略。 

行业的主要需求包括： 

• 提高敏捷度以增加灵活性并降低成本。 

• 一个可以以更低成本回应客户需求变化的运营模式。 

• 管理库存和消除浪费的工具。 

• 一个可以使供应商能够通过提高整个供应链的流程效率来降低成本的工具。 

• 一个可以自动化供应链流程（如计费、库存管理和合同）的平台，从而消除手动错

误发生而导致效率不足的可能性。 

• 可以帮助做出明智决定的工具。公司需要管理关键指标，以便他们在正确的时间做

出正确的决策。 

 

Synthium Health 基于云端的解决方案 

Synthium Health 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网络市场，将医疗服务提供商和供应商汇集在一起，

以简化、高效和具有成本效益的交易方式来建立业务。使用先进的技术和最佳实践，

Synthium Health 的自动化平台在整个供应链流程中创造效率并最大化收入。它使供应

商能够扩展其覆盖面，更快地销售，降低运营成本，并在所有接触点上提供一致的买家体

验。Synthium Health 还计划与业界领先的物流公司进行合作，进一步为行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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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ium Health 提供的主要解决方案包括： 

• 通过私有区块链和企业间网络提高安全性和可见性 

• 与多个业务伙伴（如医院系统、第三方物流、供应商系统等）集成 

• 制造商可以“直营”并降低运营成本 

• 通过与医院信息系统整合，“刚好准时”地交付产品 

• 为制造商展示和管理其产品和服务的内容管理系统 

• 用于自动化提供商机构的订单、库存管理、开账与结算流程的数字商务系统 

• 帮助供应商更好地了解工作中的有效及无效策略并做出明智决策的报告和分析工具 

• 制造商能够与客户进行互动反馈和评价，以推动产品创新/改进 

• 符合全球交付标准的工具 

• 统一的医疗保健市场将减少假冒和灰色市场供应商，从而增加患者安全和合法制造

商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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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ium 还通过与优质供应商网络连接并进行协作，来帮助买家/提供商优化支出、减

少成本并降低供应风险。 

 

  

为您的业务发掘巨大的潜力 

减少供应链中的中介 

提供全方位的供应链

可视性 

提供准确的供应商

产品信息 

提供准确的销售信

息 

减少库存浪费 

提高品牌知名度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的机会 

减少管理流程 

Synthium Health 

提供真

正的投

资回报 

即时交货 

品牌成长

与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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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ium 云架构 

 

  
 

互联网 

广域网交换机 

防火墙 防火墙 

1GB 交换机 
备份/存储系统 应用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 区块链服务器 

数据库集群 数据库集群 云端文件系统 

10GB 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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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架构 

 

 

 

 

 

 

 

 

 

 

 

 

 

 

 

 

 

 

 

 

 

 

 

  

客户端应用 

防火墙 

客户端应用接口服务器 

数据库集群 会议服务器 处理服务器 区块链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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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ium Health 代币 

代币的主要用途是在 Synthium Health 平台上注册一个帐户，并获得该门户的会员资格。

Synthium 代币（SHP）也是通过自己的平台开展二级市场的推手，允许使用 SHP 代币代

替法定货币进行交易。 

SHP 代币帐户是平台的核心组件，旨在确保对 Synthium 平台的访问。SHP 也可用于支

付服务层面的交易费用，并在其他参与者之间提供付款，也可用于市场交易。在众筹/代

币生成活动期间将创建一个固定数量的代币。买家和卖家将使用 SHP 代币在 Synthium 

Health 平台上使用基于智能合同的系统支付交易费用。 

注册用户被给予平台上的会员身份来设置一个账户。在代币生成活动/众筹期间，及随后

通过交易平台（加密货币交易所）等方式，人们可以购买 SHP。代币也可以通过

Synthium Health 平台或平台的其他用户来获得。 

目前有 3 种会员资格： 

1. 买家（医院、医师群体、手术中心等） 

2. 卖家（制造商、供应商和分销商） 

3. 公众 - 目前他们只能通过购买代币获得会员资格，但一旦零售平台开通就能够进

行交易（目前正在开发中） 

未来也有可能在 Synthium Health 平台中，用户可以使用 SHP 来为其设施购买用品或出

售商品。一旦与制造商/供应商的智能合同被执行，它也将用于支付，并作为调节基于价

值的购买模式指标的机制。在 Synthium Health 平台上，SHP 代币可以作为买卖双方的

替代付款方式。Synthium Health 保留根据市场需要和需求，在未来对代币功能做出其

认为必要修改的权力。 

为了使美国医疗保健市场成功地减少医疗保健支出，目前以“直营”方式来减少或消除中

间商是每个人都可以寻求的正确方向。 

由 Medicare＆Medicaid 服务中心（CMS）管理的基于价值的采购计划标志着医疗保险

向医院服务付费方式前所未有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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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计划，医院将根据 12 项临床流程指标和 9 项患者体验指标的表现以及相较基准

绩效期改善的程度，获得相应的奖励金。预计供应品、医疗器械和设备的成本将会降低，

因为将决定医院是否应该购买这些材料的通用或品牌版本。Synthium 的基于价值的供应

链管理可以节省供应成本，从而使医院/供应商能够有效跟踪实时价格采购的准确性。 

我们的方案使得提供商能够将代币转账给制造商，以购买耗材。无缝跟踪和管理智能合同

的能力，尤其是可以轻松兑换受益，为提供商和制造商/供应商积极开展共生协作提供了

必要的工具。相反，如果一个或多个参与者违约，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对适当的罚款

（通过债务的形式）进行征收。此外，基于绩效的激励可以以 Synthium Health 平台中

的代币形式向不同贸易伙伴提供。这种方法将提供必要的推动，将医疗保健供应链从多层

次、官僚化、昂贵的状态转移到精益、高效和价格公道的状态。所以，Synthium 发布的

代币（SHP）是 Synthium 平台的原生代币。通过兑换 SHP 代币，用户将能够使用该平

台有效地进行交易，并执行针对特定耗材的智能合同付款和交易。 

我们坚信，在可预见的未来，使用代币是支持该基础架构的最佳支付系统。未来将会有许

多代币共生的活跃生态系统，医疗保健业将需要一个闭环支付系统。结果将是一个高效的

供应链管理正反馈循环，将节省目前供应链生态系统所消耗的数十亿美元。 

供应商（制造商）或任何其他用户销售其产品时可以选择接收代币以代替其它标准货币，

买方可以选择使用（SHP）代币付款。此功能将特别适合国际制造商，他们目前等待很长

一段时间才能通过正规银行渠道清算付款。因此，代币的价值与网络中执行的交易量挂钩。

随着 Synthium 网络中的代币交易量持续增加，对代币的需求量同时增加，导致代币价值

增加。 

代币获取 

SHP 的获取可以发生在代币生成活动（TGE）期间或在 TGE 结束之后，以及通过加密货

币市场/交易所或通过转账（借助平台或其他用户）来获取。 在 TGE 期间，平台用户将能

够通过将 Ethers / Waves / 比特币发送到 Ethereum 区块链上的 SHP 帐户来获取 SHP。 

Synthium 代币的初始分配将采用 TGE 的形式。这些代币中的 15％将被保留用于奖励当

前和未来员工以及商业顾问的期权池。这些代币需要十二个月的持有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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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E 活动细节 

条件* 

代币名称 SHP (Synthium Health Platform) 

所代表的价值 平台会员资格、交易的结算 

代币数量 十亿个 

代币平台 Ethereum 

开始日期 2017 年 11 月 21 日** 

结束日期 2017 年 12 月 21 日** 

说明条款和条件的网页 https://tge.Synthiumhealth.com 

* 所有条件都可以在 TGE 活动之前更改 

**日期如有更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进行更新 

 

 

下一步的目标： 

 建立私有区块链网络，并将交易信息保存在与数据库系统并行的区块链中。 

 建立零售医疗用品平台，使个人用户可以购买某些产品（直接送货到家）。 

 在美国东南部地区开始，先服务 20 到 50 家医院，管理骨科植入物的主要供应商的

供应链。 

 随着公司在全国范围扩张，建立现场管理团队，负责在新分配地区新员工的招聘、

培训和管理。 

 寻找并收购具有协同价值的企业。 

 注册国内和国际的供应商以及服务提供商（医院和手术中心）。 

 继续增强平台的功能和特性。 

 
 

https://tge.synthiumheal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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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 知 更 多 信 息 ， 请 访 问 我 们 的 网 站 www.synthiumhealth.com ， 并 请 通 过

http://www.synthiumhealth.com/contact/网页来联系我们。 

 
 

能够为您服务我们非常荣幸！ 

http://www.synthiumhealth.com/cont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