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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及痛点



一、家庭结构变化，老人独居常态化

•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民众的家庭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老人主动或被动

独自居住逐渐常态化。

• “人口老龄化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如何让老人尤其是独居老人拥有美

好幸福的晚年生活，亦是一个艰巨任务。

• 当独居者突发医疗事故时，起到关键作用的并不是他的亲戚朋友，而是近

在咫尺的邻居或有效半径内能够施以援手的爱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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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遇到有人摔倒，“扶不扶？”竟成为了社会性的问题。

• 我们也经常看到一系列的新闻，某某某扶了摔倒的老人，最后却被讹诈了。

由于有了“前车之鉴”，当面对需要帮助的人时，更多的人开始观望了起

来，情况只是一度的越来越糟糕，直到现在的人情冷漠

二、讹诈现象频发，道德体系受挑战



• 解决“救急难”，实现临时救助制度的科学创新和突破。

• 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德国、日本、瑞典和瑞士等，这些国家不仅急救知识

和急救技能普及度高，而且救助效率高。

• 而我国公民的急救技能普遍缺失，医院的救助资源匮乏，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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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急救技能缺失，救治机制弊端大



应用场景



应用场景一：老年人摔倒

老人意外跌倒时，解决市民与陌生老人的信任问题，

让跌倒老人得到及时救治。WeHelp的求救时间和移

动路径都记录在区块链上，全程透明，不可篡改。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年大约有30%的65

岁以上老年人发生跌倒，15%发生过两次以

上，其中30余万人死亡。

遇到老人倒地扶不扶？中国青年报通过对139010

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5.6%的人选择直接走开，

12.6%的人选择拨打110并等待，仅有5.4%的人选

择毫不犹豫主动扶起来。



应用场景二：心脏猝死抢救

根据央视报道，我国每年发生心脏猝死案例超过50万例。9月28

日北京地铁一名乘客突然晕倒，因错过黄金时间送往医院后后经

抢救无效死亡，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

心脏骤停4分钟内开始心肺复苏
存活率为50%左右

发生心脏猝死时，WeHelp帮助快速找到患者周围具备心肺复苏

能力标签属性的医护人员或市民，在黄金抢救时间内心肺复苏。



解决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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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老人通过 WeHelp 主动求助的，前来

救援的市民是收到求救信号后赶来，不存在

路人撞倒老人的可能，因此路人大可以放心

扶起老人。

患者发生心脏梗死后，同伴或周围人通过

WeHelp求救，WeHelp会优先向周围的医护

人员发送求救信息，并且通过强提示吸引医

护人员迅速赶来。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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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摔倒的老人无力翻身，可以运用智能穿戴设备一键求救

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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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1. 从救援者位置向求救者位置导航

2. 全网广播求救者位置，方便警察、救护车等快速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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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1. 求救者和救援者可以在WeHelp上发布救援动态

2. 救援信息会在全网公布，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监督

3. 通过善行朋友圈传递爱心，让身边人见证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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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1.求救者与救援者沟通，了解情况

2.救援者与救援者沟通，高效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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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1.举报虚假求救者

2.投票最佳救援者，额外善行分数奖励

3.上传文字和图片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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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1.历史善行查询

2.都市安全防护知识普及，反谣言内容生产商

3.兑换见义勇为都市分数奖励



技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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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指纹进行唯一身份认证并生成did凭证

技术框架

登录 是否注册

通过唯一指纹认证进行登录

输入指纹、身份证，通过用
户签名接口注册新用户，根

据公钥生成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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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发出，救助者收到推送并生成群聊

技术框架

首页 求救开始

紧急事件

后台服务
1.生成easyim群聊uid

2.根据求救者的location,type进行呼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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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用户定位判断救助是否完成

技术框架

后台服务 用户接受求救推送 导航开始
1.救援者通过uid进入群聊

2.通过高德进行导航

保持导航用户定位和目标
定位是否一致

否

是

结束导航 救援结束，确认后解散群聊 填写阳光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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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所有救助者评价基于积分奖励或信用惩罚

技术框架

积分合约

WeID存证合约

SaveRepository合约

用户个人中心

查看个人善行凭证

查看个人积分



产品架构和智能合约应用



产品架构和智能合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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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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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分析



社会需求分析

数据来源：艾媒数据中心

经预测，2020年我国空巢老人数量将达到1.2亿人，独居老人将达到3000万人。

老人只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之一，社会中的女性和儿童也是社会应该关心和保护的

对象。这部分人群对一个能够及时向身边人呼救的产品都有很大的需求。



竞品分析

目前国内应用比较广泛的及时救助平台只有“怕怕”，它是在2015年多起女性遇害事故发生

后诞生的，其用户也主要针对年轻女性。该产品与WeHelp最本质的区别是它是一个以盈利为

目的的中心化平台。

 

 
 

 

Slogan You help them, We help you！ 有我在，不怕怕 

产品定位 社区人员或者陌生人之间的互帮互助的紧急求救平台 定时定位守护，提供 7*24 小时专业求助服务平台 

产品性质 去中心化的公共服务平台 以营利为目的的中心化平台 

主要产品用户 所有需要紧急救援的独行或独居人士 以年轻女性为主，保障人们的安全出行 

产品优势 发挥附近“爱心陌生人”的及时救援优势 由职业人员提供监督式陪护 

盈利模式 依靠政府和社会公益基金 向用户收取“保护费”及售卖与平台相关的求救硬件设备 



竞品分析

公共救助方面，目前的主要工作都由政府的不同部门负责，例如公安部门负责社会治安，

公共卫生部门负责医疗救助，公民的社会求助较为分散。相比之下，WeHelp优势明显。

 

  

l 及时求助 

l 一个平台记录多类善行 

l 所有善行可被公布 

l 仅能做到事后证明 

l 多部门分管，每个部门仅负责某类善行 

l 受限于成本，仅有小部分善行被公示 



产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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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Help利用区块链技术将慈
善行为上链，使善行变得透
明，善行的评级去中心化

商家可以参考每个人的善行积分对
善行积分高的用户进行打折优惠；
地方政府可以参考善行积分来降低
用户的入户门槛和子女上学门槛

通过智能合约来使得善行完
成时自动获得相应的善行积
分，合约对公众公开透明，
且一旦确定不可更改

政府可以参考善行积分给公众颁发
荣誉证书，善行积分也可以按比例
兑换成某地区的义工时等



目标用户



用户画像



用户画像

警察、医生等难以在“最后的五百米”找到救援者

老人摔倒不敢扶，怕被讹
心脏梗死抢救时间短，难以找到最近的医生

每一次善行可以被政府认可，获得义工时或者落户积分奖励

善行通过区块链记录和证明，永久保存，不可篡改

善行可分享，全网可见，基于区块链有凭有据

高效救援，协同救援，先到的救援者指挥后到的救援者



商业价值



用区块链解决社会善行与政府认可的信任问题

政府一直大力鼓励社会善行，但义工时等奖励发放的权

利部分分散在义工组织中。对于这些组织而言，造假见

义勇为事件、义工时等的成本几乎为零。

通过DID身份认证、智能硬件、定位和智能合约解决志愿

活动认证中的信息溯源和防伪验真难题，为城市义工联

合会认证社会善行解决“可信任”难题。
义工时造假成为产业链



善行积分和地区积分——对善行的正向激励机制

WeHelp的一大核心为善行积分激励及地区积分兑换机制。

在用户完成对他人的救助后会获得两种积分：善行

分及地区分。两种分数获得时数值相同且相互独立

同时为了解决不同地区间地区分不能通用的问

题，WeHelp提出了汇率机制：不同地区之间

的地区分可通过一定的汇率相互转换，该汇率

根据两地区的政府部门规定执行，WeHelp不

对汇率进行改动。



瞄准防护知识盲区——都市生活中的危险与防护

都市生活风险领域缺乏权威信息源。公众对都市

中某个危险的认识，还停留在被动状态：需要某

个典型的案例出现，公众才会意识到危险。

用户尤其是老年用户对危险防控信息需求

巨大。却找不到一个可信赖的发布平台。

从专业证言、反认知传播、快速跟进舆论热点三大

方向出发，瞄准都市易受到伤害的弱势群体(如老年

人、心梗病史患者和未成年人)科普都市防护知识。



聚焦智能穿戴——急救手环

将平台嵌入智能硬件中，当穿戴人员

发生意外时，智能硬件可以检测到穿

戴者心率异常，及时通过手环向周围

WeHelp使用者发出求救信号和位置

信息。目前我们已经在OPPO厂商的

手表上完成了开发，但是还未授权量

产，未来有望进一步合作。



发展愿景



发展愿景

科技扬善



发展愿景

!"#$%&'()*

+,-./01

21345678'
9:;<=>?@A

#$@A78?BC'

DEFGHIJ

KLMN?OP'QRS
TDEUVWGXYZ?[\

!"#$

%&'(

)*+,

-./0



]^ _` abc def
!"#$ %&'() *+,-$ ./01

团队成员

有多次开发APP及微信⼩程序经历，

在以太坊上已部署多个应⽤。曾获

微众银⾏⾦融科技⾼校技术⼤赛⼗

强、众安⾦融⿊客松⼀等奖

在MCN公司从事产品运营⼯作，负

责与KKLUE珠宝、Dior、Jomalone

等品牌的联名活动策划与新品推⼴。

深圳市少年宫“鹏鹏志愿者”正式义

⼯，有丰富的公益志愿活动经验。

多次参加⼯商银⾏⾦融科技⼤赛、

“挑战杯”等科技和商业相关⽐赛。曾

任深圳市南⼭区双创义⼯协会主要

成员，熟悉社区义⼯对接流程及多

⽅之间的需求关系。

擅⻓信息检索、资源整合及市场对

接，有过三段课题组研究项⽬经历，

三段市场部实习经历，参加过未来

银⾏、挑战杯等创新创业⽐赛。



成果展示

WeHelp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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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扬善

为众抱薪者
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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