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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OVERVIEW 
 

• 那里有产品的发运，转移，储存，物流设备的驾驶，操作，
维护那里久有我们的产品，我们就在那里。。。。 
 

• 30多年前，我们把一个简单的想法变成一个全球性的资源  
• 我们的第一个特殊的标签被用来处理测试不当运输引起的损

害的敏感的计算机媒体在运输。这个简单的概念是那么有效
了，很快开发用于其他的领域。 shockwatch引入市场上升
到了一个新类产品 :损伤预防产品  
 



 我们的特点： 
       30年来我们一直在监测和预防危险产品这一行业. 
 
  
 我们的优点： 

.         独特的技术支援 
                全球区域管理 

                致力于技术的方展  

The ShockWatch Difference 



 
在我们30年的发展中，我们很早发现并发展了这个新兴 
 
的市场在全世界定位shockwatch作为损害预防/安全市场 
 
                          唯一真正的全球供应商 

 
 

The ShockWatch Difference 



我们只要我们的客户需要在
那里 今天，它意味着我们在
那里： 

 我们在哪里 

• 美国. 和 加拿大 

• Dallas, TX  

• Mission Viejo, CA  

• Graham, TX  76450 

• South Barrington, IL  

• Cincinnati, OH 

• Greensboro, NC  

• Cedarburg, WI  

• Cranston, RI   

• Frenchtown, NJ 

• Minneapolis, MN 

• New Berlin, WI 

• Tracy, CA  

• New York, NY 

• Nashville, TN  

• Paradise, TX  

• St. Paul, MN 

• Florence, KY 

• Atlanta, GA 
 



我们在哪里 

• U.S. and Canada 
• 亚洲 

 
• Guangzhou, China 
• Shanghai, China 
• Kobe, Japan 
• Penang, Malaysia 
• Kuala Lumpur, Malaysia 
• Singapore, Singapore 
• Marrickville, Australia 

 

我们只要我们的客户需要
在那里 今天，它意味着
我们在那里： 



我们在哪里 

• U.S. and Canada 
• Asia Pacific 
• 北美洲 

 

我们只要我们的客户需要
在那里 今天，它意味着
我们在那里： 

• Querétaro, Mexico 
• Mexico City, Mexico 
• Monterrey, Mexico 

 



我们在哪里 
 

• U.S. and Canada 
• Asia Pacific 
• Latin America 
• 欧洲 

 

• Antwerp, Belgium 
• Ghent, Belgium 
• Kastrup, Denmark 
• Vreden, Germany 
• Kerkrade, The Netherlands 

 

我们只要我们的客户需要
在那里 今天，它意味着
我们在那里： 



Global Support 
 

       全 世 界 一 样 的 流 程 

 全 市 界 一 样 的 设 备 

 本 土 的 语 言 文 化 专 长 

 本       地        代      理       制        度 

 

 



SHIPPING & HANDLING MONITORS 
 



运 输 和 物 流 监 测 产 品 
 

• 震动标签 
提供视觉威慑力和显示受到过超出许可的震动值。  

 

• 倾斜标签 
提供视觉威慑力和显示受过超出许可的倾斜  

 

• 温度标签 
在视觉上显示，产品运输环境是否在气温下降或 

     上升外的可接受范围内。 
 

 

• 环境记录仪 
记录温度和湿度  

• . 
 

• 震动/环境测试仪 
测量冲击，振动，温度，湿度和大气压力。记录的事件，并存储数据。  



EQUIPMENT MONITORS 
 



叉车物流造成的损坏 



叉车物流造成的损坏 



叉车物流造成的损害 



事实: 

 在报告中， "sevice on the move “提出：使用 
shockmonitor 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了贡献； 
 
将操作者的自觉性提高了28 ％ 
减少了维修费用 11 ％ ，  
提高车辆利用率  13 ％  
提高整体的盈利能力12 ％  
改善法规遵从26 ％ 
保修保养结省23 ％ 
减少停机车15 ％ 
平均项目工作时间15 ％  



EQUIPMENT MONITORS 
 

shockwatch  Equipment Monitors帮助： 
• 降低成本的影响，减少造成的损害你的设备，产品，设备，

设施的损害  
 
确保遵守安全法规和职业安全与卫生署的法律 
 
最大限度地减少停机时间，通过优化维修调度，使您可以进
行修理的时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积极改变经营者的行为，通过问责制 
 
创造一个更安全的工作场所，并尽量减少事故和索赔 



IMPACTMANAGER™ RF & ID 
 

实时时间的影响，检测及记录， 
车辆出入管制可以通过多种用户自
定义界面（ ibuttons ，躲到邻近卡
，红外条码，磁条）  
 
职业安全与卫生署的安全检查表 
可选用多个无线数据传输方案（ 
802.11 b / g的，是900 MHz ，和2.4 
GHz ）  
 
锁定/标记的功能 
电压监控 
 
事件数据收发电子邮件能力 
 
用户可定义维修警报纪录 
 
led 显示快速查找功能 
 
 
 



User Interface Options: Included 

实时时间的影响，检测及记录，通过专利技
术，用户可调的传感器 
车辆使用管制可以通过多种用户自定义 
多个无线数据传输方案（ 802.11 b / g的，是
900 MHz ，和2.4 GHz)  
使用者必须在‘登录’用绿色iButton。其它颜色
ibuttons是用于配置运行参数，程序维修警报
，锁定设备，复位，并取回设备数据供下载 

A一个标准组件是经理用来设定iButton
的  

iButtons iButton Reader 



Additional Options and Accessories: 
 

HID Proximity Card 

适合室内/室外两个应用
。防水外壳，灵活的安
装选项。可以用来作为
一种替代以ibuttons  

用 红 外 线 光 束 读 
编 码 资 料 均 
条 形 码 和 磁 条 
媒 体 。 可 被 用 来 当 作 
替代ibuttons 

Magnetic Stripe/Infrared Barcode DataRanger 

可选的数据采集装置 



ShockMate (Software) 

这是shockwatch创新是其专有的软件包
。这些都将影响您的利益. 
我们在设计impactmanager软件都为您
考虑： 
 
-设定设备的运行参数，  
-记录操作者的活动，  
-认证操作者的资格，  
-设定和记录设备的保养时间表，  
-可以让管理者方便的禁用设备。  
 
 
该软件可以确保及时，可靠，准确，运
营商和设备数据，把知识的力量在你的
手中时，并提供您所需要的资讯科技，
让您能够作出更好的决策，以减少损害
的相关费用  



ShockMate2 (Configuration) 



ShockMate (View Data) 



ShockMate (Reports) 

Monitor impact frequency 

Monitor equipment use 



ShockMate (Reports) 



ShockMate (Reports) 



ShockMate (Reports) 



ShockMate (Reports) 



Custom Reports 

 



EQUIPMANAGER™ 
 

shockwatch equipmanager ™是一个

车队管理和重要设备监测体系，即
以无线方式监控设备的性能和使用
情况，控制车辆出入，并自动预移
安全检查表的要求，以提高生产力
和降低成本。  
 
一个射频功能的系统，它的设计以
捕捉设备运行和经营数据，让企业
能减少相关维修费用和减少损坏的
设施设备和产品。它提供了必要的
资料.为公司有效和高效地监控和管
理其团队作业.并遵守职业安全与卫
生法规。 



EQUIPMANAGER™ 
 

Features: 
实时时间的影响，检测和记录，通过 
专利技术，用户可调的传感器 
 
车辆出入管制可以通过多种用户自定义界面 
ibuttons ，躲到邻近卡，红外条码，磁条） 
 
可定制的，安全检查清单 
 
使用监控（时间，周期，重复等） 
 
音频/视频展示包括完全用户菜单 
 
短信支持802.11 b / g ，是900 MHz ， 2.4 GHz
无线数据传输与信息采集 
 
延长射程的900 MHz电台 
 
WPA2的无线网络连接遵守 

监测的营运状况，虽然用户定义 
投入（流体温度，电池电压，石油和 
液压压力等） 
用户可定义的，预先确定的事件触发器与 
通知（车速过快引发蠕变模式，等等） 
 
的Java ™ -基于管理软件的行动中，当地 
工作站，局域网，广域网，或上网环境 
定制报告及作图能力 
七日数字输入（定时器，计数器，状态改变，
利率等）  
2个模拟输入（模拟传感器集成，改变 
国家，定时器，计数器，利率，高/低警报）  
 
位置追踪（无线网络连接模块集成）  
 
灵活的安装位置及方向 



User Defined Checklist 

4 Safety Check Modes 
Each Login 

Each New User 

Each Safety Shift Change (definable shifts) 

Each ‘N’ Minutes 

 

Configurable Safety Check Features 
Up to 40 Customer Defined Questions       

Auto-sort Questions Set Disabled First      

Chirp/Alert Behavior (length, on/off)   

 

Disable/Enable Device for Each Question 

Yes/No Correct Answer Designation 

Critical/Non-Critical Question Designation 

Email alert if failed critical question 



Safety Check Report 



Work Queue – Maintenance Due 



Operator Certifications 

该equipmanager软件
监察认证的每个操作
者。当一个操作者需
要每30天内对他们的
认证之时， “认证之”
的活动将产生的。用
户可以调整三十天认
证通知的天数是最合
适的，或规定。经营
者可以被拒绝进入设
备时，认证有效期届
满为止。  
位置追踪（无线网络
连接模块集成）  
 
灵活的安装位置及方
向 



Send A Message or LOCATE Your Equipment 

 



Status Monitoring 

 



Reports 



Reports 



Reports 



Reports 





StartManager (Access Control) 

startmanager ™准确地记
录和报告设备接入，而
限制使用，以授操作。
单位传来的数据通过一
个iButton的一个管理软
件程序，无需文件检索
和记录保存。这个电子
数据流使得它容易组织
和参考使用情况等资料，
使更有效和更有效的管
理，团队装备。 



StartManager Benefits 

使用设备，由受过训练的，授权经营是至关重要的工作场所安全与
职业安全与卫生署的遵守。该startmanager可靠显示器操作员
身份，让监督员，以确定责任，如果发生损伤也。随着时间的推
移，精明的管理经营者准入，降低成本，维修和更换，延长设备

的性能和生命周期。 
    降低生产成本与工人的伤亡和破坏 

 
强化了车辆的安全运行和程序，没有监督的监督 
 
确保只有经过培训和认证的运营商接入设备 
 
可以及时采取纠正行动下列设备滥用 
 
降低设备停机 
 
允许应用于任何类型的设备 



StartManager  

叉车/物料搬运设备 
普通汽油车 
海上钻井设备 
采矿设备 
人的移动设备 
推土设备 
文具机械及设备 
生产设备 
其他设施资产 
还有更多 



UsageManager 

该shockwatch startmanager ™准确地
记录和报告设备接入，而限制使用，
以授权使用。单位传来的数据通过一
个iButton的一个管理软件程序，无需
文件检索和记录保存。这个电子数据
流使得它容易组织和参考使用情况等
资料，使更有效和更有效的管理，舰
队装备。 
使用设备，由受过训练的，授权经营
是至关重要的工作场所安全与职业安
全与卫生署的遵守。该startmanager
可靠显示器操作员身份，让监督员，
以确定责任，如果发生损伤也。随着
时间的推移，精明的管理经营者准入
，降低成本，维修和更换，延长设备
的性能和生命周期。  



UsageManager (benefits) 

• 可用于对任何一件设备需要维修 
 
确保更及时维修与附表根据实际运
行时间，而不是日历天 
 
降低维护和修理费用为范围广泛的
设备 
 
可以达到准确的远程管理的实时时
间，设备利用率数据 
 
提高维修调度及技术员旅行效率 
 
提高了准确性，使用数据，消除人
为错误 
 
助攻团队轮换管理 
 
允许更切合时宜和准确的成本每运
行小时的数字 
 
提供即时通知合适人员时，预先确
定的使用程度都超过了 
 
可以同时管理几个独立的，使用者
选择的投入 
 
节省金钱所依据的租金和/或租赁费
的实际使用情况，而不是日历天 

Use UsageManager On: 
叉车/物料搬运设备 
普通汽油车 
海上钻井设备 
采矿设备 
人的移动设备 
推土设备 
文具机械及设备 
生产设备 
其他设施资产 
还有更多 

 



UsageManager (未来) 

• 显示器装备的使用/ hourmeter读数，
并传输实时数据途经802.11 b / g无
线传输 
 
多达4个活跃用户可选择输入 
 
显示器多种功能于同一台设备（如
keyswitch时间，液压马达的时间，
而驱动马达时间）  
 
监测和报告，低电池电压 
 
可编程触发点时自动报警和警报专
有固件使得该股免疫病毒和黑客入
侵 
 
很容易整合现有的维修软件包 
 
电子邮件通知当用户指定的运行时
间门槛已经过去了 
 
包括用户友好， javatm为基础的软 

• 件与客户端，服务器和网络的能力  

单位现状：提供了一个概况，各单位正被监视，他
们目前hourmeter价值观，类型的定时器被利用，维
持适当小时，而且时间上的数据传输。维修时，由
于表明相应的维修计时器到期，由于维修时显示红
色，表明相应的维修计时器已过期，由大量的时间
显示。 



Testimonials  

   "Our return on investment on the ShockWatch 
ImpactManager RF system has been tremendous. 
We're very focused on safety at every level of our 
organization, so the ImpactManager™ is a great 
match for us. With the ImpactManager RF, we've 
seen a 75% decrease in damage involving our 
material handling equipment. You can't get much 
better than that." 
 

    Joe Oiler 
Manager of Health and Safety 
The Scotts Company, LLC 



Testimonials  

 
    "Thanks to the ShockWatch ImpactManager RF, we 

saw a dramatic decrease in vehicle damage, and 
realized a 66% savings on parts and labor within 6 
months."  
 

    Randy Davis 
Maintenance Planner 
Libbey Glass Company 



A few of our Customers 

新西兰航空 
巴克斯特保健 
公元前铁 
Biovac 
波音 
加拿大国家铁路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 
雪松河纸 
胜腾冠设备 
可口可乐 
伴侣栖息 
协和微系统 
板条箱技术 
CTI医疗系统 
Diebold 
陶氏化学 
杜克能源 
晶圆厂 
物流 
微型气相色谱 
通用动力 
格鲁吉亚-太平洋 
一般电动 
宜家 
kimber电缆 
柯尼卡美能达 
kuhlman电动 
libbey玻璃公司 
航运动态 
美泰集团 

迈耶工具 
微波数据系统 
着疗法 
雀巢 
北电 
Nutech 
钢olivado 
 optimetrics公司 
飞利浦医疗 
的RJ corman 
为公司Raytheon导弹系统 
罗地亚 
理光 
罗伯特 
博世 
三星 
史考特 
夏普电子 
西门子医疗 
西门子电力变压器 
智能技术 
Sun  
Microsystems 
Sunbelt Software 
公司变压器 
Tembec 
美国泰瑞达 
泰坦公司 
丰田叉车 
美国天然食品 
waterpik技术 
weg变压器 
weyerhauser  



Next Steps 

• Purpose and Goals 
 
– 举行电话会议 

-合同文本 
-确定实施时间表 
-保持专注于达到您客户的目标 
-建立了论坛，为解决问题 
-探索领域，以不断改进流程  



Our Proposition 

    
  shockwatch作为一个安全防护产品供应商，将专注于的

产品的损害的预防，设备的安全和车队管理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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