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 通过与合作伙伴建立
关系、促进现场测试并为技
术商业化提供支持，来加速
卫生创新
我们解决的问题
全球有超过 20 亿人口缺少基本的卫生设施，如洗手间和公共厕所 1 即便过去十年技术已取得很大进步，
却依然存在这样的问题，实在令人震惊。
我们提供新颖的卫生解决方案，如经改造的厕所、omni processor、omni-ingestor 等， 以分散管理的
方式，从根本上改善家庭和社区的卫生设施使用情况。这些技术将卫生产品带到了全新的高度，在全世
界当属先例。
在新兴市场将新产品商业化，势必会面临复杂的挑战，即便拥有绝佳的条件。新产品有机会进入市场之
前，会面临诸多风险，如设计科学的商业模式、长期维持可靠的供应链以及遵从现有的规章制度，这些
都有可能打乱原定计划，影响前景良好的卫生技术和企业。

我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STeP 是一个有助于降低风险、促进卫生解决方案创新的平台。 我们为技术开发人员、商业合作伙伴和融
资合作伙伴提供支持，帮助他们有效应对这一充满挑战的领域。STeP 利用我们的专业经验和国内网络，
往往在商业化过程中就能及早识别出潜在的风险、机遇和合作伙伴。

我们不仅仅专注于技术开发。
我们采用全局性系统方案，整合市场、
用户和技术见解，提供商业化支持，
尤其是在以下方面帮助合作伙伴完成：

卓越商业模式的设计
产品的实景现场测试
所需合作关系的识别和培养，以扩大影响

借助 STeP，我们深知并接纳将新型卫生技术引入市场本身存在的复杂性。 我们正视眼前的事实，同样会帮
助合作伙伴面对这些挑战，全力改善最需要卫生设施的地方的卫生条件，让这些地方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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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的服务
STeP 是一个汇聚全球各地专家和组织的协作平台，致力
于帮助合作伙伴成功将技术商业化。我们提供各种服务，
包括现场测试及物流和管理；提供市场情报和商业计划；
商业化和技术转让；以及用户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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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供的服务

现场测试
在目标市场与当地合作 • 研究设计、许可和同意
伙伴开展现场测试，为 • 场地选择、准备和培训
设计和开发提供支持。 • 船运及海关
• 安全性及操作测试
• 数据收集和分析
• 故障排除
• 安装及拆除

The STeP Resource Center
(STeP 资源中心）是进行 STeP
研究的“活的图书馆”，有助于
降低风险和加快新型变革性卫生
技术的面市。STeP 成立于 2015
年，针对为新产品打造商业案例
相关问题，迄今已发表了超过 25
份的报告，在市场、用户和技术
等方面提供了诸多见解和建议。

请访问
www.stepsforsanitation.org/
resource-center/，
了解我们的资源中心。

提供市场情报和商业计划
利用市场情报，按您的 • 量化及分割
想法设计可靠的商业计 • 商业模式设计
划。
• 价值主张及使用案例
• 价值链分析

商业化和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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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作伙伴建立重要关 • 全球访问和知识产权战略
系，为技术转让和产品 • 上市战略
上市提供支持。
• 合作伙伴搜寻
• 直接的合作伙伴支持

This FSG Report is for your exclusive benefit and may not be relied upon by, or assigned to, any other party. We shall not be liable to any third parties who
may receive our Report for any loss, costs, claims or expenses of any kind (whether arising in contract or negligence or howsoever) arising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use of the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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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见解
获取用户见解，为基于 • 利益相关者分析图
数据的决策提供支持以 • 用户研究和见解
及优化设计。
• 技术用户评估
• 以设计为先导的创新支持

联系我们

info@stepsforsanitation.org
访问网站

www.stepsforsanit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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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I International 是一家致力于改善人类生活条件的独立非营利性研究机
构。我们结合科学严谨的态度和技术专长，为全球客户的关键需求提供解决
方案。RTI International 是 STeP 的执行合作伙伴。STeP 由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资助。
RTI International 是 Research Triangle Institute 的注册商标和商品名称。RTI 徽标是 Research Triangle
Institute 的注册商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