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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随着科技的发展，各个行业对自己的管理也越来越规范。一个良好而稳定的工作环境，

才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正因为如此，巡逻这个行业也就应运而生。随之而来的是我们的智

能电子巡更机的诞生，相对于过去老式的签到或挂牌式巡逻方式，我们中研生产的 FG-2GPRS

智能巡更机能更加简洁明了、方便准确地对巡逻、检查人员进行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 

二、FG-2 系统概述 

FG-2实时项目巡检仪由中研 FG-2移动数据采集器，GPRS无线实时传输，信息识别点

和网络化系统管理软件构成，集单点项目自定义、实时数据传输等高科学技术应用于一体，

极大程度上增强了巡检工作的科学性、高效性与安全性。 

实时智能巡检管理系统是采用世界领先的 RFID技术、GPRS移动通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

通信与数据处理技术，在 GPRS通讯平台上开发出适用于多种行业的巡检人员的在线管理及

监控系统。通过 GPRS 无线通讯，就可以及时地将巡检的地点信息、该地点的事件信息以及

报警信息发送给管理中心，保证使用者在特定环境和特殊时间里巡检信息上传的及时性。从

而实时记录巡检人员的行走路线并显示，达到对巡检人员及其工作状态和现场工作情况的及

时监督和管理。 

另外，系统的单点项目自定义两级菜单功能，在目前市场上是遥遥领先的，它单点可

设置 15 个项目，项目可以为逻辑型和数值型。每个项目下还可设置 5 个逻辑性选值。数值

型项目可以人性化设置最大值和最小值，数字可精确到小数点前 8 位和后 4 位，数字按键更

可以详细的记录各种数值的变化，使巡检情况更加精确。电子巡更不再简单局限于普通巡更

棒打点地点签到功能，每个巡逻点可扩展 15 个异常项目。方便大型工厂企业或精密设备详

细数据采集。 

2.1 系统设计目的 

1）增强巡检工作的科学性，技术实现具有先进性。 

2）GPRS技术应用，增强巡检工作的时效性，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善离线巡检

模式下信息传递滞后的问题 

3）客观全面记录巡检情况，提高巡检工作的精确性 

4）对巡检人员进行实时监控，能集中管理巡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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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及时发现漏检情况，减少安全隐患 

6）解决传统巡检模式中大量耗费人力，物力问题 

7）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提高巡检工作的科学性，高效性 

2.2系统配置清单（企业需自备固定 IP或花生壳，作为巡更数据发送目的地） 

 

 

2.3 系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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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系统工作流程图 

 

三、系统组成介绍 

3.1、FG-2 智能终端型巡更仪 

技术参数 

 

TFT 2.4寸 240*320 高清彩屏 

EM、TI 全协议感应卡 

读卡反应时间＜0.1S 

灯闪+“哔”声+中文屏显提示读卡成功 

10000 条巡检数据存储 

GPRS或触点 USB通讯 

单个巡检点可设置 15 个项目 

数值型选项可输入 12 位数（小数点前 8 位，后 4 位） 

逻辑型选项了设置 5 个备选项 

使用电池：1350mAh 可充锂电池 

工作功耗：60~180mA 

机器尺寸：170*75*40MM 

机器重量：2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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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巡更点 

此巡更点为非接触式，可在雨、雪、冰、尘等恶劣条件下仍正常使用的高灵敏卡，在保

证读卡距离的同时，减少巡更机电源消耗无源卡，使用年限超过 20 年。具有防水、防震、

防磁等功能。可安装在任何地方，无需布线，不受环境影响；巡更点为一种无源存储仪，内

置巡查点、无须供电，安装方便。 

1）技术参数 

技术指标 参数  

工作频率 125kHz 

 

尺寸 70*70*10CM 

环境温度 -40℃~85℃ 

使用年限 20年 

重量 33g 

读卡次数 ＞35万 

 

3.3 身份卡（用户另行购买） 

身份卡是用来区分巡检人员的。此卡为非接触式的，可在雨、雪、冰、尘等恶劣条件下

使用。身份卡为特制高灵敏度卡，在保证刷卡距离的同时，减少巡更机电源消耗无源卡，使

用时间超过 20年。若人员太多或者多人同时共用一台巡更机，建议使用身份卡。 

 

使用寿命 20 年以上 
 

工作温度 -40℃~+85℃ 

尺寸 5.5*3CM 

型   号 ZR-600 

彩屏显示 包胶外壳 镀金通讯触点，防破坏 SIM 卡，3G/4G 可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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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巡更系统配件 

1）、通讯线 
用于传输巡检仪与电脑通讯专用线，该连接仪体积小，可靠性

高，免去用户外接电源的麻烦，也不用昂贵的通讯座，使用户

系统造价降低。 

 全塑压制，可靠性高，外型高档。 

 线制通讯，无须外部供电，不使用巡更机电源。 

 讯速率达 115200，传输速度快 

 

 

 

数据传输特点 

1）触点数据线传输 

在不能实现 GPRS 实时通讯的情况下，可以通    

过专用防触点数据线连接电脑下载巡更数据 

 

 

 

 

 

 

 

 

2）GPRS实时传输数据 

 

 

 

 

 

 

触点 USB接口 

GPRS 手机卡槽，读卡

后自动发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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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巡检仪充电器 

专用全自动充电器，内部采用微电脑控制芯片，自动检测，有过充，过放，恒流充放

功能，有效的保护电池的寿命。 

 输入电压：AC180-240/50-60Hz 

 输入电流：30mA 

 输出电流：250mA 

 输出电压：4.2V 

 适用容量范围 240-2000mAH 

 使用环境：温度：-5--40℃ 

 湿度≤90℅ 

 

3）、巡检仪专用锂电池 

 

电池采用高容量锂电池芯，有过充、过放、短路等保护功能，为

仪器提供一个稳定持久的电能。 

 电池电压：4.2V 

 容量：1350mAH 

 

3.3 系统软件简介 

系统在网络方面同时支持 C/S和 B/S结构。系统采用了 Sqlserver数据库，所有巡检

点的数据通过局域网统一保存在服务器中，各线路管理中心只安装客户端软件，通过权限开

放可以进行数据下载，本线路的路线设置，巡检数据查看、打印等作业，即可独立工作。 

B/S软件实现各级领导无须在电脑上安装任何程序，可直接在任何一台电脑通过 IE浏 

览器上网访问注册域名或 IP，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查看实时的巡检数据和统计报表。这样

领导出差到无论何地，通过电脑上网，都可得到最新的巡查情况。在网页可按权限查看所有

车间或某几个车间的数据，数据同样可选不同的路线，时间段，记录类型包括正常，漏巡，

迟到，早到等来查询，和车间的客户端软件有相同的查看功能。该软件功能意味着对大型连

锁企业或者公司的数据管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无需将手持巡更机上交到总部，总部中心仍

可以跨区域通过 IE浏览器访问数据。 

 

功能介绍 

（1）项目自定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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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级菜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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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子地图功能 

（3）多级权限管理 

可设置管理组别，管理组可对巡检线路及巡检班组操作权限设置，由此可以使系统操作员无

越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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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员权限管理，用户名隶属于管理组，只能操作管理组分配的巡检线路及巡检班组，且对

用户可设置操作权限。不勾选，则用户不具有此权限。 

 

 

 

（4）数据报表，可对巡检线路的合格，误点，漏检分别查询，可导出报表，可直接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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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统计结果，巡检合格率、项目故障率一目了然。 

 

 

 

（6）原始数据查询，可根据需要自由组合查询条件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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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品优势对比 

名称 中研 FG-2 智能管理系统 同行产品 

外壳防护 
PC+TPR 软胶外壳，防水、防震、防高温、

低温 
塑胶外壳，抗摔与防水性能差 

彩屏显示(高低温) 彩屏可在-40℃- +80℃环境下工作 黑白屏 0 度以下出现白屏无法显示 

智能导航 

可导航前一个和后 5 个巡更点地址名称。

方便省时，引导巡逻人员按照正确巡逻顺

序巡检 

只能显示下一个地址或无法显示，巡

逻人员将不必要的时间耗费在寻找

巡更点上 

多级项目 
两级项目菜单管理，真正满足设备巡检的

要求 
以代码或简单 4 个以内的文字显示 

漏检提示功能 漏检，重复读卡，巡检完成，全功能提示 无 

数据预警功能 
当存储空间只能存储二次巡检点时，巡检

仪会提示用户及时下载数据 
无 

多功能显示 
巡检点，巡检人员、事件、线路名称、时

间、数据量等全彩色中文显示 
只有简单的时间与名称显示 

GPRS 数据传送 
手机 GSM 卡 GPRS 数据流量实时传输，实

时发送数据 

USB 通讯, 需将巡检仪带回中心控

制室方可查阅数据 

数据安全性 
采用的是 SST39 系列存储芯片（48 脚），

数据更安全、稳定 
简单的 24 系列（8）脚 

环境温度 所有芯片采用工业级，显示屏采用彩色屏 民用级与黑白屏 

报警提醒 
报警功能键，巡检人员因为设备故障或身

体原因，可实时向控制室发送报警信息 
无 

移动轨迹显示 

在中心控制室 GIS 地图可以知道巡检人员

移动轨迹，增强了对巡检人员的管理和人

身安全保障 

无 

支持 B/S 软件 

可支持 B/S 广域网软件，即使身在大洋彼

岸，仍可通过网络查询服务器上的数据，

无需接触巡检仪 

简单的 C/S 或单机版软件，管理局限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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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分工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