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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子巡更的实际意义 

长期以来，各领域巡逻一直沿用一套传统机械的巡逻体制，巡逻的路线、时间、频率、密度都不尽合

理，巡逻人员分不清主次，找不到重点，只是根据经验进行巡逻，人员重复浪费，往往事倍功半；加之部

分巡逻人员责任心不强，存在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应付思想，致使巡逻

管理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被动性,出现各类问题时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容易产生严重的后果。

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督，使得安全巡逻人员巡逻工作落实得不到保证，巡逻效果不明显，发挥作用不大。巡

逻的各项措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造成了巡逻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却起不到应

有的效果。 

为了使得安全巡逻人员巡逻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真正达到严密有效防控，快速反应，

因此提出了智能化巡逻系统设计并实现了巡逻人员巡逻巡视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智能系统，旨在实现整

个巡逻过程的完整化、集中化、可视化管理，在及时保证数据的完备性、一致性、可靠性的基础上，为管

理人员提供准确、快速的各种巡逻资料查询及多层次的综合数据统计分析功能，有效提高广大巡逻人员巡

逻的可靠性、高效性和准确性。 

 

二.电子巡更签到方式与传统签到方式比较 

传统签到方式使用笔和本，巡逻人员签到的方式。在此， 我们将电子巡更和传统签到方式作比较，

便于您更好地选了解和择我们的产品 : 

 传统签到方式 电子签到方式 

使用介质 
笔和纸（本），怕水，易损 

需定期更换，耗费笔和纸采购成本 

巡更机和巡更点，防水，抗摔，不易损坏机器，

使用寿命长 

安装方式 需要专门的铁箱安放，容易遭破坏 巡更点不显眼，可选择埋墙装置。不易遭破坏 

操作方式 打开铁箱，签字，关箱子。过程繁琐 巡更机靠近巡更点感应即可，过程简单 

采集方式 
人工将签到本收回，主管检查和记录，不能

及时反映巡逻情况 

只需将巡更机连接电脑，巡检信息自动上传到计

算机，能及时检查巡逻情况，并自动分析是否漏

检，合格等。只需轻触鼠标，全自动处理 

监管方式 易作弊，主观因素影响大 客观真实，是考勤和评测的科学依据 

是否环保 否， 大量使用和更换纸张，耗费资源 电子记录，可将巡检结果存档。低碳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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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子巡更的应用领域 

铁路：铁路路况、路轨、信号灯、机车、库房的巡检。  

油田：石油管道、油井的巡检、设备定期维护检修管理。   

邮政：信筒取信、邮政趟车、邮政储蓄款车邮运的定时定点管理。  

电信：电话线路巡查、机房的巡检。   

电力：输电线路、高压线路、变压器的巡检。  

粮库：粮食、库房的巡检。  

军队：军火库、后勤军需库、哨所、边防的巡检。  

物业：小区保安巡检、宾馆、超级市场  

公安：巡警、监狱等保安巡检管理。   

大型工矿企业：设备检修及生产流程监控管理。 

博物馆、图书馆、文物保护区、动植物保护区林业局定期巡检管理。 

四．Z-6200 系统概述 

感应式电子巡更系统采用 RFID自动感应技术、计算机网络通信与数据处理技术，实现巡更工作的科

学进行。在需要巡逻的位置安装巡更点后，巡检人员手持 Z-6200巡更机，首先用身份卡更换操作员身份，

按规定的路线巡检，靠近预先设定的地点，巡检仪自动读取，保存当前的地点信息。巡更结束后通过 USB

数据线将数据上传到管理电脑，管理中心的系统软件将回传的巡检记录同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能查询，

打印，导出各项报表。实现对巡检工作的科学管理。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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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全面记录巡检情况，提高巡检工作的精确性 

3）解决同类产品通讯口易破坏问题 

4）解决同类产品必须使用通讯底座的弊端，减少巡更成本 

5）解决传统巡检模式中大量耗费人力，物力问题 

6）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提高巡检工作的科学性，高效性 

7）解决传统巡更机对机器损坏追责无据的问题 

8）简化巡检操作步骤，提升数据传输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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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系统配置 

 
 

 

4.3 系统工作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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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系统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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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统组成产品介绍 

5.1 Z-6200 自动感应巡检仪 

1）技术参数 

 

自动感应读卡，无需按键 

125kHzEM ID 卡 

USB 触点通讯 

真正高速免驱，运行速度提升达 10 倍 

LED+震动提示读卡成功 

巡检数据存储量：80000 条 

抗摔记录存储量：32000 条 

工作温度：30%~95% 

工作湿度：-20℃~ 70℃ 

3.7v 可充电可更换锂电池 

工作功耗：60uA 

读卡功耗：30mA 

充电器充电 

防护等级：IP65 

机器尺寸：140mm*Φ 29mm 

机器重量：100g 

 

 

 

 

镀金通讯触点 可更换电池 底部挂绳设计 纯铜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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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巡更点 （用户另行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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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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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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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取高达 35万次或使用 20 年以上 
 

工作温度 -40℃~+85℃ 

尺寸 5.5*3CM 

人员卡 每人一张 

使用年限 20年 

型   号 ZR-600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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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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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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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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V 

容 量：900mAH 

 

5.5 系统软件 

1）软件介绍 

中研绿色版智能巡更管理系统是专门为巡更巡检管理工作量身设计、开发的一款专业智能巡更管理软

件。此款软件解决了目前国内电子巡更行业中管理软件普遍存在的安装步骤多、操作复杂、需安装多种插

件的问题。 

 

中研绿色版软件无需安装，界面友好，下载解压软件包即可立刻使用，且不恶意捆绑软件，能存放于

可移除式存储媒体中，系统首次加入“新手指导”功能，用户可根据提示按顺序逐项进行信息设置，简单

便捷，易上手。本系统以其便捷、高效、人性化的操作模式，获得了同行及广大用户的一致好评。 

 

2）功能特点 

1、无插件、免安装 

行业内首次实现巡更管理软件的绿色免安装。用户下载软件包后，解压缩包即可立刻使用，无需再为纷繁

复杂的安装步骤苦恼。真正实现“一步到位”。 

 

2、新加“新手指导”板块，易上手 

设置步骤繁杂、流程不明，是当前软件使用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给初次使用的用户带来极大的困扰。中研

绿色版智能巡更管理软件首创“新手指导”板块，清晰标明首次使用软件需设置的内容板块，用户只需根

据提示按步骤操作即可，简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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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温度 -5--40℃ 

湿度 ≤90℅ 



8 

3、巡检数据自动生成图表，形象、直观 

系统可以将回传的信息自动进行分析处理，并生成图形报表，详细显示应检、实检、合格、漏检等信息，

巡检结果一目了然。 

 

4、多用户权限管理 

软件可以给公司不同领导层设置不同的管理身份，开放不同的权限，既能保证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又能保

障巡检数据的安全性。 

 

5、人性化巡检计划设置 

巡检计划周期可选择按每天、每周、每月及每 N天，并且在每个巡检周期内可自由选择巡检的开始和结束

时间，即使巡检周期不规律也能按实际需要灵活设置巡检计划，且一条巡检线路下可设置多个巡检计划。

另外，软件还可以修改、新增过去时间段的巡检计划，便于管理者的可操作性。 

 

3）软件操作流程 

①下载软件包，解压压缩包即可使用，无需安装  

②连接机器与电脑，打开软件，首次登陆，需进行系统初始设置，重设超级管理员密码。然后再输入用户

名、密码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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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首次登录，系统将逐步按照操作流程引导用户进行系统设置。不按流程操作将强制性退出软件程序。 

 

 

④设置卡号，即给地点卡及人员卡命名分类，注意地址卡号与地点名一一对应，人员卡号与人员名一一对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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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设置线路，即给巡检线路命名，并将线路下所有巡检点添加至线路中。（卡号设置完成，自动跳转到此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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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设置班组，即给巡检人员分组，便于人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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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设置计划，即设置此条巡检线路具体的巡检周期与巡检时段。巡检计划可以设置有规律的周期或无规律

的周期，且一条巡检计划下可设置多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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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数据查询，即查看巡检结果。系统软件可将上传的巡检数据自动进行分析，生成巡检明细图表，巡检结

果一目了然。 

 

⑨数据分析，可查看一段时间内巡检数据的统计结果，并且以图表形式展示，直观、明了。 

 

 

 

 

 

 

 

 

 



14 

 六．Z-6200 技术特点特色 

1.可更换电池，绿色环保 

2.自动感应读卡，简化巡检工作过程 

3.挂绳设计与小体积造型，便于携带 

4.新型纯铜触点设计，防通讯口破坏 

5.金属外壳，美观坚固 

6.无需通讯座，降低成本，性价比高 

7.精密结构设计，防水，防震，防高温，低温 

8.高速免驱通讯，运行速度提升 10倍 

9.80000 条巡检数据大容量存储 

10.32000条抗摔记录存储，减少机器损坏追责纠纷 

 

 

 

 

 

七．产品优势对比 

名称 中研 Z-6200 智能管理系统 普通产品 

外壳防护 金属外壳，防水、防震、防高温、低温 塑胶外壳，抗摔与防水性能差 

防滑设计  
机身主体采用凹凸防滑设计，防意外摔损

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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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安全性 镀金通讯触点，防通讯口破坏 USB 接口，易损坏 

提示方式 LED 灯示+振动 单一的灯示或是振动 

驱动方式 高速免驱通讯，数据传输速度提升 10 倍 需安装驱动插件，运行速度慢 

跌摔记录 32000 条 无 

存储记录 80000 条 几千条到 1 万条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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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部分工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