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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各项违法犯罪活动也在日益增加。为了加强和保障全体公民

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各企事业单位的财产利益，各社会机构，社区团体以及企业管理人员

都安排了固定的办事人员，安防员工进行日常巡防巡查工作。 

二、巡检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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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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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Z-6500F 系统概述 

智能化巡逻管理系统，是应用先进的具有指纹识别功能 Z-6500F巡检仪，巡更点，智能

软件，数据库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等，建立起来的一套智能移动巡逻系统，实现了广大用户在

巡逻工作的数字化和信息共享，加强了巡逻工作的监控力度，在调高巡逻管理和协同工作水

平的同时，为保障社会的治安、社会和谐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系统采用指纹识别技术，每一位巡检人员都有唯一对应的指纹记录，指纹验证的不可

伪造替代与 RFID技术的完美融合，从根本上解决了巡检管理身份鉴别中的漏洞，保证巡检

人员的合法性和准确性，保证了巡检记录的公正、权威。彻底杜绝了巡检时的补巡、漏巡、

代巡等现象，有效确保管理制度的落实，最大限度提高执勤目标的安全系数。 

另外，巡更机可自定义 500 个内置事件，每个巡检点可独立设置 15 个事件供巡检时备

选，例如：电脑未关、垃圾未倒、电机温度异常等等，方便巡检人员客观全面采集巡检点的

各项信息，及时解决意外状况。 

http://www.iotworld.com.cn/IOTSpecials/ClsList-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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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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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传统巡更工作中无法有效解决人员代检的问题 

3）解决传统巡更机无法有效控制巡检人员蓄意破坏机器的弊端 

4）及时发现漏检情况，减少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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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传统巡更机夜晚无法照明问题 

3.2 系统配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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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系统结构图 

 

 

3.4 系统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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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统组成产品介绍 

4.1 Z-6500F 智能终端型巡更仪 

Z-6500F采用工程塑胶外壳，防水，防震，耐高温。先进的指纹识别技术，杜绝代检。

系统最大可自定义内置 500个事件，单个地点下可独立设置或是从 500个总事件表中选择

15个事件，巡检时，从设置好的 15个事件表中选择 1-3个事件，能够准确、客观、全面地

采集巡检数据。另外，系统具有 32000条抗摔记录循环存储，准确查询故意砸坏机器，有效

控制巡检人员蓄意损坏。多方位高科技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对巡检工作的科学管理。 

技术参数 

 

125kHzEM 卡，自动感应，无需按键 

ABS+PC 外壳，抗震、防摔 

中文（简繁体），英文，用户可自由切换 

光学指纹识别，可支持 225 枚指纹，管理员 15 枚，巡检员 210 枚 

500 个内置事件自定义设置，便于数据采集 

8 万条巡检数据大容量存储 

32，000 条抗摔记录 

LED 手电照明，夜间巡检无需外带照明设备 

触点 USB 通讯口,真正高速免驱，运行速度达 450 条/S 

内置 1000mAh 锂电池,可循环充电 500 次 

可续航 25 小时，连续读卡 9000 次 

机器尺寸：132*57*25mm 

机器重量：144g（含电池） 

 

LED 手电照明 光学指纹头，不易刮

花 

镀金通讯触点 防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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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夜光巡更点（用户自行购买） 

巡更点采用工程夜光塑胶封装的存储芯片，安装方便，集成电路芯片密封在外壳内，防

水防腐蚀，坚固耐用，可在各种恶劣环境中使用。每个感应器编号不重码，无需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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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安装方法 

1、首先确定安装点（不低于地面 1.5M）记录好每个巡更点所对应的安装地点，（所有

的安装点应与电脑巡更点设置相对应）。 

2、再拿冲击钻对安装点冲（2个孔）嵌入胶塞。 

3、开封盖，用自攻螺丝固定。 

4、重新装上封盖装盒即可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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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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系统软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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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独立工作。 

B/S软件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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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功能介绍：系统最大可自定义设置 500个事件(每个巡检点可单独设置 15个事件)，

巡检路线（岗位），巡检计划，对巡检路线、计划可设置每天巡检的次数，开始时间，每圈

用时，休息时间，允许误差时间等参数。系统可自动识别漏巡，迟到等纪录并用不同颜色进

行标识。可按日期，时间段，路线（岗位），班次，巡检人员多种条件进行单独或组合查询，

查询包括正常记录，漏点纪录，不准时记录等分类报表。可自动生成统计分析报表，提供正

常巡检率，漏点率，迟到，早到率等管理数据。提供原始巡查记录查询，确保记录准确无误。

所有记录提供打印输出功能。系统还提供多级用户权限功能，用户操作日志等安全功能。 

 

2）操作流程 

①按系统软件说明书安装软件 

②登录软件（首次打开密码为空，可直接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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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通讯。连接电脑与巡更机，将巡更机与系统管理软件相关联 

 

 

④ 保存卡号。即设置地址卡、人员卡。设置时需按巡检顺序设置，且注意巡检地点名

与地址卡号一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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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设置班组。即给巡检人员分组。 

 

⑥设置巡检线路。即针对某一巡检线路设置一个线路名称 ，并将所有组成此巡检线路

的巡检点添加到线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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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添加项目。系统可自定义设置 500 个事件。每个巡检点可以新建或是从总事件表中选

择 15 个事件内容。（在“巡检线路”设置界面直接添加项目） 

 

⑧设置计划。即设置巡检周期和巡检起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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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更新信息。即将系统软件中设置好的信息上传至巡更机中，否则，巡检时将无法显示

相关信息。需更新线路信息、巡检员信息、基本数据、指纹管理。 

A 更新线路信息。将系统中设置好的巡检路线添加到机器中 

 

B 更新巡检员信息。更新巡检员时以班组为单位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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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更新基本数据。将设置好的事件信息上传到巡更机中。 

 

D 指纹管理。将巡更机中的指纹与软件中设置的巡检人员信息一一对应绑定，然后再将

绑定好的人员信息上传至巡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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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数据查询。巡检工作结束后，用 USB数据线连接巡更机与电脑，上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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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Z-6500F 技术特点特色 

1. 指纹识别，防止代打卡 

2. LED 手电，巡逻照明一机搞定 

3. 80000 条大容量存储 

4. 线路导航可直观导航巡逻点，防止漏检。 

5. 支持自定义 500 个内置事件，单个巡检点下可独立设置 15 个事件，巡检

时，可从 15 个事件表中选择 1~3 个事件，方便数据采集 

6. 32000 条抗摔记录，摔砸机器有据可依 

7. 行业首创真正高速免驱，简化软件操作，提升运行速度 

8. 光学指纹识别头，指纹头不易刮花  

六、产品优势对比 

名称 中研 Z-6500F 智能管理系统 同行产品 

外壳防护 
工程塑胶外壳，防水、防震、防高温、

低温 

普通塑胶外壳，抗摔与防水性

能差 

照明功能 LED 强光照明 无 

智能导航 

自动显示当前巡逻位置，以及下一地

点，可保证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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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逻人员将时间耗费在寻

找巡更点上 

指纹头 
光学指纹头，不易刮花，耐用。 

维护成本低 

容易刮花，更换指纹头昂贵，

维护成本高 

事件自定义 
可自定义 500 个内置事件，单点独立

设置 15 个事件，方便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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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摔记录 
32000 条抗摔记录存储，蓄意损坏机

器有迹可循 
无 

软件驱动 
真正免驱 USB 功能，简化软件操作，

提升运行速度 
需安装驱动 

巡检员管理方式 指纹识别，完全杜绝代检 人员卡打卡，代检情况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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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部分工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