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巡检管理软件 8.0 使用说明

第一章 安装巡检管理系统软件

巡检管理软件所需系统环境组件如下（软件在安装的时候会自动安装）：

（1）.NET Framework 4.0

（其安装程序在 DotNetFX40文件夹中的 dotNetFx40_Full_x86_x64.exe）

（2）Crystal Reports Basic for Visual Studio 2008 (x86, x64) （水晶报表）

（其安装程序在 CrystalReports10_5文件夹中，根据操作系统的位数选择相应的

程序）

1. 将巡检软件安装光盘放入计算机光驱，运行“setup.exe”安装程序，安装过

程将自动安装所需系统环境组件，若无法安装，请在安装包中选择相应的程

序进行安装。如图

安装系统环境组件过程，如图



2. 巡检软件安装向导，单击“下一步”继续，如图

选择安装路径和用户权限为任何人，单击“下一步”继续，如图



确认安装，单击“下一步”继续，如图

安装完成，单击“关闭”退出，如图



操作至此，软件已经安装完成，并且在桌面上可以看到巡检软件的图标，如图



第二章 安装和配置 SQL 数据库

注：数据库必须安装 SQL 2005 /SQL 2005Express或以上版本

下面以安装 SQL 2008 免费版为例，演示数据库安装的一般步骤。

一、 安装 SQL server 数据库和 SQL Server® 2008 Management Studio Express
管理工具

1. 安装 SQL server 数据库（以免费版 SQL server Express2008为例） SQL server
Express2008下载地址如下，请区分用于 32位和 64 位操作系统的版本

http://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1695如图 1-1

1-1
SQL server Express2008 所需系统环境组件如下：（若没有安装请自行下载安装）

在 Win7以及 server2008系统中，下面的组件不需要安装，它本身已经自带。

Windows Installer 4.5（WindowsXP-KB942288-v3-x86）
http://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8483
.net framework 2.0sp2（NetFx20SP2_x86）
http://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1639

a) 运行 SQL server Express2008安装程序选择左侧安装→全新 SQL server独立安

装或向现有安装添加功能，如图

http://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1695
http://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8483
http://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1639


b) 进入安装程序支持规则检测，必须更正所有失败才能通过单击“确定”继续，

如图

指定要安装的 SQL server 2008 版本，单击“下一步”继续，如图



接受 Microsoft软件许可条款，单击“下一步”继续，如图



单击“安装”继续

安装程序支持规则检测，检测通过“下一步”继续



c) 选择要安装的 Express 功能，全部选择，单击“下一步”继续，如图

d) 设置 SQL server 实例的名称和实例 ID（推荐默认）单击“下一步”继续，如

图



e) 查看安装 SQL server 所需磁盘空间单击“下一步”继续，如图

f) 配置 SQL server 服务帐户，选择 NT AUTHORITY\NETWORK SERVICE。单击“下

一步”继续，如图



g) 配置 SQL server 身份验证模式，勾选“混合模式”设置一个强密码，选择“添

加当前用户”单击“下一步”继续，如图

h) 帮助 Microsoft改进 SQL server 功能和服务，不用勾选，直接“下一步”继续，

如图



i) 检测 SQL server2008 安装规则是否通过，单击“下一步”继续，如图

j) 准备安装，检验要安装的 SQL server2008 功能，单击“安装”进入安装过程，

安装完成退出即可，如图



2. 安装 SQL Server® 2008 Management Studio Express管理工具，

SQL Server® 2008 Management Studio Express 管理工具下载地址如下

http://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7593

所需系统环境组件，（若没有请自行下载安装）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 SP1(dotnetfx35)
http://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25150
Windows Installer 4.5(WindowsXP-KB942288-v3-x86前面已经安装)
http://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8483
Windows PowerShell 1.0（这个 WIN7 可以不用安装）

http://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9591 (适用于 windows XP)
http://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15406 (适用于 windows
server2003)
运行 SQLManagementStudio-x64-CHS.exe安装程序选择左侧安装→全新 SQL
server 独立安装或向现有安装添加功能，如图

a) 进入安装程序支持规则检测，必须更正所有失败才能通过单击“确定”继续，

如图

http://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7593
http://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25150
http://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8483
http://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9591
http://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15406


b) 安装程序支持文件，单击“安装”继续



c) 安装程序支持规则检测，单击“下一步”继续

d) 安装类型，选择执行 SQL server 2008 全新安装，单击“下一步”继续



e) 指定要安装的 SQL server 2008 版本，单击“下一步”继续

f) 接受 Microsoft许可条款，单击“下一步”继续



g) 选择实例功能全部选择单击“下一步”继续

h) 安装 SQL server 2008 功能所需磁盘空间，单击“下一步”继续



i) 帮助 Microsoft改进 SQL server 功能和服务，不用勾选，直接下一步继续，如

图

j) 检测 SQL server2008 安装规则是否无误，单击“下一步”继续，如图



k) 准备安装 SQL server 2008 功能，单击“安装”开始安装

l) SQL server 2008 管理工具安装成功，单击“下一步”关闭退出





第三章 配置巡检软件与数据库连接

1. 新建数据库

双击桌面上的软件图标，输入相应的服务器名称、用户名、密码，然后单击“create new patrol
database”。如下图：

【注意】

（1）输入服务器名称：计算机名+SQLEXPRESS 如：FB7OB58I0Q4\SQLEXPRESS。
（2）用户名：默认为 sa。
（3）密码：安装数据库时自定义输入的密码

（4）单击“create new patrol database”（创建新的巡检数据库）：单击该按钮时，其会

变成橘红色，表明正在创建数据库。当该按钮的颜色恢复为蓝色的时候标明数据库已经

创建成功。

数据库的名称为：Patrol8DB+日期时间（年月日时分秒） 如： Patrol8DB141217153914

2. 配置巡检软件与数据库连接

运行计算机桌面“Guard Tour System 8.0”，单击“新建数据库连接”输入服

务器名称、用户名，密码后，单击“测试连接”提示测试连接成功后，单击

“确定”即可。如图：



至此配置巡检软件与 SQL 数据库的连接完成。



第四章 安装巡检仪设备驱动

1. 将巡检仪通过 USB数据线连接计算机，右键单击（我的电脑）或（计算机）

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其他设备会出现一个黄色感叹号，表示驱动未安装，如

图

在软件光盘里找到 USB driver驱动文件夹，打开会看到两个 exe应用程序，根据

操作系统类型选择相应的应用程序执行，（x64用于 64 位操作系统，x86用于 32
位操纵系统）如图



双击运行，开始安装，单击“下一步”继续

选择“我接受这个协议”单击“下一步”继续，如图



驱动安装过程

驱动安装成功，单击“完成”退出，如图

安装完成后请右键单击（我的电脑）或（计算机）打开设备管理器选择“端口”

查看巡检仪通讯端口号，巡检仪上传或下载数据时选择此端口号才能与巡检软件



通讯，如图



第五章 巡检软件的快速使用指南

【软件设置前说明】

（1）每一台巡检仪都有唯一的设备编号以及序列号，该信息在巡检仪的机身都

有标明，不可修改。

（2）每一台巡检仪只能够绑定一条线路。

【软件设置与使用的一般流程】

【注意】

（1） 上图中带有*号的步骤为必设步骤。

（2） 具体的软件设置步骤，请参照下面文档进行操作。



1、【登录巡检管理系统】

运行计算机桌面“Guard Tours System 8.0”，出现如下图所示的登录界面

首次登陆用户名为:admin ，密码:空（登陆后建议立即修改密码）,如图

单击“登陆”，可看到软件的界面如图

2、【读取信息】

单击“通讯管理”，选择“数据传输”，进入到通讯界面。在设备管理器（计算机

->右键）中查看到相应的驱动端口号后，选择相应的端口后，单击读取信息。如

图



读取信息之后，软件界面能够显示设备编号、设备版本、所属线路、记录数等信

息，并且“设置时钟”、“读取数据”、“清除记录”等按钮变成活动状态。如图

3、【增加设备】

若该设备为第一次与软件连接，那么在单击读取信息的时候，就会出现“当前设

备****没有增加，请先增加”的提示，如图



接着，单击”添加设备”，若没有巡检线路的话，则需单击“新增线路”新建一条

巡检线路。绑定相应的线路，输入机身相应的序列号之后，单击“选择”即可。

如图

4、【读取数据】

“读取信息”之后，再单击“读取数据”，将巡检仪中的巡检记录读取出来，能

够显示记录的详细信息：地址卡号、地址名称、巡检时间、人员卡、巡检仪、巡



检项目、是否代检等，并且“保存数据”、“保存卡号”、“导出数据”等按钮变成

活动状态。如图

5、【保存卡号】

当初次使用该巡检系统的时候，先拿巡检仪将所有的巡检点都读取一遍，再在软

件中将巡检记录读取出来，并单击“保存卡号”，将地址卡号保存为相应的地址

名称。

单击“保存卡号”之后，软件会自动将所有未保存过的卡号提取出来，选择相应的

“类型”输入相应的“名称”之后单击“保存”即可。如图



6、【设置基础数据】

“资源管理”->”基础数据”
（1）设置检测项目：选中“检测项目”-> 单击“新增项目”-> 输入相应的项

目名称 –> 选择相应的数据类型（数据型还是逻辑型） -> 单击“确定”即可。

如图

如果项目添加错误时，可以通过“编辑项目”和“清理项目”进行修改与删除项

目。

（2）设置逻辑选项表：选中“逻辑选项表”-> 单击“新增选项”-> 输入相应

的选项名称 -> 单击“添加”即可。如图



如果逻辑选项添加错误时，可以通过“编辑选项”和“清理选项”进行修改与删

除逻辑选项。

（3）设置单位表：选中“单位表”-> 单击“新增单位”-> 输入相应的单位名

称 -> 单击“保存”即可。如图

如果单位添加错误时，可以通过“编辑单位”和“清理单位”进行修改与删除逻

辑单位。

7、【线路设定】

“资源管理”->”巡检线路”
（1）【必设】给线路添加巡检地点：选中需设置的线路 -> 单击“新增地点”->
勾选相应的地址名称 -> 单击“添加”即可。如图

如果地点添加错误时，可以通过“删除地点”删除相应的巡检地点。

通过“上移”、“下移”按钮，可以对巡检地点进行排序。



（2）【选设】给巡检地点添加巡检项目：选中需设置的线路 -> 选中相应的巡检

地点 -> 单击“添加项目”-> 勾选相应的项目名称 -> 单击“添加”即可。如图

若之前并未设置相应的巡检项目，可在该界面新增相应的检测项目

（3）【选设】给逻辑型项目添加相应的逻辑选项：选中相应的逻辑型项目 -> 选

择相应逻辑选项 -> 单击“增加”即可。如图

若逻辑选项添加错误时，可单击“删除”按钮，删除相应的逻辑选项。



（4）【选设】给数字型项目添加相应的信息：选中相应的数字型项目 -> 输入“最

大值”“最小值”“默认值”“单位”等信息。如图 5-15

【注意】

A、若巡检点下面的检测项目为一样时，只要设置好其中一个巡检地点下的检测项目即可，

其他的巡检点可以通过“复制项目”和“粘贴项目”来设置。

选中已设置好项目的巡检地点 -> 单击“复制项目” -> 选中未设置项目的巡检

地点 -> 单击“粘贴项目”。如图

B、针对带指纹的机器，若需要在巡检的过程中再次验证巡检人员时，可在该模块进行设置，

选择相应的巡检地点 -> 勾选需指纹验证即可。如图

8、【人员设置】

“资源管理” -> “班组管理”

（1）新建相应的巡检班组：选中“新建班组” -> 输入相应的班组名称。如图



（2）新增相应的巡检人员：选中相应的巡检班组 -> 单击“新增人员” -> 输入相应的巡

检人员名称 –> 输入相应的 ID 卡号（该卡号可以自定义） -> 单击“确定”即可。如图

9、【设置计划】

“资源管理” -> “设置计划”

为巡检线路设置相应的巡检计划：选中需设置计划的线路 -> 单击“新计划” ->
选择计划执行开始的日期 -> 设置“误差时间”（一般默认）-> 选择计划模式（一

般默认）-> 选择一天中计划开始的时间 –> 输入每一轮巡检所需时间 –> 单击

“增加” –> 单击“保存计划”即可。

【举例】某物业公司规定某条巡检线路必须每天巡检 12 次，两个小时巡检一次，

一天中巡检的起止时间为 00:00~23:59。
那么该线路的计划的设置步骤，如图



计划设置完成并保存之后，可在已有计划中进行查看。如图

10、【信息上传】

“通讯管理” -> “数据传输”-> 选择相应的端口号 -> “读取信息”

（1）上传线路信息：选中“线路信息” -> “上传地点”。如图

（2）上传人员信息：选中“巡检员信息” -> 勾选相应的巡检人员 -> “上传

人员”。如图



（3）上传基础数据：选中“基础数据” -> “上传基础数据”。如图

（4）【适用于指纹机】绑定指纹：

A、首先在巡检仪的指纹管理中注册相应的管理员（指纹编号为：0~9）和操作人

员（指纹编号为：10~299）
B、保存指纹：选中“指纹管理” -> “读取指纹” -> “保存指纹”。

单击“读取指纹”之后，机器中的指纹编号会出现在左下方的“设备指纹”中。

单击“保存指纹”之后，选择相应的设备编号，机器中的指纹编号会出现在左上

方的“已有指纹”中。



C、绑定指纹：勾选指纹编号，鼠标单击指纹编号不放，拖拽至右方的巡检人员

指纹目录下，巡检人员便与指纹绑定成功。如图

（5）【适用于指纹机】上传指纹：可以将存储在巡检软件的指纹信息，上传到另

一台巡检仪。

首先将未注册指纹信息的巡检仪连接电脑，单击“指纹管理” -> 在“已有指纹”

中选择含有指纹信息的设备编号，然后勾选相应的指纹编号，并单击“上传指纹”

即可。如图



（6）【适用于 FG 系列的机器】设置参数，实现实时传输数据。

【注意】关于 FG 系列的巡检仪实时传输数据的设置请参照安装包中的《FG系列

设备的 GPRS数据传送设置》文档。

选中“设置参数” -> 输入相应的巡检仪外部端口和通讯域名（或固定 IP）->

单击击“更新信息” -> 提示“GPRS 参数设置成功”检查各项配置是否无误，

便可实时收发数据。如图

11、【保存数据】



“通讯管理” -> “数据传输”-> 选择相应的端口号 -> “读取信息” -> “读

取数据”-> “保存数据”

巡检一轮之后，若要将巡检仪中的记录读取出来，并查看相应的巡检情况时，必

须先“读取数据”，再“保存数据”，提示“数据保存完毕”即可。如图

【注意】

只有保存数据之后，才能够在查看相应的“原始数据”以及进行“数据查询”。

12、【删除数据】

“通讯管理” -> “数据传输”-> 选择相应的端口号 -> “读取信息” -> “清

除记录”。

当记录数已满（巡检仪最大存储数为 10000）或者将满时，可以先将记录读取出

来并保存之后，单击“删除数据”，将巡检仪中的记录全部清除。

【注意】

（1）删除数据之前，一定要先保存数据

（3） 该“清除记录”是将巡检仪中的记录全部清除，而不能够选择性删除。



13、【查看原始数据】

“数据管理” -> “原始记录”

选择查询的起止日期 -> 选择相应的“巡检路线” –> 单击“查询”。

单击“导出”、“打印”可将查询所得的报表导出。

【注意】

默认情况下，不需要勾选任何的地点地址。但是若想查看某个地址的巡检情况时

则勾选某个地址，再单击“查询”即可。

14、【进行数据查询】

“数据管理” -> “数据查询”



选择查询的起止日期 -> 选择相应的“巡检路线” –> 单击“查询”。

单击“导出”、“打印”可将查询所得的报表导出。

【注意】

默认情况下，不需要勾选任何的地点地址和巡检结果。但是若想查看某个地址的

巡检情况时则勾选某个地址，再单击“查询”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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