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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研 Z-9000 系统应用概述 

Z-9000 PDA巡检系统由中研 Z-9000数据采集器、GPRS无线实时传输技术、

GPS/BD定位系统、信息识别点和网络化系统管理软件构成，集 android 操作系统、

指纹识别、语音通话、高清拍照/视频录制、智能化数据采集、隐患台帐管理、实

时数据传输、GPS/BD 位置监控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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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检员携带机器开始巡检，到达巡检点后，在靠近地点钮 3~5cm 时，巡检仪

自动感应地点钮（如此处设置了“指纹验证”，则需再次验证巡检员指纹），并显示当前地

点需要巡查的内容，巡检员根据设备的实际情况选择保存项目信息，需要拍照/视

频留存的，拍下现场照片/视频即可。 

 

 

中研 Z-9000PDA巡检仪独有的隐患台帐管理功能，可以全程记录隐患的发现、

处理、审核全流程，做到责任到人、权责明确，隐患数据可追踪，处理过程可追

溯，确保每一个设备都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例如：当巡检员发现消防栓损坏时，可选择处理部门为“消防一部”，隐患

等级为“2级”，然后对现场状况进行描述，拍下照片或视频，保存上传至后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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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系统将巡检员记录的隐患转化成隐患任务单，并根据其选择的处理部门

和隐患等级将任务发送至相关处理人员账号中。 

 

 

如果巡检员无法判断是否属于隐患，也可以通过项目编辑功能输入现场情况

描述，然后拍照片或视频记录，保存的巡检数据、图片/视频将通过 4G网络实时

上传至总部管理中心。 

Z-9000PDA智能巡检管理系统，实现了无纸化数据采集，从信息化、规范化的

角度有效降低了人为因素导致的漏检、漏报、错报、安全隐患久拖不改等一系列

问题，提高了巡检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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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工作状态指示灯                  ②电容式触摸屏 

③音量+/-键                

④主页键，当使用一个程序时，按主页键来关闭，或快速进入主界面 

⑤菜单键，在系统桌面下按菜单键，可以调出系统壁纸和系统小部件等实用功能。 

在应用程序中按下菜单键可以调出页面对应的菜单 

⑥数字/字母、功能键               ⑦收音器 

⑧前置摄像头 

⑨电源键，长按 3 秒可开启关闭设备电源；待机状态下，按电源键进行设备屏幕

工作和休眠状态切换             

⑩返回键，当使用一个程序，或在系统中操作时，按返回键退出或返回到上一页             

○11扬声器                        ○12后置摄像头/闪光灯/手电筒 

○13读卡感应区                    ○14电容式指纹头 

 

① 

② 

⑤ 

⑥ 

④ 

○11  

⑨ 

⑧ 

○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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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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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后壳固定螺丝                 ○16电池仓/SIM卡槽 

○17磁吸式通讯口/充电口，可用通讯线直接对设备充电 

 

二、产品性能特点 

操作系统：Android7.0 操作系统，MTK4 核 CPU，可对接监控、报警平台 

屏幕显示：4 寸电容式触摸屏，分辨率为 800*480 

★防护等级：IP67 

★资质认证：取得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检测报告、Ex ib IIC T4 Gb 防爆合格证 

★指纹识别：半导体指纹识别技术，系统支持 225 枚指纹预设（最大 1000 枚），       

            支持指纹模板转移。 

★多线路绑定：一台设备可绑定多条线路，巡检前，将所有绑定的线路信息下 

              载至设备中，巡检员在巡检时只需根据不同的线路切换即可 

★巡检完成率预警：在巡检计划周期结束前一定时间内，巡检完成率达不到预设

要求时，后台软件自动报警 

★数据采集：每个巡检点下可自定义设置巡检项目，遇到临时突发情况，还可通 

            过项目编辑功能现场输入记录 

★隐患台帐：系统可将巡检员在巡检过程中发现、记录的异常数据转换成隐患任  

          务单，再由相应的整改处理责任人、审核责任人，在规定的时间内进 

          行整改处理。隐患台帐全程记录隐患的发现、处理、审核全流程，做 

          到责任到人、权责明确，隐患数据可追踪，处理过程可追溯 

★APP 数据查询：配合网络版软件，管理者用手机下载数据查询 APP，账号、密码

登录（账号密码与 PC 端一样），即可实现在手机上随时查看巡检数据。巡

检时间、巡检人员、记录事件、异常事件、漏检数据一目了然 

通话功能：巡检仪具有语音通话功能，紧急事件可以通过通话功能及时沟通 

遇险报警：巡检时遇到紧急特殊状况，可一键报警求救，安全多一份保障 

★拍照摄像：前置 200 万、后置 800 万像素+闪光灯拍照和视频录制，自动对焦， 

            真实记录巡检现场 

实时定位：GPS/BD 定位，可在电子地图上实时查看巡检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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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迹回放：可回放、查看指定时间段内巡检员的巡检轨迹，并显示当时巡检信息。 

通讯方式：移动/联通/电信 4G 网络实时+触点 USB 免驱通讯 

WIFI 功能：内置 WIFI，可自定义设置 WIFI 优先或 4G 网络优先 

邮件推送：巡检数据可以邮件的形式发送给指定人员邮箱 

★对讲功能：下载安装“微喇”APP，即可实时对讲，支持 1V1对讲和群组对讲 

跌摔记录：32000 条跌摔记录存储，准确记录机器摔砸时间，减少损坏追责纠纷 

外接设备：支持外接测温、测试、测振等设备（定制功能） 

 

三、Z-9000 产品技术参数 

网络制式 

4G:FDD-LTE:800/1800/2100/2600MHz(B1,B3,B7,B20) 
TDB-LTE:2600(B38)/1900/2400/2500MHz(b39,b40,b41) 

3G: WCDMA850/900/1900/2100MHz 

    CDMA2000:BC0;TD-SCDMA:1880/2010MHz 

2G: GSM850/900/1800/1900MHz 

操作系统/CPU Android 7.0/MTK 4核 

RAM/ROM 1G/8G(2G/16G可选) 

SIM 卡 Micro卡 

主屏尺寸 4寸 HD IPS(多点触控) 

主屏参数 800*480像素 

WIFI WIFI：支持 802.11a/b/g/n 协议 

蓝 牙 蓝牙 4.0 

读卡类型 NFC(13.56MHz)/EM-ID 卡(125KHz) 可选，二维码扫描读取 

指纹识别 带活体检测半导体指纹识别模块 

指纹枚数 支持 225枚指纹预设（最大 1000枚） 

外储存 T-FLASH卡，最大支持 32G 

输入法 ANDROID或其它第三方输入法，手写 

按 键 
物理键盘：18个（10个数字键和 8个功能键） 
侧按键：3个（1个电源键+1个上键+1个下键） 

手电功能 LED照明 

通话时间 8-10小时（视网络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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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电池 3800mAh可充电聚合物锂电池 

功  耗 工作电流 300mA，待机电流 10mA. 

充电时间 4个小时 

工作湿度/温度 0-95%/-20-70℃ 

尺 寸/重 量 155*72*25mm/280g 

 

 

四、系统配置清单 

序号 产品 说明 

1 Z-9000 巡检仪 
巡检数据采集设备，巡检人员携带，每条巡检路线至少一台

（巡检人员多，建议适量增加） 

2 防护套（标配） 保护巡更机，减少巡更机的跌摔磕碰 

3 通讯线（标配） 

用于连接巡更机与电脑，实现系统软件与设备的信息互通 

（部分功能可通过实时网络实现，如：将设备中的巡检数据

上传至软件） 

4 充电头（标配 ） 对巡更机进行电量补充（内置电池，连上数据线可直接充电） 

5 巡更点（另购） 安装在需要巡检的地方，作为巡检员巡检路线的控制节点 

6 电话卡（另购） 用于实时数据上传和语音电话沟通 

7 
系统管理软件 

网络版：另购 

分析处理汇总的巡检数据，形成各类报表，可跨区域、在任

何有网络的电脑上查看数据 

8 电脑（自备） 查看回传的各种数据、报表 

9 打印机（自备） 打印数据报表 

语音通话 项目输入 视频录制 指纹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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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Z-9000巡检系统工作演示 

 

六、系统组成产品介绍 

1、巡更点 （用户另行购买） 

安装在巡检线路中的关键控制节点，以此来确保巡检人员能巡查完所有巡检

区域，不留死角。巡更点为无源、非接触式感应卡，可在雨、雪、冰、尘等恶劣

条件下仍正常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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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技术参数 

技术指标 参数 图片 

工作频率 125kHz 

 

尺寸/重量 70*70*10MM/33g 

环境温度 -40℃~85℃ 

使用年限 20年 

读卡次数 ＞3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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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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装上封盖装盒即可 

 

 

2、管理软件（网络版） 

1）功能简介 

系统软件支持 B/S架构，使用数据库，所有的巡检数据通过网络统一保存在

服务器中，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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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浏览器上网访问，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查看实时的巡检数据和统计报表。数据

查询可按权限分级查看：集团总部，可查看系统内所有数据，各分管部门按权限

大小只能查看本部门数据，或部分相关部门数据，既做到统一管理调配，又能保

证各部门独立，满足数据安全性管理需求。 

2）系统优势 

1、安装简单 

应用程序和数据库集中一键安装，全程不需用户自己设置任何配置选项； 

2、个性化设置 

用户在安装前可自行替换 LOGO、软件名称、公司信息等自定义资源； 

3、跨地域操作 

基于 B/S 架构，在服务器上安装完后可在世界任何有互联网的地方访问系统； 

★4、手机 APP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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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在用手机上下载安装中研“巡探”APP，即可实现随时随点在手机上查看报表，

漏检、异常报警、日报、月报等一目了然 

5、数据实时显示 

在使用带有 GPRS 的设备时，系统上可实时显示设备传回的巡检数据、及时显示报

警信息等； 

 

 

6、电子地图 

系统采用 GPS/BD 卫星定位系统，可在地图上实时监控设备当前的位置信息，可同

时实时监控多台设备，也可查看设备的轨迹回放（国内采用百度地图，国外采用

谷歌地图） 

 

★7、完善的权限控制体系 

通过用户管理可创建多个用户账户，可严格控制用户的查询、设置等功能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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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能实现数据的统一集中管理，又保证相对独立，保证数据安全。 

★8、多种数据报表 

系统对回传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生成多种报表，详细显示应检、实检、合格、

漏检以及记录的事件、项目等信息，巡检结果一目了然。 

警报报表：查看选定时间内，线路下所有回传的报警数据的处理情况 

 

 

跌摔记录报表：查看选定时间段内，线路下的巡检设备受到大力摔砸的时间 

 

图片报表：查看选定时间内，线路下所有拍摄回传的图片信息（包括与巡检点关

联的，和未与巡检点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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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隐患台帐管理 

即管理巡检过程中发现采集的异常项目，包括隐患设置、隐患管理、隐患审核、

隐患查询及隐患统计。隐患台帐全程记录隐患的发现、处理、审核全流程，做 

到责任到人、权责明确，隐患数据可追踪，处理过程可追溯 

 

10、兼容性强 

兼容本公司所有免驱型设备，可根据不同设备自动展示不同功能。 

 

11、按月收费，既能增加选择的灵活性，又能减少购置成本 

 

12、可按实际需求增加/减少用户数和线路数 

 

运行环境要求： 

用户版操作系统：Windows 7 及以上 

服务器版操作系统：Windows Server 2008 R2 及以上 

数据库：MySql 

用户浏览器：谷歌、IE9+、360 极速版浏览器 

显示器分辨率建议：1440*900 及以上 

 

注：本公司会不定期对产品进行功能升级,具体功能参数以出货产品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