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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电子巡更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智能电子巡更系统；包

括：巡更终端、信息存储单元、巡更管理、信息显

示单元、控制单元；控制单元通过巡更管理单元

获取巡更终端的目标巡更路线，并通过信息存储

单元获取巡更终端的预设巡更路线范围，控制单

元将上述目标巡更路线与预设巡更路线范围进

行比较，判断上述目标巡更路线是否超出预设巡

更路线范围，当上述目标巡更路线超出预设巡更

路线范围时，控制单元通过巡更管理单元获取巡

更终端在每个巡更节点处的巡更位置及巡更时

间，并将上述目标巡更时间与预设巡更时间范围

进行比较和分析，且调取出超出预设巡更时间范

围的目标巡更时间对应的巡更位置，并将上述巡

更位置以及上述巡更位置对应的巡更时间发送

至信息显示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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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电子巡更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巡更终端；

信息采集单元，用于采集巡更终端在每个巡更节点处的巡更数据；所述的巡更数据包

括在每个巡更节点处的巡更位置及巡更时间；

信息存储单元，用于存储巡更终端在每个巡更节点处的预设巡更路线范围和预设巡更

时间范围；

巡更管理单元，通过信息采集单元获取巡更终端在每个巡更节点处的巡更数据，并对

上述巡更数据进行存储；巡更管理单元还用于对上述巡更数据进行分析，且将上述巡更位

置按照巡更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序后，组合成目标巡更路线，并对上述目标巡更路线进

行存储；

信息显示单元，与控制单元通信连接；用于接收并显示控制单元发送的信息；

控制单元，与信息存储单元、巡更管理单元通信连接；控制单元通过巡更管理单元获取

巡更终端的目标巡更路线，并通过信息存储单元获取巡更终端的预设巡更路线范围，控制

单元将上述目标巡更路线与预设巡更路线范围进行比较，判断上述目标巡更路线是否超出

预设巡更路线范围，当上述目标巡更路线超出预设巡更路线范围时，控制单元通过巡更管

理单元获取巡更终端在每个巡更节点处的巡更位置及巡更时间，并将上述目标巡更时间与

预设巡更时间范围进行比较和分析，且调取出超出预设巡更时间范围的目标巡更时间对应

的巡更位置，并将上述巡更位置以及上述巡更位置对应的巡更时间发送至信息显示单元。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电子巡更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巡更查询单元，巡更

管理单元与控制单元通信连接；巡更查询单元用于接收用户的查询请求，且将上述用户查

询请求发送至控制单元，控制单元接收到巡更查询单元发送的查询请求后，通过巡更管理

单元获取巡更数据，并将上述巡更数据发送至信息显示单元进行显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电子巡更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异常警示单元；异常

警示单元与控制单元通信连接，根据控制单元的指令发出警示信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智能电子巡更系统，其特征在于，控制单元通过巡更管理单元

获取巡更终端在每个巡更节点处的巡更数据，且将上述巡更数据中的巡更时间与信息存储

单元内存储的预设巡更时间范围进行比较分析，当出现三个连续的巡更节点的巡更时间均

超过预设巡更时间范围时，控制单元向异常警示单元发出指令，且控制单元将上述三个连

续的巡更节点的巡更时间发送至信息显示单元进行显示。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电子巡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信息显示单元采用液

晶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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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电子巡更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子巡更系统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智能电子巡更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巡更是指巡逻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对指定的定点进行巡逻。传统的巡更方式是安排

巡逻人员定时定点的巡视检查，由于传统的巡更制度的落实主要依靠巡逻人员的自觉性，

管理者对巡逻人员的工作质量智能做定性评估，且部分巡更人员缺乏责任感，不按照指定

的时间地点进行巡逻，往往使巡逻流于形式，加上管理中心又缺乏相应的巡逻记录数据，以

至无法对巡逻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0003] 未解决上述巡逻过程中的问题，电子巡更应运而生，电子巡更管理系统是楼宇安

防中的必备系统，因为没有任何电子技防设备可以取代保安，而保安最主要的安全防范工

作就是巡更。楼宇电子巡更系统能够有效地对保安的巡更工作进行管理和记录，且电子巡

更系统又是管理者考察巡更者是否在指定时间按照指定巡更路线达到指定地点的一种手

段，通过对巡更者巡更时间、巡更路线的检查，即可有效地对巡更人员的工作进行检查和管

理；因此，电子巡更系统在欧美发达国家一级中国的发达地区被列为安全防范系统里的必

备项目，电子巡更系统是投资最少，成效最高的安防系统。

发明内容

[0004] 基于背景技术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智能电子巡更系统。

[0005] 本发明提出的智能电子巡更系统，包括：

[0006] 巡更终端；

[0007] 信息采集单元，用于采集巡更终端在每个巡更节点处的巡更数据；所述的巡更数

据包括在每个巡更节点处的巡更位置及巡更时间；

[0008] 信息存储单元，用于存储巡更终端在每个巡更节点处的预设巡更路线范围和预设

巡更时间范围；

[0009] 巡更管理单元，通过信息采集单元获取巡更终端在每个巡更节点处的巡更数据，

并对上述巡更数据进行存储；巡更管理单元还用于对上述巡更数据进行分析，且将上述巡

更位置按照巡更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序后，组合成目标巡更路线，并对上述目标巡更路

线进行存储；

[0010] 信息显示单元，与控制单元通信连接；用于接收并显示控制单元发送的信息；

[0011] 控制单元，与信息存储单元、巡更管理单元通信连接；控制单元通过巡更管理单元

获取巡更终端的目标巡更路线，并通过信息存储单元获取巡更终端的预设巡更路线范围，

控制单元将上述目标巡更路线与预设巡更路线范围进行比较，判断上述目标巡更路线是否

超出预设巡更路线范围，当上述目标巡更路线超出预设巡更路线范围时，控制单元通过巡

更管理单元获取巡更终端在每个巡更节点处的巡更位置及巡更时间，并将上述目标巡更时

间与预设巡更时间范围进行比较和分析，且调取出超出预设巡更时间范围的目标巡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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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巡更位置，并将上述巡更位置以及上述巡更位置对应的巡更时间发送至信息显示单

元。

[0012] 优选地，还包括巡更查询单元，巡更管理单元与控制单元通信连接；巡更查询单元

用于接收用户的查询请求，且将上述用户查询请求发送至控制单元，控制单元接收到巡更

查询单元发送的查询请求后，通过巡更管理单元获取巡更数据，并将上述巡更数据发送至

信息显示单元进行显示。

[0013] 优选地，还包括异常警示单元；异常警示单元与控制单元通信连接，根据控制单元

的指令发出警示信息。

[0014] 优选地，控制单元通过巡更管理单元获取巡更终端在每个巡更节点处的巡更数

据，且将上述巡更数据中的巡更时间与信息存储单元内存储的预设巡更时间范围进行比较

分析，当出现三个连续的巡更节点的巡更时间均超过预设巡更时间范围时，控制单元向异

常警示单元发出指令，且控制单元将上述三个连续的巡更节点的巡更时间发送至信息显示

单元进行显示。

[0015] 优选地，所述的信息显示单元采用液晶显示屏。

[0016] 本发明中，信息采集单元用于采集巡更终端在每个巡更节点处的巡更数据，即巡

更终端在每个巡更节点处的巡更位置及巡更时间；信息存储单元用于存储巡更终端在每个

巡更节点处的预设巡更路线范围和预设巡更时间范围；巡更管理通过信息采集单元获取巡

更终端在每个巡更节点处的巡更数据，并对上述巡更数据进行分析，将上述巡更数据的内

容按照巡更时间的先后信息进行排序，组合成目标巡更路线，并对上述目标巡更路线进行

存储；控制单元通过巡更管理单元获取巡更终端的实际巡更路线，并将上述实际巡更路线

与信息存储单元内的预设巡更路线范围进行比较分析，以检查巡更终端的工作效率；当上

述目标巡更路线超出预设巡更路线范围时，控制单元通过巡更管理单元获取巡更终端在每

个巡更节点处的巡更位置及巡更时间，并将上述目标巡更时间与预设巡更时间范围进行比

较和分析，且调取出超出预设巡更时间范围的目标巡更时间对应的巡更位置，并将上述巡

更位置以及上述巡更位置对应的巡更时间发送至信息显示单元，以供相关工作人员及时了

解到巡更终端的巡更路线和巡更时间的异常，有利于上述相关工作人员针对信息显示单元

显示的情况对相关巡更人员进行管理；进一步地，控制单元通过巡更管理单元获取巡更终

端在每个巡更节点处的巡更数据，且将上述巡更数据中的巡更时间与信息存储单元内存储

的预设巡更时间范围进行比较分析，当出现三个连续的巡更节点的巡更时间均超过预设巡

更时间范围时，控制单元向异常警示单元发出指令，以提醒相关工作人员巡更终端连续的

巡更异常情况，方便上述相关工作人员及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且控制单元将上述三个连

续的巡更节点的巡更时间发送至信息显示单元进行显示，方便相关工作人员了解到巡更终

端具体的异常巡更时间，有利于相关工作人员对巡更人员进行管理；且发明中还包括巡更

查询单元，巡更查询单元用于接收用户的查询请求，且将上述用户查询请求发送至控制单

元，控制单元接收到巡更查询单元发送的查询请求后，通过巡更管理单元获取巡更数据，并

将上述巡更数据发送至信息显示单元进行显示，方便调取出相关工作人员请求浏览的巡更

数据供上述工作人员查看和分析，充分实现巡更系统的智能化和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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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一种智能电子巡更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如图1所示，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智能电子巡更系统。

[0019] 参照图1，本发明提出的智能电子巡更系统，包括：

[0020] 巡更终端；

[0021] 信息采集单元，用于采集巡更终端在每个巡更节点处的巡更数据；所述的巡更数

据包括在每个巡更节点处的巡更位置及巡更时间；

[0022] 信息存储单元，用于存储巡更终端在每个巡更节点处的预设巡更路线范围和预设

巡更时间范围；

[0023] 巡更管理单元，通过信息采集单元获取巡更终端在每个巡更节点处的巡更数据，

并对上述巡更数据进行存储；巡更管理单元还用于对上述巡更数据进行分析，且将上述巡

更位置按照巡更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序后，组合成目标巡更路线，并对上述目标巡更路

线进行存储；

[0024] 巡更查询单元，与控制单元通信连接；巡更查询单元用于接收用户的查询请求，且

将上述用户查询请求发送至控制单元，控制单元接收到巡更查询单元发送的查询请求后，

通过巡更管理单元获取巡更数据，并将上述巡更数据发送至信息显示单元进行显示；

[0025] 异常警示单元，与控制单元通信连接，根据控制单元的指令发出警示信息；用于提

醒相关工作人员巡更终端出现异常的巡更位置和异常的巡更时间，方便上述相关工作人员

及时采取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保证巡更终端的正常工作位置和正常工作时间，即保证巡更

人员的工作效率；

[0026] 信息显示单元，与控制单元通信连接；用于接收并显示控制单元发送的信息；所述

的信息显示单元采用液晶显示屏，可对控制单元发送的信息进行全面清晰的显示，方便相

关工作人员查看；

[0027] 控制单元，与信息存储单元、巡更管理单元通信连接；控制单元通过巡更管理单元

获取巡更终端的目标巡更路线，并通过信息存储单元获取巡更终端的预设巡更路线范围，

控制单元将上述目标巡更路线与预设巡更路线范围进行比较，判断上述目标巡更路线是否

超出预设巡更路线范围，当上述目标巡更路线超出预设巡更路线范围时，表明巡更终端的

巡更路线异常，即巡更人员的巡更路线异常，此时为判断巡更人员在每个巡更节点处的巡

更时间是否异常，控制单元通过巡更管理单元获取巡更终端在每个巡更节点处的巡更位置

及巡更时间，并将上述目标巡更时间与预设巡更时间范围进行比较和分析，且调取出超出

预设巡更时间范围的目标巡更时间对应的巡更位置，并将上述巡更位置以及上述巡更位置

对应的巡更时间发送至信息显示单元，方便相关工作人员及时了解到巡更人员在异常巡更

时间的具体巡更位置，从而方便相关工作人员全面了解到巡更人员在工作时间的实际位置

和行动，有利于相关工作人员采取针对性的管理措施，进一步强化巡更人员的安全防护意

识，从而保证巡更的效率和效果。

[0028] 且控制单元通过巡更管理单元获取巡更终端在每个巡更节点处的巡更数据，且将

上述巡更数据中的巡更时间与信息存储单元内存储的预设巡更时间范围进行比较分析，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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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三个连续的巡更节点的巡更时间均超过预设巡更时间范围时，表明巡更人员在连续三

个巡更节点处的巡更数据均异常，为保证巡更人员的安全以及巡更的效率和效果，控制单

元向异常警示单元发出指令，以提醒相关工作人员巡更终端的异常情况，方便上述工作人

员及时与巡更人员取得联系，了解到巡更人员的实际情况，从而根据实际采取相应的解决

方案；且控制单元将上述三个连续的巡更节点的巡更时间发送至信息显示单元进行显示，

方便对巡更人员上述异常的巡更数据进行记录，以在对巡更人员的工作和业务进行考核时

提供参考依据，从而在强化巡更人员安防意识的基础上提高巡更的效率及效果。。

[002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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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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