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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簡介 

智動巡邏系統集合了市場上電子巡邏系統的優點，而且更新增了不少強勁功能，使前

線人員及管理階層使用時更加方便簡單。 
系統的新增超強功能包括完全自動下載並印出報告(智動下載)、路線及巡點綜合管
理、設定小嚮導（類似Windows 小嚮導）等，配合更輕省、耐用、傳輸更快的 iPulse 
巡邏棒，使巡邏工作更輕鬆。 
 
硬件：由美國生產之 iPulse巡邏棒，以”震動”方式指示已讀取資料，資料傳輸以紅外

線作為介面，以資料全滿（約五千四百點）計算，傳輸時間亦少於一分鐘，一

般下載連產生報告亦只要數十秒鐘，下載器更可同時下載兩支棒，非常快捷。 
硬件包括：巡邏棒、資料下載器連通訊接駁器及變壓器、巡鈕。 

軟件：由本公司開發的”智動系統”，能夠隨作業系統(Windows95以後版本)自動執行，
下載後，直接將巡邏報告輸出至印表機，不用按任何鍵，而且可以用不下載（保

留資料在棒內）的方式預覽資料。巡邏人員可以完全不需學習操作電腦。 

系統需求 

兼容電腦規格：Intel、AMD、Cyrix、Pentium或以上 
記憶體：32MB 

要求硬碟容量：50MB 
操作介面：MS Windows® 9X、ME、NT4、XP、2000 
通訊阜：RS 232 串連阜 (com port)、(USＢ加轉換接頭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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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開始 

1. 硬件安裝 
－安裝資料下載器 
1. 關閉電腦 
2. 將本公司提供之串聯阜電線（RS 232）插進電腦背面之串聯阜端口，另一端插進

資料下載器之端口。 
 
如日後 貴公司自行將連接線插往另一個串聯阜端口或ＵＳＢ端口，本系統在第一次

下載時會自動偵測連接阜，你無需自行設定，該次下載時間會比平時時間長，但隨後

會回復正常。 
在啟動”智動下載”能前，請執行一次正常下載以取得通訊埠資料。 
 

2. 軟件安裝 
按照電腦之不同規格可選擇以下一其中一種安裝方法 
光碟安裝 
1. 將本公司提供之系統光碟放進光碟機中，約數秒後電腦會自動出現安裝系統主畫
面，用滑鼠選擇”安裝系統”。 
如沒有出現系統安裝畫面，可按以下步驟執行安裝 
點選電腦左下面”開始”→”執行”， 鍵入”D:\setup\setup.exe”按 Enter (其中”D:”為
光碟機代號) 

2. 按照畫面之指示完成安裝程序 
3. 成功安裝後在Windows的開始→程式集中會出現 “iPulse Patrol System” 
 
軟碟安裝 
1. 將本公司提供之第一片安裝軟碟放入軟碟機中 
2. 點選電腦左下面”開始”→”執行”， 鍵入”A:\setup.exe”按 Enter 
3. 按畫面指示順序放入磁碟 
4. 其他步驟與光碟安裝相同 
 
註：如果 貴公司需要重新安裝系統，請按照 ”重新安裝系統”中之說明進行，否則現
存之資料及報告將會流失。 
 
本說明書以下部份將按各個系統畫面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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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使用 

在Windows的開始→程式集中選”iPulse Patrol System” 
 
在這個登入畫面中你可以有多項選擇，包括 
1. 正常下載 
2. 啟動“智動下載＂功能 
3. 登入系統 
4. 預覽（不清除）巡棒內資料 

 
1. 正常下載 
當巡邏棒內已讀取實際巡邏記錄，便可按此產生報告，報告產生後棒內資料會自

動被清除，而畫面左上方會出現預覽及列印鍵，可立刻預覽

及印出報告。 
另一強化功能是可以一次立刻下載兩支巡棒，你只需將兩支

巡棒放入下載器中，剔選”雙巡棒”選項，然後按下載便可。 
2. 啟動“智動下載＂功能 
“智動下載＂是本系統新增的強化功能，請參閱“智動系統設定＂。 

3. 登入系統 
如登入正確，會出現系統主選單畫面，否則會要求再輸入 ID及密碼，三次輸入
錯誤後會自動跳離本系統。 

(公司圖像) 

(公司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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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預覽（不清除）巡棒內資料 
本系統另一新功能是能在不清除巡棒資料情況下，檢視棒內資料，當你不確定棒

內有沒有資料或資料是否正確時，可用這功能先預覽棒內資料。如果資料不正確，

可按下面記錄數目方格以清除棒內資料。 
”預覽巡棒”另一個功能是可以檢視巡邏棒的電池量。 

 
 
 
(當在登入畫面按”預覽巡邏棒”時，畫面
右方便會出現此部份畫面) 
 
 
 
 
 
 
 
 
 
 
 
 
 
 
要離開本系統可在任何畫面中按”離開”
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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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說明 

系統主畫面 

 
 
主畫面上有八個功能選項，你可以用滑鼠點選或用鍵盤輸入左方數字執行，另外亦可

以按＂巡邏小嚮導＂，逐步設定系統。 

在每個畫面中都有＂離開＂鈕，可以回到系統登入畫面。 

左下方有切換畫面圓形鈕，可以跳到＂快速查詢畫面＂，該畫面內有第一及二項功能，

亦可以下載資料。如果使用者為＂一般使用者＂，則只可進入＂快速查詢畫面＂。 

其他畫面內之圓形鈕會如圖 

可以回到主畫面 

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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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閱巡邏報告 
預覽或列印指定下載日期之巡邏報告 

 
 
在每個功能畫面內都會有相關功能顯示，使用者可按鍵盤上之F2-F10鍵或用滑鼠點選

執行。 

這個畫面內有兩個表格，左方表格是一個日曆，其中藍色格日期表示有下載資料，點

選後，右面的下載記錄表便會顯示該日期或月份記錄。 

找到所需記錄後，可在第一欄位內雙按滑鼠或左方之預覽鍵檢視報告。 

右方之下載記錄表預設是按時間排列，你亦可按其他欄位頂部以重新排列次序，這樣

你便可輕易找到某一支巡棒的記錄。 

 

列印及預覽的報告預設是連續顯示的，這樣比較節省紙張，但你亦可剔選下面之"每條

路線均從新一頁開始"選項，這時每一條路線都會在新的一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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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定巡邏報告 
"指定巡邏報告"的功能非常強大，你可按不同的篩選範圍產生報告，例如你只想顯示
所有職位是"日間巡邏員"之報告、或想查看所有的缺巡報告、甚至針對某一件預設的
事件之報告，你都可藉此功能輕易完成。 
 

 
報告更分為三大類，即 
詳細報告－與日常巡邏報告相同，只是多了日期範圍 
總結報告－只顯示每次巡邏的總結資料，如時間、路線、人員、完成比例等 
統計報告－將指定日期及條件範圍內之巡邏報告作統計 
 
"整條路線"及"只包括巡點" 
當篩選資料包括了如"缺巡"等針對單一巡點的選擇時，預設會顯示整條包含該巡點之
路線報告，這就是"包括路線"的義思，而"只包括巡點"就只會顯示該巡點而不會顯示
其他路線巡點。 
 
除預覽及列印外，你亦可籍"輸出"鈕將報告以文字檔方式儲存到指定的位置。 
 
當游標到達相關方格時，左面會跳出選擇表，使用者可在第一欄中雙按滑鼠或中間之

右向三角鈕選擇要篩選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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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路線及巡點設定 
這版面內綜合了各項路線及巡點的設定功能，包括新增、更改路線、更改及替換巡點。 

 
新增路線   路線名稱及編號*   路線內巡點*    （*按滑鼠右鍵便可修改資料） 

 
版面說明 
正中左方是路線列表，當點選某條路

線後，右方列表中即會顯示該路線內

之巡點。 
要顯示其他非路線之巡點（如備用、

人員或事件鈕等），可按右上方之”所
有巡點”標籤， 
版面右方便會顯示如圖 
 

按這裏可以重新排序 

 
可以按屬性篩選巡點 

 
 
 

R表示此點已被編進路線中，如果有數字則表示此點為該路線起點 

 
路線設定－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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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線及巡點”版面中按”新增”鈕或”F6”鍵便會開啟此版面 

 
綠色表示此點已被編入其他路線中 

新增路線步驟： 
1.先輸入路線編號，最多五位英文字母及數字，不能與其他路線編號相同 
2.名稱可選擇輸入與否 
3.加入巡點到路線中有兩種方法： 
一.從右面表格中選擇巡點後 
按右箭咀或以滑鼠雙按該點，巡點名稱會在左面表格中出現，可按上下箭咀安排次序，

第一點將自動成為路線起點，不同路線必需有不同之路線起點，起點不能在任可路線

（包括本路線其他巡點）中重覆使用。 
要清除路線中單一巡點可按頂部之Ｘ鈕 
 
二.從巡邏棒下載 
先確定巡邏棒中沒有巡邏資料，用巡邏棒按預定路線次序觸碰巡點（不需理會時間快

慢），將巡邏棒放入資料下載器中，按'下載'鍵，完成下載後巡點會自動出現在左面表
格中，你仍可按左箭咀加入其他巡點，及安排次序。 
 
注意：如下載之資料中有未登記之巡點，系統將會自動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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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輸入路線資料 
按右面的路線資料分頁便會開啟此部份 

 
你可以在此頁面內設定整條路線之最快及最慢時間， 
而點與點間之時間亦可設定，只需在該欄位內輸入數字（分鐘）後按 "Enter" 即可一
次過設定全部(亦可在左面表內個別設定)，兩種時間預設為０，即不檢查時間。 
 
如果該路線無需要檢查次序，則可取消勾選"檢查路線次序"之方格 
注意：更改只影響新巡邏報告，已產生之報告不受影響 
 
新增路線有以下要注意的地方： 
－路線編號及起點（第一點）不可重復，路線起點不可作任何其他路線或本路線中之

巡點。 
－其他巡點可在本路線中重復，亦可被安排在其他路線中 
－路線編號”99999”為總巡路線編號，不可被使用。 
5.完成設定後按左方儲存鈕 
 
路線設定－修改 
在”路線及巡點”版面中按”修改”鈕或”F9”鍵，或直接在該路線編號上按滑鼠右鍵便會
開啟路線修改版面，所有操作與新增相同。 
路線設定－刪除 
進入路線修改版面按左方之刪除鈕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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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點設定－新增 
由於本系統只能加入向本公司購買之巡點，故新增前必需取得本公司提供之磁碟，新

增程序只能在”巡邏小嚮導”功能中完成，請參閱相關說明。 
 
巡點設定－修改及刪除 
要修改巡點資料，可以在各個版面的巡點表中，在選定的巡點上按滑鼠右鍵，便能開

啟修改版面。 

 
在此版面內，你可以： 
1. 修改名稱 
在名稱欄內輸入新名稱 

2. 修改屬性 
在選項框內剔選屬性便可 

3. 用新巡點替換舊巡點 
當一顆現時正被使用的巡點損壞或遺失時，就要用一顆新巡點替換它。 
在路線及巡點設定版面中，選定了舊巡點，按滑鼠右鍵進入此畫面，在版面下方

的巡點表中選擇新巡點，然後按”替換巡點”鈕便可，系統會自動將所有路線內該
巡點自動更新，你無需進行其它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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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巡點加入路線或從路線中抽出 
除了在路線修改版面中可以加減巡點外，在此版面亦可以個別巡點進行編定。 
當該點的屬性是”巡點”時，下方便會出現此”所屬路線”鈕，按下該鈕便會出現其
所屬路線表。 

要將此巡點加進一條路線中，先在右面選擇路線編號，然後按加入路線鈕便可。 
如要將巡點從路線中抽出，可剔選”從路線中抽起”核取方格。 
要改變此點在該路線中次序可在”次序”欄內輸入新次序。 

以上各設定都要按版面右方之儲存鈕才可完成。 
5. 刪除巡點 
如一顆巡點已遺失或損毀，你可按右方之”刪除”鈕將它刪除，但系統不會將其資
料永遠清除，你仍可在本版面內將它恢復。 

 
在本版面內，當你選擇了巡點的屬性後，相對可設定的部份便會顯示出來，如屬性”
巡點”會顯示”所屬路線”，屬性”巡邏員”會顯示這個選擇項。 
 
 
各項屬性說明 
巡點  －路線中的巡鈕，安裝在實際巡邏地點 
巡邏員 －代表一位巡邏員，先觸碰此點再碰起點作巡邏，報告便能顯示巡邏員名字 
總巡  －觸碰此點代表總巡開始或結束，請參閱”實際巡邏程序” 
事件  －代表事件鈕，請參閱”實際巡邏程序” 
終止巡邏－代表終止巡邏鈕，巡邏途中如要終止，可碰此點，報告中便不會出現大量

缺巡記錄 
備用  －未被編排的巡鈕 
檢查鈕 －安裝於下載器上，用於檢查電池量及更新巡棒時間（由於這兩種操作都要

巡棒內有最少一項記錄，而檢查鈕即使被錯誤觸碰，亦不會出現在巡邏報

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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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巡邏員設定 

 

巡邏員設定－新增 
新增了巡邏員及安排一顆巡點作為其人員鈕後，在巡邏報上便可顯示巡邏員的姓名，

實際巡邏情況請參閱”實際巡邏情況”之說明。 
要新增一位巡邏員，請按右方之”新增”鈕，然後輸入各項資料。 
欄位”職位”的作用是在”指定巡邏報告”版面中，可以按職位篩選。 
巡邏員設定－修改 
在左面人員表中選定了巡邏員後，在右面輸入資料。 
以上各設定都要按版面右方之儲存鈕才可完成。 
巡邏員設定－刪除 
在左面人員表中選定了巡邏員後，按左方”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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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巡邏棒設定 

 
 

本系統只可讓使用者修改巡邏棒名稱，不能自行新增及刪除。 
巡邏棒設定－修改 
點選巡邏棒後，輸入名稱，然後按儲存鈕便可。 
巡邏棒設定－調較時間及震動時間長度 
版面下方有”調較時間及震動時間”功能鈕，先將巡邏棒（最少要有一次記錄）放入下
載器，確定電腦時間正確，然後按此鈕。如要同時調較巡邏棒的震動時間，可點選其

上的選項。 
注意，巡棒內必須有最少一項記錄，建議先將巡邏記錄下載，然後碰”檢查鈕”再作設
定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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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智動系統設定 

 
智動系統簡介 
當開啟了智動系統後，巡邏員只需將巡邏棒放到下載器中，資料便會自動下載到電腦，

亦可立刻在版面上預覽或直接輸出到印表機，過程中完全不需按任可鍵。 
智動系統設定步驟 
1. 開啟智動系統後，系統會使用預設的通訊埠偵測下載事件，而預設的通訊埠只需經
一次正常下載便會自動記錄，故此開啟智動下載前請確定系統已執行了最少一次正

常下載。 
2. 在本版面中你可以選擇： 
啟動模式－隨Windows 啟動或者在登入版面中人手啟動， 
每完成一次下載後，處理報告的方法－在電腦螢幕上預覽、 
立刻印出報告（使用Windows預設的印表機選項）或單單儲存報告，稍後登入系
統才檢視。 
完成後狀態－回到等候下載狀態以等候下一次下載、立刻返回系統登入版面或關閉

系統。 
完成了設定請按儲存。 
開啟了啟動系統後，Windows桌面會出現這個圖示，而系統主畫面會消失。 

此時放下巡邏棒便可立刻下載，每完成一次下載右下角數字便自

動增加，在圖示上按一下便可終止等候並回到系統登入畫面。 
 
這個圖示在Windows桌面上的位置可在此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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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巡邏系統設定 

 
公司名稱及圖像會在登入版面顯示，公司名稱亦會在每份報告中印出。 
重覆觸碰巡點不予處理時間，設定後於該時間內重覆觸碰同一巡點，較後之記錄不會

被處理，預設０代表關閉此項功能，這個設定可被免巡邏員因錯誤觸碰同一顆巡點而

出現不正常報告。 
完成以上輸入後請按儲存鈕完成。 
在版面下半部可以： 
備份資料－將資料備份至指定資料夾內，基本資料指巡點、路線、人員及巡棒資料，

巡邏報告是每次下載後產生的資料。 
讀回資料－將基本資料或／及巡邏報告從指定資料夾內讀回，該資料夾內資料必需為

早前用"備份資料"功能備份的資料，你不能自行使用拷貝方法備份資料。 
添加－在現時系統資料上"加入"備份資料，如備份的記錄已存在於現時系統記錄內，
現存的記錄不會被覆蓋，例：現時系統內有一編號為"0007"、姓名為"陳大文"的巡邏
員，而備份資料中亦有編號"0007"，但姓名為"黃國強"之巡邏員，讀回後系統內"0007"
之巡邏員仍為"陳大文"。 
（此記錄以巡邏員編號為準，其他資料請參閱"欄位資料"說明） 
覆蓋－與添加不同，覆蓋會讓現時系統內的資料被讀回的資料取代 
清除報告－系統經長時間使用後會因儲存大量報告而拖慢運作速度，此時應將較舊之

報告記錄刪除，刪除前應先作備份 
完成以上輸入後請按”go”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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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密碼級別設定 

 
本系統可將使用者之權限分為兩個級別，分別為： 
一．一般使用者 
二．進階使用者 
  
使用者輸入登入ＩＤ及密碼後，系統會自動封閉該級別不能執行之功能。 
一般使用者只可以執行功能 1.查閱巡邏報告及 2.指定巡邏報告，而進階使用者則可任
意加進其他各種功能。 
版面上操作與其他版面相同。 
當選擇了級別為”進階使功者”後，可在下面功能框內為使用者選擇可讓其執行的功能。 
 
注意： 
系統內最少要有一位使用者可以執行”密碼級別設定”，否則日後將不能改動密碼及使
用者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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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邏小嚮導 
在主畫面內可以按這個圖示進入 
 
 
 
小嚮導版面內有詳細的說明指示，只需按指示輸入或選擇各選項，然後按下一步便可

輕鬆完成大部份巡點、路線等設定。 

 

 
小嚮導的設定功能全部都能在主畫面功能內完成，而”新增巡點”功能只能在小嚮導內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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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第一份巡邏報告前之準備工作 

要產生巡邏報告，你必須先完成以下程序 
1. 計劃巡邏路線 
2. 在”新增路線”加入一條新路線 
3. 安裝巡邏鈕 
4. 新增巡邏員資料 
5. 由巡邏員按路線巡邏（實際巡邏） 
6. 下載巡邏資料 
7. 預覽／列印巡邏報告 
 

實際巡邏程序 
按路線巡邏 
將巡邏棒按次序觸碰： 
1. 個人巡鈕（如有） 
2. 路線起點 
3. 路線巡點 
4. 路線終點 
5. 重覆步驟１－４以進行另一次巡邏或下載資料 
注意：如兩次巡邏間沒有觸碰個人巡鈕則後面之報告亦會出現上一次之巡邏員名字。 
總巡 
1. 個人巡鈕（如有） 
2. 總巡點(開始) 
3. 各巡點 
4. 總巡點(結束) 
5. 下載資料 
注意：一旦觸碰了總巡點則該次下載之記錄（次序在總巡點後）全部成為總巡報告，

但巡邏員亦可再觸碰一次總巡點作為完成該次總巡，隨後可按正常路線巡邏。 
如在巡邏中途觸碰了”巡邏終止”鈕，則該次報告不會出現缺巡記錄 
事件巡邏 
此項附加功能可以在巡邏報告中紀錄某巡邏中之各項事件*，（請參閱附表１） 
 
要使用此功能，請先作以下設定： 
 
1. 新增一批事件巡鈕，方法是在巡點設定版面中，輸入事件�述（如「有垃圾堆積」）
並將屬性設為「事件」，然後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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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方便使用，建議將各事件巡鈕製成一本「事件簿」，巡邏員出巡時攜帶此「事件
簿」，遇到某巡點有「事件」發生，在觸碰了該巡點後，跟著觸碰「事件簿」中相

關之「事件」。 

3. 按正常程序下載 
4. 報告中便會顯示事件 
 

註：事件巡邏可配合正常路線巡邏及總巡 

* 此處之事件乃指在巡點設定中自行定義的「事件」 

一般操作說明 

所有操作都可用滑鼠完成（除輸入文字），當滑鼠移致大部份項目（文字及圖像）時亦

會顯示相關說明。 
在每個版面內都可按”Esc” 鍵回上一頁。 
 
＊ 請確定每次執行完本系統後都要按 "離開" 鍵而不可直接關機 ＊ 

預覽及列印報告 
在預覽報告時你可按工具列上之印表機直接將整份報告輸出至印表機，這時系統會使

用Windows預設的印表機 
列印報告時你亦可剔選”雙數頁”或”單數頁”，以便雙面列印。 
如果你只想列印報告中某幾頁而不是全部，或你想設定印表機選項就應該用"列印"(F3)
鈕 

說明 
在不同操作畫面進入會自動顯示相關說明，亦可在上方選取列中選擇其他說明或按下

面”相關說明”直接顯示相關的說明。 

重新安裝系統 

如因各種原因（如重新安裝電腦操作系統）要重新安裝本系統，請務必執行備份資料，

在完成重新安裝後，再讀回資料。注意，最近一次巡邏報告會儲存舊巡邏報告中，各

種系統設定要重新設定（如公司名稱）。如對過程有何疑問，歡迎致電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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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頁 1  巡邏報告 

                巡邏報告                                第 1 頁 

                                                           列印日期 09/08/2001 

    屋苑物業管理公司                                          時間  10:42 

──────────────────────────────────────── 

     巡邏員： 龍先生         職位： 日班巡邏員      下載時間： 09/08/2001  10:35 
 巡邏棒名稱： 一座巡邏棒                     路線：N001 一座樓層 
                                                      
       日期     時間   次序 地點                                 備註 

-------------------------------------------------------------------------------- 

   07/08/2001  12:35   1  控制室開始點 

                12:40   2  地下後樓梯 

                12:45   3  一樓前樓梯 

                12:52   4  三樓前樓梯 

                13:05   5  五樓前樓梯 

                13:15   6  七樓前樓梯 

                13:23   7  九樓前樓梯 

        *有垃圾堆積* 
                13:30   8  十一樓前樓梯 

                13:34   9  十樓後樓梯 

                13:41  10  八樓後樓梯 

                13:50  11  六樓後樓梯 

            四樓後樓梯                      缺巡 

        14:01  13 地下大堂 

        14:12  12 二樓後樓梯 

     總時間：1小時 37 分鐘                完成比例：13/14   不完整 不依次序 

──────────────────────────────────────── 

 

     巡邏員： 龍先生         職位： 日班巡邏員      下載時間： 09/08/2001  10:35 
 巡邏棒名稱： 一座巡邏棒                     路線：N001 一座樓層 
                                                      
       日期     時間   次序 地點                                 備註 

-------------------------------------------------------------------------------- 

   08/08/2001  09:02   1  控制室開始點 

                09:15   2  地下後樓梯 

       09:26      突發事件，巡邏終止 

     總時間：13 分鐘                  完成比例：2/14   不完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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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頁 2  資料欄位 

資料表   欄位名稱  欄位長度 備註 
－－－－－－－－－－－－－－－－－－－－－－－－－－－－－－－－－－－－－－－－ 
巡點   巡點編號   12  主鍵值 
    名稱    40 
巡邏員   巡邏員編號      4  主鍵值 
    姓名    12 
    職位    20 
    巡鈕編號   12  不可重覆 
     
巡邏棒   名稱    20 
 
路線   路線編號   5  主鍵值， "99999"為總巡編號，不能使用 
    路線名稱   20 
    最快時間   4  單位為分鐘 
    最慢時間   4  同上 
     
路線巡點  巡點編號   12  只能加減，不能被修改 
    名稱    40  唯讀資料 
    與上點最快時間      4  單位為分鐘 
    與上點最慢時間      4  單位為分鐘 
 
排程   排程編號   10  主鍵值 
 
使用者   登入 ID    10  主鍵值 
    姓名    30 
    巡邏員編號      4     
    級別    1  1-巡邏員， 2-主任， 3-系統主管 
            級別 3可使用全部功能 
            級別 2可使用除"系統登入報告"，"系統 
                              設定"及"密碼及使用者設定"以外所有 
                                             功能 
    密碼    8 
 
  * 系統內最少有一位級別 3之使用者* 
   
＊ 欄位長度以英文字元計算，中文字數為欄位長度的一半 
＊  主鍵值為不可重覆之欄位，例如使用者不能有相同之登入 ID， 
 巡邏員不能有相同之巡邏員編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