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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构建机器人工作区地图 

1.1 MR9 巡检机器人部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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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R9 巡检机器人自动充电桩介绍 

 

 MR9 机器人装箱清单 

名     称 数量 单位   备      注 

机器人整机 1 台 含其内部所有部件 

自动充电桩 1 台 含其内部电源 

充电桩电源线 1 条 标配线长 1.5 米 

简易客户端 1 套 EXE 可执行文件 

无线鼠标 1 个  

无线键盘 1 个  

遥控操纵杆 1 个  

用户手册 1 份 电子版 PDF 

手动充电器 1 个  

二次开发文档 1 份 电子版 

 

1.3 重要说明 

MR9 巡检机器人是一款专业性较强的自动化智能装备，它只能工作在特定的工作环

境。初次使用，请务必认真阅读手册，方可自行操作；若阅读手册后依然无法操作请联

系璞数技术人员进行针对性培训。在没有得到璞数技术技术人员的许可下，擅自修改机

器人相关软硬件配置，可能会引起安全事故进而引起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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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构建机器人工作区地图 

说明： 

⚫ 介绍如何利用 MR9 巡检机器人进行建图。 

相关设备： 

⚫ 遥控手柄 

2.1 安装自动充电桩 

步骤： 

MR9 巡检机器人 需要有一个符合条件的固定不变的充电桩位置。充电桩位置的选择

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充电桩前方 2 米范围内是空旷无遮挡的扇形区域内，（最好是通道的尽头，且通

道宽度不低于 1.6 米否则可能会影响充电引导信号）； 

二是充电桩的后面需要有垂直的墙壁。充电桩的安装位置图需要得到璞数技术人员的

认可。 

机器人初次使用之前请先推放到充电桩上充电至少 3 小时，电量不足 50%时请不要

进行初次使用配置工作。待电量充足后再开机 

电池充满电之后，充电桩上的“充电指示灯”会由红色转为绿色。 

 

2.2 建立地图 

注意： 

⚫ 启动建图程序前，将机器人用手柄对接到自动充电桩上（手柄使用方法查看附录

A），机器人垂直于墙体。 

⚫ 建图时，尽量减少场地里的临时障碍物。 

⚫ 建图过程中避免因操作失误而导致机器人发生碰撞；如路面状况过差，请缓慢通行。 

 

机器人按照注意事项对接充电桩后，在触摸屏上点击“创建地图”按钮开始创建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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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用手柄遥控机器人慢慢在场地行走，直到走完全所有需要巡逻的区域，然后返回

出发点。无线手柄的使用方法参看附录 A: 遥控手柄介绍及如何构建地图。 

2.3 地图查看与保存地图 

 

 建图过程中，在弹出的“建图工具”窗口中点击“查看地图”，即可查看当前已经走

过区域建立的地图的效果。 

当对建立的地图满意后，点击“保存结束”按钮，即可完成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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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图预处理及其相关知识 

说明： 

⚫ 介绍如何对 MR9 巡检机器人 建好的地图进行预处理。为机器人工作区建好地图后，

为了能更好的满足用户的实际需要，比如，设定一些禁止机器人走入的区域，我们首

先要对这个地图进行适当的预处理工作… 

3.1 地图预处理 

步骤： 

点击触摸屏上的“地图编辑”即可自动打开图片处理软件并自动打开上一步保存的地

图。 

 

 

地图处理参考视频（视频 1 的 4 分 11 秒-7 分 20 秒）：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Z4y1B7bh/?vd_source=5a18d899427320dbd

2943fefffbb6f33 

 

注意事项： 

1. 原则上建议，划定机器人白色区域时，白色区域建议距离障碍物大于 10 个像素。 

2. 注意请将机器人在充电桩上的区域涂白。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Z4y1B7bh/?vd_source=5a18d899427320dbd2943fefffbb6f33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Z4y1B7bh/?vd_source=5a18d899427320dbd2943fefffbb6f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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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辑地图原则：涂灰留白 

涂灰色：设置禁行区域，机器人将不会在这些灰色区域内行走。 

画白色：设置行走区域，允许机器人行走的区域涂成白色。 

2）设置地图尺寸：点击图像----》画布大小----》输入合适的宽度高度，裁剪出地图。 

 

原则：将灰色无效区域裁剪掉，可以适当留一点。如图，根据下方缩略图调整画图大

小和位置（中间的方框为剪裁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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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改变大小确认。 

3）填充白色区域：点击“油漆桶填充工具”,双击前景色并选色（使用滴管点击灰色

区域），选取灰色 

 

将油漆桶点击白色区域后 效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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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涂画白色区域：此操作将直接影响机器人可行走区域，白色为可行走区域 

选择矩阵选择工具（ ，框选机器人大体可行走区域后，选择油漆桶填充工具，选择

白色进行填充（填充方法同上一步） 

 

填充效果如图 

 

注意请将机器人在充电桩上的区域涂白。 

选择铅笔工具进行机器人可行走区域微调，选色为白色，画笔大小酌情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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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画出白色线路，机器人将会只在白色区域内进行规划行走。涂画线路建议使用 shift

快捷键拉线条（左键点击起始点，按住 shift，将光标拖至结束点后点击左键）的方式  

 

这样出来的效果比较平整。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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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存地图： 

点击 gimp 软件左上角的文件--->导出（export as）---->点击导出（注意导出路径）----

>点击替换---->再次点击导出 

导出完成后新地图在/maps 目录下，命名为“map.p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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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地图的像素与真实世界坐标关系的几个常识(选看) 

1. 按照地图的使用习惯，我们把地图图片的左下角为设置为真实世界的原点（0，

0）。 

2. 默认情况下，地图像素与真实世界的比例为 0.05 米/像素.这个参数是在生成该地图

的 gmapping 批处理参数里设置的。0.05 米/像素适合一般情况下的室内建图，户外建图可

以选 0.1 米/像素甚至更大。室内小面积建图也可以采用 0.025 米/像素。 

假设地图的大小为 600 X 500 像素，比例是 0.05 米/像素，那么这个地图对应的真实世

界的区域就是 30 米长，25 米宽 

3. 常规的电脑地图编辑软件（如 GIMP、PhotoShop 等）显示的图片的左上角像素的

编号是（0，0），左下角是（0，H），H 是图像高度。因此图片像素编号和真实世界坐

标的对应关系是：  

世界坐标 x = 像素 X * 比例尺 

世界坐标 y = （图片高度 - 像素 Y） * 比例尺 

举例如下，此地图的宽度 W 是 608，高度 H=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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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方框位置的像素编号为 229，182 ，这个像素对应的世界 x, y 坐标就是： 

x = 229 * 0.05 = 11.45 

y = (512 - 182) * 0.05 = 16.5  (512 是地图的总高度像素，不同地图此值会不同) 

3.3 机器人在地图中的角度信息说明 

a 角度 = 朝向右方为 0.0，朝向左方为 3.14，朝向上方为 1.57，朝向下方为 -1.57 

 

结论：上述像素点的坐标参数为 11.45， 16.50， 0.0（机器人面向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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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巡检点的获取 

说明： 

⚫ 设置巡逻任务，首先需要获取巡逻点在地图中的位置，然后将巡逻点添加到巡逻任务

中，机器人就能知道自己在巡逻任务中需要行走到哪里。 

4.1 巡逻点的选取 

注意事项： 

⚫ 建图完毕后点击触摸屏上的“重启程序”按钮来启动导航程序，启动后先将机器人遥

控回充电桩。 

⚫ 将机器人再次用手柄对接充电桩，并且让机器人垂直于墙体后点击“重启程序”按

钮。 

 

重启程序后在触摸屏上可以看到机器人的“当前位置”（即机器人在我们建立好的地

图中的位置），将机器人遥控到需要巡逻的位置，查看此时的“当前位置”并且记录下

来用来给机器人设置巡逻任务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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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连接机器人 4G 网络（选配 4G 模块） 

说明： 

⚫ 介绍如何接入机器人自己的 4G 网络，进而可以在远程通过客户端与机器人端已经机

器人的可见光摄像头，红外摄像头进行连接，实现机器人远程实时监控和巡逻管理的

目的。 

 

 

 

1. 进入网页下载蒲公英访问端，https://pgy.oray.com/download/personal/#visitor 

 

 

2. 输入璞数技术提供的账户密码登录软件即可接入机器人 4G 网络；接入 4G 网络后直接

通过机器工控机、顶部与底部摄像头(选配)以及红外摄像头 ip 就可以连接到相应的设备。 

3.  

4. 机器人工控机，顶部与底部摄像头以及红外摄像头 ip 请查看机器人壳体上的贴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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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机器人网络配置（未选配 4G 模块） 

说明： 

⚫ 根据工作场地重新配置机器人的路由器、红外热成像仪、光学摄像头。机器人内

置有专用的无线路由器，机器人内部主控电脑和各功能模块单元均通过这个内部

路由器连接在一起，统一对外提供无线通信服务。对于初次使用或者搬迁到新场

地的机器人，由于工作场地的 WI-FI 已经改变，因此机器人内部的路由器、红外

热成像仪、光学摄像头也需要重新进行配置。 

非常重要： 

⚫ 请咨询现场的网络管理员，让他给出三个可用的、与本网内其他设备不冲突的 IP

地址。一个给红外摄像头，一个给光学 IP 摄像头，另一个给机器人路由器桥接

使用。 

6.1 设置机器人路由器 

第一步：复位无线路由器（新出厂的机器人已经是复位状态，可以略过） 

打开机器人右侧侧盖就可以看到 TPLINK 路由器。用按压路由器复位按键，大约一分

钟后路由器即可复位成功。 

第二步：登陆路由器管理界面 

将个人笔记本电脑的 WIFI 切换到机器人路由器 SSID（SSID 和密码在贴在路由器

上），打开笔记本电脑浏览器，输入地址“192.168.1.1”进入路由器设置页面，如下所

示， 

设置管理员密码 

 



  深圳市璞数技术有限公司 

 18 / 35 

 

设置“上网设置”。由于本路由器仅供桥接用途，设置空缺即可 

 

 

 

设置“无线设置”，用自己喜欢的名称和密码来取代出厂默认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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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配置红外热成像仪（选配部件） 

6.2.1 配置红外热成像仪的 IP（选配部件） 

非常重要：请咨询现场的网络管理员，让他给出三个可用的、与本网内其他设备不冲突

的 IP 地址。一个给红外摄像头，一个给光学 IP 摄像头，另一个给机器人路由器桥接使

用。 

第一步：打开浏览器输入热成像 IP 然后点击登陆，账号和密码：admin 

  

第二步：登录后进入设置界面按照图示修改红外热成像仪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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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配置光学摄像头的 IP 

先在运行 WINDOWS 的笔记本电脑上安装随机附带的摄像头网络配置工具

“NETSDK(20181023)\NETSDK(20181023)\windows\bin_x64\ConfigDemo.exe”，这个软件

安装包在“摄像头网络配置工具”文件夹下面。安装成功之后，运行该软件，界面如下： 

 

 IP 配置过程与上面 FLIR 配置类似。注意要用另一个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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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机器人无线路由器桥接 

打开浏览器输入“192.168.1.1”进入机器人无线路由器设置界面，进入“应用管理”

“无线桥接”, 桥接上当前工作环境下的的无线局域网。 

 

选择“无线桥接”点击进入 

 

点击“开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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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工作场地的 SSID 

 

点击下一步 

 

更改一下无线桥接路由器的名字（SSID），以便与工作网络 SSID 区别 

 

点击“完成”。 



  深圳市璞数技术有限公司 

 23 / 35 

 

6.5 绑定机器人 IP 

进入机器人无线路由器设置界面，进入“应用管理” “IP 与 MAC 绑定”。 

 

选择“IP 与 MAC 绑定”点击进入 

 

编辑机器人 IP 地址（和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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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通过客户端设置巡检任务 

客户端的使用以及巡检任务的设置请参考客户端文档：《MR9 巡检机器人客户端软件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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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全事项以及日常保养 

说明： 

⚫ 介绍机器人使用时的安全事项及日常保养 

8.1 安全事项 

⚫ 操作人员：MR9 机器人属于特种装备，使用操作人员必须经过璞数技术公司的技术培

训。培训合格后方可直接操控机器人。 

⚫ 行走范围：MR9 巡检机器人的行走范围不能超出初始构建地图的划定范围，标配的

MR9 最大活动空间范围是 1 万平米以内。若使用场地大于 1 万平米或者需要将机器人

移动到初始地图以外的其他场所使用，应提前向璞数技术的技术人员咨询。 

⚫ 预充电：机器人初次使用之前请先放置到充电桩上充电至少 3 小时以上，因为运输的

原因，出厂的电池组基本上只有很少电量。 

⚫ 充电环境温度：特别注意 充电时请必须在 0~35 摄氏度的室温环境下充电。过高或过

低的环境温度会损坏电池！ 

⚫ 电源接口：请严格按照电源接口图示的脚位和极性接入外接电池和输出 DCDC 电源。

错误的接线会损坏接口板或其他设备。使用机器人提供的 DCDC 电源给传感器或电

脑主板供电时，请务必先确认设备使用的最大电流不会超过 DCDC 板的限定电流

值。 

⚫ 故障排除：机器人在使用当中若出现功能异常，请先按下急停按钮，若故障不能排

除，请关闭电源，然后在充电桩上重新启动，一般情况下机器人都会恢复正常，若重

新启动后机器人仍然不能正常使用，请尽快通知璞数科技的技术服务人员进行远程指

导。 

⚫ 紧急处理：请谨记以下重要安全事项 

机器人行走异常时，请立即按下机器侧面的红色急停开关！ 

机器人或充电器有烟雾或异味出现时，请立即关闭机器电源！ 

机器人发生严重碰撞事故或摔倒事故时，请立即关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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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日常保养 

⚫ 建议一周重启一次机器人。 

⚫ 应定期对巡检机器人的重要部分，如底盘运动功能、检测功能及红外设备等进行系统

检查，以下内容建议半年至一年检查一次。 

内容 项目 检查内容 

机器人

检查与 

校准 

运动性能检查 

底盘运动性能检测 

导航定位性能检测 

从动轮异物检测与及时清除 

主动轮压力检测 

保洁护理 

机器人本体的清洁工作（红外，

摄像头镜头擦拭，激光雷达黑色

透光罩） 

附属设施的清洁工作（充电桩、

机器人充电接触片等） 

主从动轮、升降杆等常运动部件

滴几滴润滑油 

外壳检查 

机器人外观完整性 

机器人各部件连接件的紧固性

（松脱时要拧紧，特别是底盘、

云台等部件） 

安全防护装置检测 
机器人超声设备运行情况检测 

机器人激光设备运行情况检测 

电池容量检测 

机器人电池性能测试 

机器人电池性能评估 

机器人本体充电机构检查 

红外热像仪 
红外热像仪检测精度测量校准 

红外热像仪硬件维护与保养 

可见光高清摄像机 
可见光对焦检查 

可见光摄像机维护与保养 

运 行 环

境检查 
硬件装置检查与维护 

检查通讯设备运行情况，数据通

讯情况 

检查机器人巡视线路是否整洁、

有无遮挡物 

机器人室内有无存放易燃、易爆

物品 

充电装置设备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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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录 A: MR9 巡检机器人的主要技术性能 

结构尺寸和重量 高度在 0.70～1.9 米之间可自动升降，底盘大小 53X45CM，重量 40KG 

定位和导航方式 默认基于 SLAM 算法的自选路径导航方式, 特殊场地可以辅助部署 UWB 

运动底盘及驱动 双轮差速驱动，电机采用一体化 2X200 瓦轮毂电机，内置减速器，高效能低噪 

视频图像采集 雄迈黑光 IPC 摄像头，图像质量 1920X1080 

红外热图像采集 AT20 工业自动化领域专业红外热成像仪，测温范围  

-20～550℃，视场角 56°× 42°，精度 ±2℃或±2%，取较大者 

 

其他测量传感器 环境温度、湿度、烟雾、PM 污染颗粒、CO2 

机器人硬件平台 主控板为 PC 工控机架构，CPU 为酷睿 I5 处理器，8G 内存，辅控制板为 ARM 

机器人软件系统 主操作系统为 LINUX，由 ROS 体系组成机器人各功能模块软件之间的通信 

远程网路架构 采用 WIFI 或 4G、5G 无线通信架构连接，可工作在局域网或广域网场合 

客户端监控软件 提供客户端监控软件 DEMO 源码，可供 SDK 供客户二次开发 

机器人运动指标 巡航速度 0.2～0.9 米/秒可选，最大爬坡角度为 10 度，最小转弯半径为 0.35 米 

摄像头云台运动 水平旋转角-90～+90 度，俯仰旋转角-45～+45 度，光学摄像头和红外摄像头 

机器人运动避障 依靠激光雷达扫描、超声波探测、机械防撞开关三重避障机制，确保机器人安全 

内置电池规格 MR9 巡检机器人的标配内置电池为 24V/14AH 磷酸铁锂电池组 

机器人自动充电 任务结束机器人自动返回充电桩进行电力补充，无需人员干预。7X24 小时工作 

最大行走距离 对于充满电的机器人，可连续行走 5000M（0.3 米/秒的典型巡航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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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附录 B: 遥控手柄介绍及如何构建地图 

10.1 认识遥控控制手柄 

初次使用时构建场地地图以及手动遥控机器人时，都必须依赖遥控手柄，下图是遥控

手柄的正视图，各按键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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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使用介绍 

使用手柄控制机器人之前，请先按下手柄上方中间位置的圆形“模式选择键”，轻按

一次就会正常开启手柄的遥控功能，此时手柄状态指示灯（共 4 个）的右上和左下会出现

绿色常亮，再按一下“模式选择键”，只有右上方绿色常亮时表示配对成功。（注意：

若四个指示灯同时闪烁，表示机器人故障或者手柄距离机器人太远从而导致手柄收不到

机器人信号；若出现 2 个指示灯灯闪，表示手柄内置的电池电量太低，请用标准 USB 线

先给手柄充电 1 小时再用） 

1. 遥控机器人移动行走 

机器人左右转向：按下“LB 键”的同时推动“机器人转向推杆”向左或右。 

机器人前进后退：按下“LB 键”的同时推动“机器人行走推杆”向前或后。 

2. 遥控机器人去充电桩充电 

当机器人在充电桩正前方 1 米左右时，此时若同时按下“LB 键”+“A 键”（由于手

柄款式的不一致性，有的手柄可能为“LB 键”+“B 键”），机器人就会自动退回充电桩

充电。 

当机器人不在充电桩正前方 1 米左右时，请先用遥控手柄将机器人移动到充电桩正前

方 1 米左右，然后再同时按下“LB 键”+“A 键”即可。 

对于已经建好地图而且机器人正在按按地图进行定位导航运动时，若此时同时按下

“LB 键”+“RB 键”+“A”键这 3 个键（由于手柄款式的不一致性，有的手柄可能为

“LB 键”+“RB 键”+“B”键），机器人会被终止当前所有任务，自行回去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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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录 C：巡检文件示例 

11.1 巡检任务文件示例 

/home/robot/robot_mr9/robot_patrol_data 

{ 

"patrol":[{ 

 //任务编号：0322111243 

        "patrol_num":"0322111243", 

        "patrol_point":[ 

                /* 

                    前往位姿为(5.32,7.3,1.57)的巡检点 

                    直视（云台水平角度取值 90°） 

                    仰头（云台垂直角度取值 135°） 

                    录制视频 

                    录制红外 

                */ 

                { 

                    "patrol_do":[ 

                        { 

                            "camera_picture":"1", 

                            "camera_video":"1", 

                            "find_light":"0", 

                            "find_num":"0", 

                            "find_tep":"0", 

                            "infrared_picture":"1", 

                            "infrared_video":"1", 

                            "robot_head_h":"90", 

                            "robot_head_v":"135" 

                        } 

                    ], 

                    "point_x":"5.32", 

                    "point_y":"7.3", 

                    "point_yaw":"1.57" 

                }, 

                /* 

                    前往位姿为(10.8, 18.4,3.13)的巡检点 

  执行动作一： 

                 左视（云台水平角度取值 0°） 

                 平视（云台垂直角度取值 90°） 

   云台离地高度为 100cm(升降杆升起 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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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制视频 

                     录制红外 

  执行动作二： 

                 左视（云台水平角度取值 0°） 

                 平视（云台垂直角度取值 90°） 

                     录制视频 

                     录制红外 

                */ 

                { 

                    "patrol_do":[ 

                        { 

                            "camera_picture":"1", 

                            "camera_video":"1", 

                            "find_light":"0", 

                            "find_num":"0", 

                            "find_tep":"0", 

                            "infrared_picture":"1", 

                            "infrared_video":"1", 

                            "robot_head_h":"0", 

                            "robot_head_v":"90", 

                            "robot_leg":"100" 

                        }, 

                        { 

                            "camera_picture":"1", 

                            "camera_video":"1", 

                            "find_light":"1", 

                            "find_num":"0", 

                            "find_tep":"0", 

                            "infrared_picture":"1", 

                            "infrared_video":"1", 

                            "robot_head_h":"0", 

                            "robot_head_v":"90" 

                        } 

                    ], 

                    "point_x":"10.8", 

                    "point_y":"18.4", 

                    "point_yaw":"3.13" 

                }, 

                /* 

                    前往位姿为(10.8, 9.41, 0.78)的巡检点 

  执行动作： 

                 右视（云台水平角度取值 180°） 

                 俯视（云台垂直角度取值 45°） 

                     录制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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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制红外 

                */ 

                { 

                    "patrol_do":[ 

                        { 

                            "camera_picture":"1", 

                            "camera_video":"1", 

                            "find_light":"2", 

                            "find_num":"0", 

                            "find_tep":"0", 

                            "infrared_picture":"1", 

                            "infrared_video":"1", 

                            "robot_head_h":"180", 

                            "robot_head_v":"45" 

                        } 

                    ], 

                    "point_x":"10.8", 

                    "point_y":"9.41", 

                    "point_yaw":"0.78" 

                }, 

                /* 

                    前往位姿为(20.6, 8.41, 0.01)的巡检点 

  执行动作一： 

                 左视（云台水平角度取值 0°） 

                 仰视（云台垂直角度取值 135°） 

                     录制视频 

                     录制红外 

  执行动作二： 

                 右视（云台水平角度取值 180°） 

                 俯视（云台垂直角度取值 45°） 

                     录制视频 

                     录制红外 

  执行动作三： 

                 平视（云台水平角度取值 90°） 

                 俯视（云台垂直角度取值 45°） 

   云台离地高度为 100cm(升降杆升起 30cm) 

                     录制视频 

                     录制红外 

                */ 

                { 

                    "patrol_do":[ 

                        { 

                            "camera_picture":"1", 

                            "camera_vide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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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d_light":"1", 

                            "find_num":"0", 

                            "find_tep":"0", 

                            "infrared_picture":"1", 

                            "infrared_video":"1", 

                            "robot_head_h":"0", 

                            "robot_head_v":"135" 

                        }, 

                        { 

                            "camera_picture":"1", 

                            "camera_video":"1", 

                            "find_light":"2", 

                            "find_num":"0", 

                            "find_tep":"0", 

                            "infrared_picture":"1", 

                            "infrared_video":"1", 

                            "robot_head_h":"180", 

                            "robot_head_v":"45" 

                        }, 

                        { 

                            "camera_picture":"1", 

                            "camera_video":"1", 

                            "find_light":"1", 

                            "find_num":"0", 

                            "find_tep":"0", 

                            "infrared_picture":"1", 

                            "infrared_video":"1", 

                            "robot_head_h":"90", 

                            "robot_head_v":"45", 

                            "robot_leg":"100" 

                        } 

                    ], 

                    "point_x":"20.6", 

                    "point_y":"8.41", 

                    "point_yaw":"0.01" 

                } 

            ], 

 //生成时间：2022/03/22/ 11:12:43 

        "patrol_text":"2022/03/22/ 11:12:43" 

    }], 

    "type":"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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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定时巡检文件 

/home/robot/robot_mr9/robot_patrol_time  

{ 

"week":[ 

                /* 

                    星期一： 

                 19:29 执行任务编号 0319193147 的巡检任务 

   5:04 执行任务编号 0322142027 的巡检任务 

                */ 

                [ 

                    {"patrol_num":"0319193147","patrol_time":"19:29"}, 

                    {"patrol_num":"0322142027","patrol_time":"5:04"} 

                ], 

                /* 

                    星期二： 

                 10:00 执行任务编号 0802102735 的巡检任务 

   5:04 执行任务编号 0322142027 的巡检任务 

                */ 

                [ 

                    {"patrol_num":"0802102735","patrol_time":"10:00"}, 

                    {"patrol_num":"0322142027","patrol_time":"5:04"} 

                ], 

                /* 

                    星期三： 

                 19:34 执行任务编号 0319193147 的巡检任务 

   0:00 执行任务编号 0321115900 的巡检任务 

                */ 

                [ 

                    {"patrol_num":"0319193147","patrol_time":"19:34"}, 

                    {"patrol_num":"0321115900","patrol_time":"0:00"} 

                ], 

                /* 

                    星期四： 

                 19:29 执行任务编号 0319193147 的巡检任务 

   5:04 执行任务编号 0322142027 的巡检任务 

                */ 

                [ 

                    {"patrol_num":"0319193147","patrol_time":"19:29"}, 

                    {"patrol_num":"0322142027","patrol_time":"5:0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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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19:29 执行任务编号 0319193147 的巡检任务 

   10:07 执行任务编号 0322142027 的巡检任务 

                */ 

                [ 

                    {"patrol_num":"0319193147","patrol_time":"19:29"}, 

                    {"patrol_num":"0322142027","patrol_time":"10:07"} 

                ], 

                /* 

                    星期六： 

                 0:00 执行任务编号 0321115900 的巡检任务 

   5:04 执行任务编号 0322142027 的巡检任务 

                */ 

                [ 

                    {"patrol_num":"0321115900","patrol_time":"0:00"}, 

                    {"patrol_num":"0322142027","patrol_time":"5:04"} 

                ], 

                /* 

                    星期日： 

                 19:29 执行任务编号 0319193147 的巡检任务 

                 0:00 执行任务编号 0321115900 的巡检任务 

                */ 

                [ 

                    {"patrol_num":"0319193147","patrol_time":"19:29"}, 

                    {"patrol_num":"0321115900","patrol_time":"0:0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