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製印刷 計時晶⽚

⼀⼈⼀晶⽚綁在鞋⾯

健康⻑跑™

雙頻 RFID 晶⽚計時閘
所有 2015 年起採購的 HR 系列機種

免費升級
計時軟件最新版本
Race Director 2020/2022 pack
此外, 所有2018年起採購的HR系列機種, 皆不論保修
期限免費提供電池檢測服務
免費服務網上登記 > https://tinyurl.com/ecwwch4

中⼩學全包安裝特價
連 500 張訂製印刷計時晶⽚, 安裝, 培訓,
第⼀次體育堂助教, ⼀年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健康⻑跑

HR2L

雙頻 RFID 晶⽚計時閘

索取報價及資料
> https://tinyurl.com/ecwwch4
EELEARNER LIMITED
Email: info@eeLearner.com

免費增潤
•

晶⽚圖案設計⽐賽 學⽣網上活動⽅案
點擊網⾴樣本 (登⼊密碼 : 0000)
> https://www.ictinpe.org/hr-chip-tmp

•

⼀年兩次遙距更新跑⼿名單, 永久

•

⼀年 6 次遙距更新活動設計, 保⽤期內

關於計時軟件
Race Director 計時軟件相信是世上歷史最悠久⼂獲得最
多耐⼒賽事和⽥徑組織認可的專業計時軟件之⼀ ; 然⽽,
軟件雖然穩定可靠, 但過去有學界使⽤者感覺介⾯複雜,
停留於⽐較適合服務營運商的專業操作層⾯ ; 時⾄今⽇,
經過多年來與軟件原創者的交流, 2020版/2022升級套已
就學界使⽤介⾯作出簡化的改良, ⽇常使⽤只需1分鐘時
間就能設置完成, 學⽣義⼯操作亦能游刃有餘

⻑天傳統 25 圈⻑跑

健康⻑跑™可能是全球⾸創的突破
•

2015年全球⾸創 : 專業⻑跑晶⽚計時系統應⽤於中
⼩學⽇常訓練 ‒ ⻑沙灣天主教英⽂中學

•

2016年全球⾸創 : 專業的隱藏式RFID晶⽚計時系統
安裝於中⼩學校園地底 ‒ 可藝中學(嗇⾊園主辦)

•

2016年全球⾸創 : 專業的隱藏式RFID晶⽚計時系統
安裝於中⼩學泰坦跑道地底 ‒ ⾹港培正中學

•

2018年全球⾸創 : 中⼩學泰坦跑道地底同時安裝五
個地點的隱藏式RFID晶⽚計時系統, 進⾏多點數據
分析 ‒ ⻑沙灣天主教英⽂中學

•

2021年全球⾸創 : 獲OFCA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
⿎勵及早使⽤5G技術資助計劃資助, 開發 5G RFID
晶⽚計時系統, 促進學界和社區中⼼⽇後有更平等
的機會舉辦半專業級的多點計時⻑跑賽事

•

全港約 1/4 <港九⽥徑D1>及<OGCIO資訊科技增
潤計劃>中學已安裝健康⻑跑™ 晶⽚計時系統

培正 9 分鐘跑 > https://youtu.be/vWGz1X40ohQ

可藝環河跑 > https://youtu.be/f4EjStwTKiM

⿈笏南限圈跑 > https://tinyurl.com/mrs4ky88

⼀⼈操作
•

體育課全班9分鐘或1.6km跑 / 課後⻑跑累積⾥程
戶外⻑跑 / 千⼈競賽 / 親⼦活動

•

實時顯⽰名次⼂時間⼂圈數

•

下載 Excel 數據, 校本分析⼂評估⼂獎勵計劃
5G 原型 > https://youtu.be/9XIRl8B8TDI

系統結構
系統接駁短⽚ > https://youtu.be/hktZyS68bi0

抗⼲擾訊號線

2) 天線地氈

1) 計時晶片

3) 數據處理器
本機數據庫
顯示器

4) 電腦及軟件
網絡線

本機時鐘

HDMI 線

系統原理
1) 雙頻 RFID 計時晶⽚
跑⼿將晶⽚綁在鞋⾯, 每張晶⽚內置獨⼀無⼆的 ID 需預先
⽤讀咭機註冊⾄系統數據庫, 然後每張晶⽚會透過系統配對
獨⼀無⼆的跑⼿資料, 以及不同組別⼂活動等分類

計時晶⽚綁在鞋⾯

2) 雙頻 RFID 天線地氈
堅韌的天線地氈放置於戶內外<計時閘>地⾯, 兩張為⼀套
• 當跑⼿接近<計時閘>約 3 ⽶範圍, 天線發出的低頻 RF
訊號會叫醒晶⽚及充電
• 當跑⼿接近<計時閘>約 0.6 ⽶範圍, 天線就能接收晶
⽚充電後發出的⾼頻 RF 訊號, 包括晶⽚的 ID
• 戶外⻑跑賽事可能需要設置多於⼀個<計時閘>

3) 數據處理器
天線地氈透過抗⼲擾訊號線連接⾄數據處理器
• 天線將接收到的晶⽚ ID 實時傳送⾄數據處理器
• 數據處理器會⾃動移除⼲擾及不合理的訊息
• 系統可同時處理逾千跑⼿的數據
• 數據處理器內置電池達 8 ⼩時戶外續航⼒

4) 電腦及系統軟件
數據處理器透過網絡線連接⾄電腦
• 數據處理器將已除錯的可靠數據即時傳送⾄電腦
• 電腦内置專業的系統軟件會紀錄數據⾄本機數據庫, 計
算跑⼿的時間⼂名次, 並顯⽰在電腦顯⽰器上
• 完成⼀項賽事後, 下載數據 Excel 表進⾏賽後詳細報告⼂分析⼂評估⼂⾥程獎勵計劃等

運作原理
• 跑⼿⼀⼈⼀晶⽚需預先註冊⼀次, 系統亦需定期更新跑⼿變更資料⼂常規活動模式⼂
設置群組等 Excel 表
• 將晶⽚綁在鞋上, 當跑⼿每次經過天線地氈或隱藏於地底的天線時 (檢測點 Check
Point), 天線發出的低頻訊號會提早對晶⽚叫醒及充電, 當跑⼿接近天線約 0.6 ⽶範圍
內, 天線就能接收晶⽚預早充電後發出的⾼頻訊號 ; 訊號包括晶⽚獨⼀無⼆的 ID, 系統
可同時處理逾千跑⼿的數據；
• 天線將 ID 即時傳送⾄數據處理器, 紀錄跑⼿經過的時間和圈數, 智能系統會⾃動移除
不合理的訊息或⼲擾, 保障紀錄到的數據精準, 然後再將數據即時傳送⾄電腦, 電腦上
的軟件會配對該 ID 的跑資料, 並即時顯⽰在顯⽰器上, 完成活動後紀錄 Excel 存檔

系統佈局
系統 Check-Point 的佈局, 應尋求專業意⾒結合校舍及訓練的特⾊⽽校本設計

移動式地氈天線 (⼤學)

隱藏式地底天線 (中學)

球場雙圈地氈佈局 (⼩學)

⾬天有蓋操場地氈佈局 (⼩學)

有異於物流 RFID 技術
⻑跑晶⽚計時需⾯對數以⼗計以致百計快速移動的跑⼿, 互相遮擋⼂汗⽔⼂個
⼈⾏為等皆會影響 RFID 計時的可靠性; 雙頻 RFID 設計透過低頻以更遠距離喚
醒晶⽚充電, ⾼頻則降低計時誤差⾄更短的距離

同類的專業晶⽚計時系統
專業⽅案過去⼀般皆以經營數以萬計跑⼿同時進⾏多項收費賽事為⽬標, 操作
和收費模式皆複雜, 不便於學校⽇常的使⽤

HR2L ⾸創以學校為設計⽬標
健康⻑跑™ HR2L 簡化的系統操作模式只需⼀⼈就可以管理逾千⼈同時計時⼂
計圈⼂顯⽰⼂下載數據 etc ; HR2L 除維修保養服務外, 無⽉費⽀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