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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大数据和物联网技

术的消防安全监控管理系统，其包括中央处理模

块、防火移动巡查模块、大数据挖掘分析模块、

GIS地理信息模块、消防监测模块、物联网模块、

消防信用公示模块、电器火灾预警模块、消防预

警模块、电子巡更模块、隐患整改模块，所述电器

火灾预警模块、所述消防预警模块、所述电子巡

更模块、所述隐患整改模块和消防信用公示模块

均与所述中央处理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本发明集

城市消防监控、安全用电监控、独立式感烟探测、

消火预警管理、高清视频监控、日常消防巡查、移

动执法等服务为一体，打造全面感知、开放共享、

预测预警、研判分析和指挥决策的主动安全防控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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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的消防安全监控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中央处

理模块、防火移动巡查模块、大数据挖掘分析模块、GIS地理信息模块、消防监测模块、物联

网模块、消防信用公示模块、电器火灾预警模块、消防预警模块、电子巡更模块、隐患整改模

块，所述电器火灾预警模块、所述消防预警模块、所述电子巡更模块、所述隐患整改模块和

消防信用公示模块均与所述中央处理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防火移动巡查模块、大数据

挖掘分析模块、GIS地理信息模块和消防监测模块均与中央处理模块的输入端连接，所述中

央处理模块与所述物联网模块输双向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的消防安全监控管理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消防监测模块包括消防设备电源监控模块、消防气体检测模块、消防水检测

模块和视频监控模块，所述消防设备电源监控模块、消防气体检测模块、消防水检测模块和

视频监控模块均与所述中央处理模块的输入端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的消防安全监控管理系统，其

特征在于，还包括单位档案模块，所述单位档案模块与中央处理模块的输入端连接，其用于

管理单位人员的档案资料。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基于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的消防安全监控管理系统，其

特征在于，还包括独立烟火灭预警模块，所述独立烟火灭预警模块包独立设置于社区内的

独立烟感报警器和燃气报警器，其用于自动播报或通过手机APP和短信或微信报警方式向

业主、物业、社区、微型消防站等发出警报，实现火警快速联动应急响应。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基于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的消防安全监控管

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APP接入查询模块和智慧消防云平台模块，所述智慧消防云平

台模块与所述中央处理模块连接，所述智慧消防云平台模块用于查询有关漏电电流和线缆

温度数据。

6.根据权利要求1一种基于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的消防安全监控管理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电子巡更模块为RFID电子巡更模块。

7.根据权利要求2一种基于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的消防安全监控管理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视频监控模块用于监控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消防控制室值班情况。

8.根据权利要求1一种基于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的消防安全监控管理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物联网模块用于对所服务项目的消防设施运行和故障报警进行实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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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的消防安全监控管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消防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的消防安全监控管

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大数据是IT行业术语，是指无法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进行捕捉、管

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是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

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

[0003] 物联网是指通过  各种信息传感器、射频识别技术、全球定位系统、红外感应器、激

光扫描器等各种装置与技术，实时采集任何需要监控、  连接、互动的物体或过程，采集其

声、光、热、电、力学、化学、生物、位置等各种需要的信息，通过各类可能的网络接入，实现物

与物、物与人的泛在连接，实现对物品和过程的智能化感知、识别和管理。物联网是一个基

于互联网、传统电信网等的信息承载体，它让所有能够被独立寻址的普通物理对象形成互

联互通的网络。

[0004] 本发明针对消防基础信息规范化、执法流程便捷化、提升执法效率、及时发现防患

风险等特点和需求，集城市消防监控、安全用电监控、独立式感烟探测、消火栓管理、高清视

频监控、日常消防巡查、移动执法等服务为一体，构建全面感知、开放共享、预测预警、研判

分析和指挥决策的主动安全防控体系，为政府部门、社会单位、中介组织和社会公众等提供

一体化感知的消防安全监控服务，推动“传统消防”向“现代消防”的转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而提出的一种基于大数据和物

联网技术的消防安全监控管理系统。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基于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的消防安全监控管理系统，包括中央处理模块、防

火移动巡查模块、大数据挖掘分析模块、GIS地理信息模块、消防监测模块、物联网模块、消

防信用公示模块、电器火灾预警模块、消防预警模块、电子巡更模块、隐患整改模块，所述电

器火灾预警模块、所述消防预警模块、所述电子巡更模块、所述隐患整改模块和消防信用公

示模块均与所述中央处理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防火移动巡查模块、大数据挖掘分析模

块、GIS地理信息模块和消防监测模块均与中央处理模块的输入端连接，所述中央处理模块

与所述物联网模块输双向连接。

[0007] 优选的，所述消防监测模块包括消防设备电源监控模块、消防气体检测模块、消防

水检测模块和视频监控模块，所述消防设备电源监控模块、消防气体检测模块、消防水检测

模块和视频监控模块均与所述中央处理模块的输入端连接。

[0008] 优选的，还包括单位档案模块，所述单位档案模块与中央处理模块的输入端连接，

其用于管理单位人员的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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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的，还包括独立烟火灭预警模块，所述独立烟火灭预警模块包独立设置于社

区内的独立烟感报警器和燃气报警器，其用于自动播报或通过手机APP和短信或微信报警

方式向业主、物业、社区、微型消防站等发出警报，实现火警快速联动应急响应。

[0010] 优选的，还包括APP接入查询模块和智慧消防云平台模块，所述智慧消防云平台模

块与所述中央处理模块连接，所述智慧消防云平台模块用于查询有关漏电电流和线缆温度

数据。

[0011] 优选的，所述电子巡更模块为RFID电子巡更模块。

[0012] 优选的，所述视频监控模块用于监控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消防控制室值班情况。

[0013] 优选的，所述物联网模块用于对所服务项目的消防设施运行和故障报警进行实时

监控。

[0014] 本发明立足实战实用、统筹推进、分步实施的原则，集城市消防监控、安全用电监

控、独立式感烟探测、消火预警管理、高清视频监控、日常消防巡查、移动执法等服务为一

体，打造全面感知、开放共享、预测预警、研判分析和指挥决策的主动安全防控体系，为政府

部门、社会单位、中介组织和社会公众等提供一体化感知的消防安全监控服务，推动“传统

消防”向“现代消防”的转变。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模块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的消防监测模块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18] 参照图1‑2一种基于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的消防安全监控管理系统，包括中央处

理模块、防火移动巡查模块、大数据挖掘分析模块、GIS地理信息模块、消防监测模块、物联

网模块、消防信用公示模块、电器火灾预警模块、消防预警模块、电子巡更模块、隐患整改模

块，电器火灾预警模块、消防预警模块、电子巡更模块、隐患整改模块和消防信用公示模块

均与中央处理模块的输出端连接；防火移动巡查模块、大数据挖掘分析模块、GIS地理信息

模块和消防监测模块均与中央处理模块的输入端连接，中央处理模块与物联网模块输双向

连接。

[0019] 本实施方式中，消防监测模块包括消防设备电源监控模块、消防气体检测模块、消

防水检测模块和视频监控模块，消防设备电源监控模块、消防气体检测模块、消防水检测模

块和视频监控模块均与中央处理模块的输入端连接，还包括单位档案模块，单位档案模块

与中央处理模块的输入端连接，其用于管理单位人员的档案资料。

[0020] 本实施方式中，还包括独立烟火灭预警模块，独立烟火灭预警模块包独立设置于

社区内的独立烟感报警器和燃气报警器，其用于自动播报或通过手机APP和短信或微信报

警方式向业主、物业、社区、微型消防站等发出警报，实现火警快速联动应急响应，还包括

APP接入查询模块和智慧消防云平台模块，智慧消防云平台模块与中央处理模块连接，智慧

消防云平台模块用于查询有关漏电电流和线缆温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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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本实施方式中，电子巡更模块为RFID电子巡更模块，视频监控模块用于监控安全

出口和疏散通道、消防控制室值班情况，物联网模块用于对所服务项目的消防设施运行和

故障报警进行实时监控。

[0022] 本发明立足实战实用、统筹推进、分步实施的原则，集城市消防监控、安全用电监

控、独立式感烟探测、消火预警管理、高清视频监控、日常消防巡查、移动执法等服务为一

体，打造全面感知、开放共享、预测预警、研判分析和指挥决策的主动安全防控体系，为政府

部门、社会单位、中介组织和社会公众等提供一体化感知的消防安全监控服务，推动“传统

消防”向“现代消防”的转变。

[0023] 应用场景分析：

（一）建立分级预警的消防大数据应用平台。将城市物联网消防远程监控系统、智

慧安全用电监控系统、智能独立式感烟报警系统、智慧消火栓管理系统、城市高清视频监控

系统、单位日常消防巡查管理系统、移动执法手机APP系统集成一网运行，实现在线监测、智

能分析和分级预警功能，并与消防应急指挥系统互联互通。

[0024] （二）窄带物联网（NB‑IoT）智能独立火灾（可燃气体）探测报警器在全市范围普及

应用。在老旧高层建筑、学生（员工）集体宿舍、养老福利机构、集贸市场、群租房、棚户区、

“三合一”场所和其他“九小”场所安装使用NB‑IoT智能独立火灾（可燃气体）探测报警器。及

时将报警信号上传系统，系统自动播报或通过手机APP和短信、微信报警等方式向业主、物

业、社区、微型消防站等发出警报，实现火警快速联动应急响应。

[0025] （三）重点场所消防设施进行物联网改造升级。增设水压、水位、阀门启闭和防火

门、防排烟设备等开关状态的监测装置，利用视频监控系统监控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消防

控制室值班情况；接入智慧消防云服务系统系统有关漏电电流、线缆温度等数据；将消防设

施和电气安全等监测信息全部接入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值班人员可利用手机APP，动态

监控、立体呈现联网单位消防安全状态，提高消防设施的完好率。

[0026] （四）智慧安全用电监测装置的普及应用。重点推广基于NB‑IoT的智慧安全用电装

置、智慧消防云服务系统系统在文物建筑、寄宿制学校（幼儿园）、养老（社会福利）机构、医

院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火灾高危场所的安装使用，着力解决由于电气设备（线路）故障、用

电不当等原因引起火灾的安全问题。对配电系统的过剩余电流、短路、过温度等电气故障进

行实时的监控、报警、反馈、记录，建立智慧电气监测消防预警及远程自动断电功能系统，提

高用电安全管理能力、电气安全隐患处理能力。

[0027] （五）建设市政消火栓“智能化”管理维护系统。通过物联网技术，对市政消火栓实

施精准定位、水压监测、破坏报警，满足市政消火栓维护保养和灭火作战需要。将智慧消火

栓管理系统接入消防远程监控平台,实现实时显示消火栓的定位、供水压力、移动终端远程

现场管理，监测被盗、偷水、损坏、被撞等异常情况。

[0028] （六）搭建重点行业搭建消防物联网远程监控系统分平台。面向教育、卫健、民政、

住建、司法及石化、电力、邮政、银行等重点行业，建立行业系统物联网消防远程监控系统分

平台，实时采集本行业系统监控现场的各类消防报警信号、故障信号、图像信息，接入城市

物联网消防远程监控系统，实现行业系统消防安全风险在线分析研判，全面压实单位消防

安全主体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

[0029] （七）搭建社区搭建物业消防物联网远程监控系统子平台。将社区内的消防设施监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12631180 A

5



控、独立烟感报警器、燃气报警器等报警信息纳入监测，实时上传系统，社区物业值班员、微

型消防站队员实现手机APP无线联动，强化消防网格化管理。在社区养老场所、幼儿（托管）

教育场所和重点服务人群活动场所，安装NB‑IoT智能独立烟感、智能独立可燃气体探测报

警及智慧安全用电装置。

[0030] （八）搭建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建立消防维保物联网监控系统。将消防技术服务机构

建立或使用消防维保物联网监控系统纳入执业监管，利用物联网技术，对所服务项目的消

防设施运行、故障报警等进行实时监控，解决消防设施故障处理不及时，维保质量不高等问

题，规范消防维保服务工作流程，提高服务质量。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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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