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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基于智能终端的防雷预警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智能终端的防雷预

警系统，属一种气象预警系统，所述的防雷预警

系统包括后台管理端、服务器端与智能终端，后

台管理端接入服务器端，用于将防雷资料数据与

雷电安全隐患数据传输至服务器端，并对服务器

端已存储的防雷资料数据进行维护；将智能终端

与服务器端通过网络连接，通过智能终端可实时

从服务器端获取雷电安全隐患数据及防雷资料

数据，进而可保证雷电安全隐患数据可及时传输

至所需传达的人员，以便及时采取应急措施，避

免雷电灾害造成过大的人员伤亡或财物损失，而

智能终端的账号ID在服务器端与其设备码绑定，

在账号每次登录时均对此进行验证，防止其他人

盗用账户登录服务器端，确保防雷预警方案顺利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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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智能终端的防雷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防雷预警系统包括：后台管理端，

接入服务器端用于将防雷资料数据与雷电安全隐患数据传输至服务器端，并对服务器端已

存储的防雷资料数据进行维护；

服务器端，用于接收来自于后台管理端的防雷资料数据与雷电安全隐患数据并存储，

且按照后台管理端的指令增加或替换当前已存储的防雷资料数据，所述防雷资料数据包括

历史雷电气象资料、防雷项目进度与现有防雷设施是否  达标；所述雷电安全隐患数据包括

是否存在隐患、隐患描述、以及已指出的隐患是否得到整改；

所述服务器端还包括推送模块，用于由推送模块将所述雷电安全隐患数据主动推送至

智能终端；  所述服务器端中还包括图片服务器和视频服务器，所述图片服务器和视频  服

务器均通过网络接入智能终端；基本资料信息与防雷项目信息中均包括图片与视频文件；

智能终端，通过网络接入服务器端，用于从服务器端获取防雷项目信息与雷电安全隐

患数据， 并进行显示，智能终端为多个，且均通过网络接入服务器端；

所述智能终端还用于将账号  ID  及自身的设备码提交至服务器；

所述智能终端为智能手机，所述智能手机由  App  软件通过网络接入服务器端；所述网

络为

3G/4G、Wifi、GPRS、互联网当中的任意一种；

所述智能终端还用于通过预设的判断规则，对获取或接收到的雷电安全隐患数  据进

行识别，并标注出当前雷电安全隐患数据的级别进行显示；

所述服务器端还用于接收来自于智能终端账号  ID  及设备码，并将两者进行绑定后存

储至服务器内，且在当前账号再次登录时，获取其设备码并与当前账号  ID  绑定的设备码

进行比较判断，如判断结果为是，则账号登录成功，反之则提示账号登录失败；

所述后台管理端为  PC  计算机，所述  PC  计算机通过互联网接入服务器端；防雷预警

系统的防雷预警方法如下：

步骤  A、智能终端将账号  ID  及自身的设备码提交至服务器；所述服务器端接收来自

于智能终端账号  ID  及设备码，并将两者进行绑定后存储至服务器内；

步骤B、后台管理端将防雷资料数据与雷电安全隐患数据传输至服务器端，并对服务器

端已存储的防雷资料数据进行维护；

步骤C、服务器端收到来自于后台管理端的防雷资料数据与雷电安全隐患数据并存储，

且按照后台管理端的指令增加或替换当前已存储的防雷资料数据；

步骤  D、智能终端从服务器端获取防雷项目信息与雷电安全隐患数据，并进行显示；

在当前账号再次登录时，获取其设备码并与当前账号  ID  绑定的设  备码进行比较判

断，如判断结果为是，则账号登录成功，反之则提示账号登录失败；服务器端中的推送模块

将雷电安全隐患数据主动推送至智能终端；

步骤  E、智能终端通过预设的判断规则，对获取或接收到的雷电安全隐患数据进行识

别，并标注出当前雷电安全隐患数据的级别进行显示；所述防雷资料数据包括基本资料信

息与防雷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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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能终端的防雷预警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气象预警系统，更具体的说，本发明主要涉及一种基于智能终端

的防雷预警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云层放电现象。目前，雷电灾害经常导致人员伤亡，

还可能导致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民用电器的损坏，引起森林火灾，仓储、炼油厂、油田等

燃烧甚至爆炸，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社会影响。因而在雷电多发的季节和地区，有必

要提前对雷电进行预警，提前进行一些防护措施，避免雷电造成过大的危害；而现有的雷电

预警方案大多能动性不足，使得人们无法及时获知雷电预警信息及其他与之有关的资料，

进而导致雷电预警信息通常无法有效传输，起不到前述降低损失和伤亡的作用，因此有必

要针对防雷预警系统进行研究和改进。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在于针对上述不足，提供一种基于智能终端的防雷预警系统，

以期望解决现有技术中防雷预警方案能动性不足，预警信息通常无法有效传输，无法进一

步降低雷电灾害造成的损失和伤亡等技术问题。

[0004] 为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本发明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基于智能终端的防雷预警系统，所述的防雷预警系统

包括：后台管理端，接入服务器端，用于将防雷资料数据与雷电安全隐患数据传输至服务器

端，并对服务器端已存储的防雷资料数据进行维护；服务器端，用于接收来自于后台管理端

的防雷资料数据与雷电安全隐患数据并存储，且按照后台管理端的指令增加或替换当前已

存储的防雷资料数据；智能终端，通过网络接入服务器端，用于从服务器端获取防雷项目信

息与雷电安全隐患数据，并进行显示；所述智能终端还用于将账号ID及自身的设备码提交

至服务器；所述服务器端还用于接收来自于智能终端账号ID及设备码，并将两者进行绑定

后存储至服务器内，且在当前账号再次登录时，获取其设备码并与当前账号ID  绑定的设备

码进行比较判断，如判断结果为是，则账号登录成功，反之则提示账号登录失败。

[0006] 作为优选，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所述服务器端还包括推送模块，用于由推送模块

将所述雷电安全隐患数据主动推送至智能终端。

[0007] 更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智能终端为多个，且均通过网络接入服务器端。更进一步

的技术方案是：所述智能终端为智能手机，所述智能手机由App软件通过网络接入服务器

端；所述网络为3G/4G、Wifi、GPRS、互联网当中的任意一种。

[0008] 更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所述防雷资料数据包括历史雷电气象资料、防雷项目进

度与现有防雷设施是否达标；所述雷电安全隐患数据包括是否存在隐患、隐患描述、以及已

指出的隐患是否得到整改。

[0009] 更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所述服务器端中还包括图片服务器和视频服务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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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服务器和视频服务器均通过网络接入智能终端；所述基本资料信息与防雷项目信息中

均包括图片与视频文件。

[0010] 更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所述后台管理端为PC计算机，所述PC计算机通过互联网

接入服务器端。

[0011] 更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所述智能终端还用于通过预设的判断规则，对获取或接

收到的雷电安全隐患数据进行识别，并标注出当前雷电安全隐患数据的级别进行显示。

[0012] 本发明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基于智能终端的防雷预警方法，所述的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

[0013] 步骤  A、智能终端将账号  ID  及自身的设备码提交至服务器；所述服务器端接收

来自于智能终端账号  ID  及设备码，并将两者进行绑定后存储至服务器内；

[0014] 步骤  B、后台管理端将防雷资料数据与雷电安全隐患数据传输至服务器端， 并对

服务器端已存储的防雷资料数据进行维护；

[0015] 步骤  C、服务器端收到来自于后台管理端的防雷资料数据与雷电安全隐患数据并

存储，且按照后台管理端的指令增加或替换当前已存储的防雷资料数据；

[0016] 步骤  D、智能终端从服务器端获取防雷项目信息与雷电安全隐患数据，并进行显

示；在当前账号再次登录时，获取其设备码并与当前账号  ID  绑定的设备码进行比较判断，

如判断结果为是，则账号登录成功，反之则提示账号登录失败。

[0017] 作为优选，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所述步骤  D  还包括如下步骤：服务器端中的推

送模块将雷电安全隐患数据主动推送至智能终端；所述的方法还包括步  骤  E、智能终端通

过预设的判断规则，对获取或接收到的雷电安全隐患数据进行识别，并标注出当前雷电安

全隐患数据的级别进行显示；所述防雷资料数据包括基本资料信息与防雷项目信息。

[0018] 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之一是：将智能终端与服务器端通过网络连接，

而智能终端随身携带，通过智能终端可实时从服务器端获取雷电安全隐患数据及防雷资料

数据，进而可保证雷电安全隐患数据可及时传输至所需传达的人员，以便及时采取应急措

施，避免雷电灾害造成过大的人员伤亡或财物损失，而智能终端的账号ID在服务器端与其

设备码绑定，在账号每次登录时均对此进行验证，防止其他人盗用账户登录服务器端，保证

账号ID的使用者始终为与防雷预警有关的人员，确保防雷预警方案顺利实施，同时本发明

所提供的一种基于智能终端的防雷预警系统的架构简单，适于在各类地区安装使用，应用

范围广阔。

附图说明

[0019] 图  1 为用于说明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阐述。

[0021] 参考图1所示，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是一种基于智能终端的防雷预警系统，该防雷

预警系统包括后台管理端、服务器端与智能终端三大部件，三者通过网络或信号线连接为

一体，具体的连接方式及功能如下：

[0022] 后台管理端，接入服务器端，用于将防雷资料数据与雷电安全隐患数据传输至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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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器端，并对服务器端已存储的防雷资料数据进行维护；一般而言，防雷资料数据包括历史

雷电气象资料、防雷项目进度与现有防雷设施是否达标等信息；而雷电安全隐患数据则包

括是否存在隐患、隐患描述、以及已指出的隐患是否得到整改；

[0023] 服务器端，用于接收来自于后台管理端的防雷资料数据与雷电安全隐患数据并存

储，且按照后台管理端的指令增加或替换当前已存储的防雷资料数据；即管理人员可通过

后台管理端增加或更新服务器端现有的防雷资料数据，以保证智能终端用户可通过随时获

取到有效的防雷资料数据；

[0024]   智能终端，通过网络接入服务器端，用于从服务器端获取防雷项目信息与雷电安

全隐患数据，并进行显示；

[0025] 上述智能终端还用于将账号  ID  及自身的设备码提交至服务器；

[0026] 上述服务器端还用于接收来自于智能终端账号  ID  及设备码，并将两者进行绑定

后存储至服务器内，且在当前账号再次登录时，获取其设备码并与当前账号  ID  绑定的设

备码进行比较判断，如判断结果为是，则账号登录成功，反之则提示账号登录失败。

[0027] 在本实施例中，将智能终端与服务器端通过网络连接，而智能终端随身携带，通过

智能终端可实时从服务器端获取雷电安全隐患数据及防雷资料数据，进而可保证雷电安全

隐患数据可及时传输至所需传达的人员，以便及时采取应急措施，避免雷电灾害造成过大

的人员伤亡或财物损失，而智能终端的账号  ID  在服务器端与其设备码绑定，在账号每次

登录时均对此进行验证，防止其他人盗用账户登录服务器端，保证账号  ID 的使用者始终

为与防雷预警有关的人员，确保防雷预警方案顺利实施。

[0028]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正如上述所提到的，上述的雷电安全隐患数据通常是

由管理人员通过后台管理端发布至服务器端的，因而为保证该雷电安全隐患数据能及时传

输至智能终端，可再在服务器端内增设一个推送模块，用于由推送模块将所述雷电安全隐

患数据主动推送至智能终端；即当雷电安全隐患数据发布时，即便智能终端的用户未主动

的从服务器端获取雷电安全隐患数据，服务器端亦可将该雷电安全隐患数据推送至智能终

端，如此可保证雷电安全隐患数据更加及时有效的传输。

[0029] 进一步的，正如本实施例所描述的，智能终端一般为用户所携带，而防雷预警方案

中一般需多个人员类协同配合，各个人员需同时接收到防雷资料数据与雷电安全隐患数

据；因此，该防雷预警系统中的智能终端需设臵为多个，多个智能终端均通过网络接入服务

器端；而为便于系统方案顺利实施，可直接采用目前市面上主流的智能手机作为前述的智

能终端，该智能手机由  App  软件通过网络接入服务器端；该网络为  3G/4G、Wifi、GPRS、互

联网当中的任意一种；即通过设计能在智能手机系统中运行的  App  软件即可实现上述的

登录、获取/接收将防雷资料数据与雷电安全隐患数据等功能，亦可由智能手机接收到服务

器端主动推送的雷电安全隐患数据信息时，提醒用户及时查看。与之相关的是，  前述后台

管理端可采用  PC  计算机，将该  PC  计算机通过互联网接入服务器端，  通过在  PC  计算机

上运行的软件，由管理人员将防雷资料数据与雷电安全隐患数据上传至服务器端，亦可通

过该软件对服务器端已有的防雷资料数据进行维护，便于用户通过智能终端进行查看；同

时，通过前述的  PC  计算机亦可对登录到服务器端的账号  ID  进行管理，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亦可对各个账号  ID  进行单独授权。

[0030] 在本发明用于解决技术问题更加优选的一个实施例中，亦可在服务器端中增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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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服务器和视频服务器，该图片服务器和视频服务器均通过网络接入智能终端；而基本资

料信息与防雷项目信息中均包括图片与视频文件；通过在服务器端增设图片服务器和视频

服务器使得即便系统中具有较多的用户，也可保证服务器端部署的图片和视频服务器，以

加快用户手机查看图片和视频的速度；进而使得用户群增加不会影响服务器对于智能终端

请求的相应速度；

[0031] 另一方面，智能终端上的  App  亦可对雷电安全隐患数据进行分级管理，以帮助用

户识别众多雷电安全隐患数据中较为紧急或重要的数据，具体可预先在App  软件中预设一

套雷电安全隐患数据判断规则，利用该判断规则，对智能终端获取或接收到的雷电安全隐

患数据进行识别，并标注出当前雷电安全隐患数据的级别进行显示，通过不同颜色或字体

标注较为紧急或重要的防雷信息。

[0032] 此外，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是一种基于智能终端的防雷预警方法，该方法包括

如下步骤：

[0033] 步骤  S1、智能终端将账号  ID  及自身的设备码提交至服务器；所述服务器端接收

来自于智能终端账号  ID  及设备码，并将两者进行绑定后存储至服务器内；

[0034] 步骤  S2、后台管理端将防雷资料数据与雷电安全隐患数据传输至服务器端，并对

服务器端已存储的防雷资料数据进行维护；前述的防雷资料数据包括基本资料信息与防雷

项目信息；

[0035] 步骤  S3、服务器端收来自于后台管理端的防雷资料数据与雷电安全隐患数据并

存储，且按照后台管理端的指令增加或替换当前已存储的防雷资料数据；

[0036] 步骤  S4、智能终端从服务器端获取防雷项目信息与雷电安全隐患数据，并进行显

示；在当前账号再次登录时，获取其设备码并与当前账号  ID  绑定的设备码进行比较判断，

如判断结果为是，则账号登录成功，反之则提示账号登录失败；优选的是，本步骤中还可由

服务器端中的推送模块将雷电安全隐患数据主动推送至智能终端；

[0037] 优选的是，上述的方法还可继续进行下述步骤  S5：

[0038] 步骤  S5、智能终端通过预设的判断规则，对获取或接收到的雷电安全隐患数据进

行识别，并标注出当前雷电安全隐患数据的级别进行显示。

[0039] 除上述以外，还需要说明的是在本说明书中所谈到的“一个实施例”、“另一  个实

施例”、“实施例”等，指的是结合该实施例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或者特点包括在本申请概

括性描述的至少一个实施例中。在说明书中多个地方出现同种表述不是一定指的是同一个

实施例。进一步来说，结合任一实施例描述一个具体特征、结构或者特点时，所要主张的是

结合其他实施例来实现这种特征、结构或者特点也落在本发明的范围内。

[0040] 尽管这里参照本发明的多个解释性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描述，但是，应该理解，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设计出很多其他的修改和实施方式，这些修改和实施方式将落在本申

请公开的原则范围和精神之内。更具体地说，在本申请公开、附图和权利要求的范围内，可

以对主题组合布局的组成部件和/或布局进行多种变型和改进。除了对组成部件和/或布局

进行的变型和改进外，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其他的用途也将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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