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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化工园区事故影响范围

预估系统，属于软件平台技术领域，其技术方案

要点是包括事故位置采集模块、气象监测模块、

信息输入模块、中央处理模块以及显示模块，事

故位置采集模块、气象监测模块、信息输入模块

以及显示模块均与中央处理模块相连；事故位置

采集模块能够实时检测到事故发生的位置信息，

并将采集到的位置信息发送给中央处理模块；所

述气象监测模块能够实时检测该时段的气象信

息，并将检测到的气象信息发送给中央处理模

块。本发明解决了目前对火灾事故造成的影响范

围进行分析的系统尚不完善的问题，通过设置有

与中央处理模块连接的气象监测模块和信息输

入模块，达到了能够准确分析事故造成的影响范

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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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化工园区事故影响范围预估系统，包括事故位置采集模块(1)、气象监测模块

(4)、信息输入模块(5)、中央处理模块(2)以及显示模块(3)，事故位置采集模块(1)、气象监

测模块(4)、信息输入模块(5)以及显示模块(3)均与中央处理模块(2)相连，其特征在于：

所述事故位置采集模块(1)实时检测到事故发生的位置信息，并将采集到的位置信息

发送给中央处理模块(2)；

所述气象监测模块(4)实时检测该时段的气象信息，并将检测到的气象信息发送给中

央处理模块(2)；

所述信息输入模块(5)用于事故地点附近的危险源信息，并将输入的危险源信息传输

给中央处理模块(2)；

所述中央处理模块(2)接收事故位置采集模块(1)输出的位置信息，对接收到的位置信

息进行处理，生成事故信息并将生成的事故信息发送给显示模块(3)，显示模块(3)对中央

处理模块(2)输出的事故信息进行显示；

所述中央处理模块(2)对接收到的气象信息以及危险源信息进行分析，并将分析出的

火灾影响范围发送给显示模块(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工园区事故影响范围预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事故位置

采集模块(1)包括摄像机，摄像机能够采集事故发生地点处的图像信息，并将拍摄到的图像

信息传输给中央处理模块(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工园区事故影响范围预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气象监测

模块(4)包括：

风力检测单元(41)，风力检测单元(41)设置为风速风向检测器(411)，风速风向检测器

(411)能够检测该时段风速的大小以及风的方向，并对检测到的风速和风向信息传输给中

央处理模块(2)，中央处理模块(2)对接收到的风速和风向信息进行分析，并将分析出的火

灾影响范围发送给显示模块(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工园区事故影响范围预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气象监测

模块(4)还包括雨水检测单元(42)，雨水检测单元(42)设置为雨量检测器(421)，雨量检测

器(421)能够实时检测该时段的降雨量信息，并将检测到的降雨量信息输出给中央处理模

块(2)，当中央处理模块(2)接受到雨量检测模块输出的降雨量信息时，对接受到的降雨量

信息进行分析，根据雨量的大小来判断火势蔓延的速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工园区事故影响范围预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信息输入

模块(5)包括：

储油罐计数单元(511)，储油罐计数单元(511)记载该区域的储油罐数目进行计数，并

将储油罐数目信息传输给中央处理模块(2)；

储气罐计数单元(512)，储气罐计数单元(512)对储气罐的数目进行计数，并将储气罐

的数目信息发送给中央处理模块(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工园区事故影响范围预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信息输入

模块(5)还包括：设备计数单元(513)，设备计数单元(513)能够对火灾附近范围内的设备进

行计数，再将有关设备的计数信息发送给中央处理模块(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工园区事故影响范围预估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中央处理模块(2)连接有指挥模块(6)，指挥模块(6)包括消防车位置检测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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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消防车位置检测单元(71)能够检测出当前园区内的所有消防车的位置信息，并将检

测到的消防车位置信息发送给中央处理模块(2)；

所述中央处理模块(2)内存储有园区内的水源点位置信息，中央处理模块(2)能够将距

离火灾现成距离最近的水源点的位置信息发送给显示模块(3)。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工园区事故影响范围预估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中央处理模块(2)连接有指挥模块(6)，指挥模块(6)包括消防车位置检测单元

(71)，消防车位置检测单元(71)能够检测出当前园区内的所有消防车的位置信息，并将检

测到的消防车位置信息发送给中央处理模块(2)；

所述中央处理模块(2)内存储有园区内的水源点位置信息，中央处理模块(2)能够将距

离火灾现场距离最近的水源点的位置信息发送给显示模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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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园区事故影响范围预估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软件平台技术领域，更具体的说，它涉及一种化工园区事故影响范围

预估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工业园，是建立在一块固定地域上的由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形成的企业社区。在

该社区内，各成员单位通过共同管理环境事宜和经济事宜来获取更大的环境效益、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0003] 在工业园区内因为存在大量的生产型企业，因此存在的大量的设备、原料等危险

源头。工业园区内人员密集，需要及时有效的对各个企业内存在的危险源进行检查，将企业

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处理。从而降低危险事件的发生的可能性，防止发生大型的安全事故。

化工园区存在大量的化工原料，其危险性更高，因此对化工园区这类工业园区的进行实时

动态监测，了解其运行状态，进而及时对隐患排查，更是尤为重要。

[0004] 在化工园区，当事故发生时，需要对事故造成的危害范围进行分析，跟据所检测到

的事故危害范围，来对周围的人以及设备进行撤离，进而可减少人员的伤亡以及财产的损

失。

[0005] 但是，目前对事故造成的影响范围进行分析的系统尚不完善，该问题亟待决绝。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化工园区事故影响范围预

估系统，通过设置有与中央处理模块连接的气象监测模块和信息输入模块，气象监测模块

能够检测该时段的气象信息，信息输入模块能够将火灾现场附近的危险源数目发送给中央

处理模块，中央处理模块能够根据气象监测模块以及危险源数目来分析出火灾带来的影响

范围，显示模块能够显示中央处理模块输出的影响范围。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化工园区事故影响范围预估系统，包括事故位置采集模块、气象监测模块、信息输

入模块、中央处理模块以及显示模块，事故位置采集模块、气象监测模块、信息输入模块以

及显示模块均与中央处理模块相连；事故位置采集模块能够实时检测到事故发生的位置信

息，并将采集到的位置信息发送给中央处理模块；所述事故位置采集模块实时检测到事故

发生的位置信息，并将采集到的位置信息发送给中央处理模块；所述气象监测模块实时检

测该时段的气象信息，并将检测到的气象信息发送给中央处理模块；所述信息输入模块用

于事故地点附近的危险源信息，并将输入的危险源信息传输给中央处理模块；所述中央处

理模块接收事故位置采集模块输出的位置信息，对接收到的位置信息进行处理，生成事故

信息并将生成的事故信息发送给显示模块，显示模块对中央处理模块输出的事故信息进行

显示；所述中央处理模块对接收到的气象信息以及危险源信息进行分析，并将分析出的火

灾影响范围发送给显示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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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当事故发生时，事故位置采集模块能够检测事故发生的地点，

并将检测到的位置信息发送给中央处理模块，中央处理模块对接受到的位置信息进行处理

后输出对应位置信息的事故信息，并将事故信息发送给显示模块，显示模块能够对事故发

生位置进行显示，气象监测模块能够检测该时段的气象信息情况，并将检测到的气象信息

发送给中央处理模块，中央处理模块接受到气象信息以后根据气象信息对事故点进行分

析，根据气象可判断出火势蔓延的速度和方向，信息输入模块能够能火灾附件的危险源信

息发送给中央处理模块，中央处理模块根据危险源信息分析火灾蔓延的速度，尽快对事故

区域内的人群以及设备进行撤离，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减少人员的伤亡以及财产损失。

[0009] 较佳的，所述事故位置采集模块包括摄像机，摄像机能够采集事故发生地点处的

图像信息，并将拍摄到的图像信息传输给中央处理模块。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信息采集单元能够拍摄火灾地点的图片，并将活在地点的图

片发送给中央处理模块，当中央处理模块接受到信息采集单元输出图像信息时，能够对图

像信息进行图像处理后输出处理后的图像信息，显示模块能够显示中央处理模块输出的处

理后的图像。

[0011] 较佳的，所述气象监测模块包括：风力检测单元，风力检测单元设置为风速风向检

测器，风速风向检测器能够检测该时段风速的大小以及风的方向，并对检测到的风速和风

向信息传输给中央处理模块，中央处理模块对接收到的风速和风向信息进行分析，并将分

析出的火灾影响范围发送给显示模块。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风速风向检测器能够实时检测该时段的风速和风向信息，并

将检测到的风速和风向信息传输给中央处理模块，中央处理模块根据风向分析出主火势主

要蔓延的方向，根据风速的大小能够计算出火势蔓延的速度，进而能够计算出该时段火灾

事故造成的影响范围，并将造成的影响范围发送给显示模块，显示模块将中央处理模块输

出的危害范围进行显示。

[0013] 较佳的，所述气象监测模块还包括雨水检测单元，雨水检测单元设置为雨量检测

器，雨量检测器能够实时检测该时段的降雨量信息，并将检测到的降雨量信息输出给中央

处理模块，当中央处理模块接受到雨量检测模块输出的降雨量信息时，对接受到的降雨量

信息进行分析，根据雨量的大小来判断火势蔓延的速度。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雨量检测器能够实时检测该时段的降雨量，并将检测到的降

雨量信息传输给中央处理模块，当中央处理模块在接受到雨量检测器输出的降雨量信息

时，根据降雨量信息能够计算出当前火势的蔓延速度，进而能够计算出火灾事故的危害范

围，显示模块将中央处理模块输出的危害范围进行显示。

[0015] 较佳的，所述信息输入模块包括：储油罐计数单元，储油罐计数单元记载该区域的

储油罐数目进行计数，并将储油罐数目信息传输给中央处理模块；储气罐计数单元，储气罐

计数单元对储气罐的数目进行计数，并将储气罐的数目信息发送给中央处理模块。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储油罐计数单元和储气罐计数单元能够计数事故地区的储油

罐数目以及储气罐数目，并将储气罐数目信息和储油罐数目信息发送给中央处理模块，中

央处理模块能够根据火灾地点的储油罐数目和储气罐数目分析出火势蔓延的大小，从而能

够预估火灾带来的影响范围。

[0017] 较佳的，所述信息输入模块还包括：设备计数单元，设备计数单元能够对火灾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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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的设备进行计数，再将有关设备的计数信息发送给中央处理模块。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中央处理模块接收到设备计数单元发送的设备计数信息时，

再结合当前的风向、风速以及附近的储油罐和储气罐数目，分析出火势蔓延到方向和速度，

从而可分析哪些区域的设备可进行撤离，哪些区域的设备需要放弃，进而能够减少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

[0019] 较佳的，所述中央处理模块连接有报警模块，报警模块包括：检测单元，检测单元

包括设置于园区内的可燃气体探测器和有毒气体探测器，可燃气体探测器以及有毒气体探

测器能够实时检测园区内的有毒气体和可燃气体并将检测到的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输出；

比较单元，比较单元能够将接收到的有毒气体值和可燃气体值与预设值进行比较，当有毒

气体和可燃气体值大于预设值时，输出报警信号；报警单元，报警单元连接比较单元并响应

于比价单元输出的报警信号，当报警单元接收到比较单元输出的报警信号时，控制蜂鸣器

报警。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有毒气体探测器和可燃气体探测器能够实时检测火灾区域内

的可燃气体值和有毒气体值，当检测到的可燃气体值和有毒气体值大于预设值时，控制蜂

鸣器报警，蜂鸣器报警能够警示在该区域内的人员迅速撤离，从而可减少人员伤亡。

[0021] 较佳的，所述中央处理模块连接有指挥模块，指挥模块包括消防车位置检测单元，

消防车位置检测单元能够检测出当前园区内的所有消防车的位置信息，并将检测到的消防

车位置信息发送给中央处理模块；所述中央处理模块内存储有园区内的水源点位置信息，

中央处理模块能够将距离火灾现场距离最近的水源点的位置信息发送给显示模块。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消防车位置检测单元能够将园区内的所有消防车的位置信息

发送给中央处理模块，中央处理模块能够分析出距离火灾地点最近的消防车并将最近的消

防车的相关信息发送给显示模块，显示模块对最近消防车的相关信息进行显示；中央处理

模块能够分析出距离事故地点最近的水源点，并将距离事故点最近的水源位置信息发送给

显示模块，显示模块对最近水源点的相关信息进行显示，进而可指挥距离最近的消防车至

距离最近的水源点取水，以便能够及时扑灭火灾。

[0023] 综上所述，本发明相比于现有技术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通过在中央处理模块上连接有气象监测模块以及信息输入模块，气象监测模块能够

检测该时段的方向和风速，以及该时段的降雨量，信息输入模块能够将火灾附近区域内的

储油罐数目以及储气罐数目进行显示，中央处理模块能够根据风速的大小、风向以及该范

围内的储油罐和储气罐数目来分析该火灾蔓延的快慢以及火灾蔓延的主要风向，进而能够

尽快安排人员和设备撤离，从而能够减少人员的伤亡以及财产的损失；

2.通过在园区内设置有有毒气体探测器和可燃气体探测器，当检测到有毒气体值和可

燃气体值大于预设值时，控制蜂鸣器报警，能够提醒还在该区域内的人员迅速撤离；

3.通过在中央处理模块上连接有指挥模块，指挥模块能够检测出距离火灾电距离最近

的消防车以及水源点的位置，并指挥最近的消防车到最近的水源先取水，以便能够及时灭

火。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实施例的系统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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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是中央处理模块以及风力检测模块的模块图；

图3是中央处理模块以及信息输入模块的模块图；

图4是中央处理模块以及报警模块的模块图；

图5是中央处理模块以及指挥模块的模块图。

[0025] 附图标记：1、事故位置采集模块；11、摄像头；2、中央处理模块；21、控制台；3、显示

模块；31、显示屏；4、气象监测模块；41、风力检测单元；411、风速风向检测器；42、雨水检测

单元；421、雨量检测器；5、信息输入模块；511、储油罐计数单元；5111、键盘；512、储气罐计

数单元；513、设备计数单元；6、指挥模块；61、消防车位置检测模块；611、GPS定位器；7、报警

模块；71、检测单元；711、可燃气体检测器；712、有毒气体探测器；72、比较单元；721、比较

器；73、报警单元；731、蜂鸣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一种化工园区事故影响范围预估系统，参见图1，包括事故位置采集模块1、气象监

测模块4、信息输入模块5、指挥模块6、报警模块7、中央处理模块2以及显示模块3，事故位置

采集模块1、气象监测模块4、信息输入模块5、控制模块、报警模块7以及显示模块3均与中央

处理模块2相连。中央处理模块2设置为控制台21，事故位置采集模块1能够实时检测到事故

发生的位置信息，并将采集到的位置信息发送给中央处理模块2，气象监测模块4能够检测

事故发生时段的气象信息，并将检测到的气象信息发送给中央处理模块2，信息输入模块5

能够输入事故地点附近的危险源信息，并将输入的危险源信息传输给中央处理模块2，报警

模块7能够检测火灾现场是否有可燃气体以及有毒气体泄漏，若有泄漏，即可控制蜂鸣器

731发出蜂鸣报警警示人员迅速撤离，指挥模块6能够根据火灾现场来及时指挥附近的救

援，减小火势蔓延，显示模块3设置为显示屏31，显示屏31能够将发生火灾的位置信息、事故

信息以及气象检测模块监测到的气象信息等显示在显示屏31上。

[0027] 参见图1，事故位置采集模块1包括设置于工业园各个区内的摄像头11，摄像头11

能够实时拍摄工业园区内的图片，并将拍摄到的图片传输给中央处理模块2，中央处理模块

2能够对接收到的图片进行图像处理，并将处理后的图片信息发送给显示模块3，显示模块3

能够将处理后的图片在显示屏31上显示，方便人能够清楚的看到火灾现场的情况。

[0028] 参见图2，气象监测模块4包括风力检测单元41以及雨水检测单元42。风力检测单

元41包括风速风向检测器411，风速风向检测器411能够实时检测该时段内的风向以及风速

大小，并将检测到的风向以及风速大小传输给中央处理模块2，中央处理模块2根据风向可

分析出火势蔓延的方向，例如刮东南风，则火势向东南方蔓延的速度较慢，向西北方向蔓延

的较快，可及时通知位于火灾附近西北方向的人员迅速撤离；中央处理模块2在接收到风速

检测器发送的该时段风速时，可根据风速推算出火势蔓延的速度，从而能够及时采取相应

的措施。雨水检测单元42包括雨量检测器421，雨量检测其能够检测出该时段的降雨量，可

根据降雨量的大小来分析是否需要派出救援，还可根据降雨量的大小来分析火势的蔓延速

度，从而根据火势的蔓延速度采取相应的措施；根据风速、风向以及雨量来准确分析出当前

火势蔓延的方向，蔓延的速度，进而可推算出火灾事故影响的范围。

[0029] 参见图3，信息输入模块5包括储油罐计数单元511、储气罐计数单元512以及设备

计数单元513。储油罐计数单元511包括键盘5111，键盘5111与中央处理模块2连接，当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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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运输到哪个区以后，可通过从键盘5111手动输入储油罐的个数信息，键盘5111可将该区

的储油罐信息发送给中央处理模块2，中央处理模块2能够对该区的储油罐数目进行记录；

储气罐计数单元512设置为键盘5111，当储气罐运输到哪个区以后，可通过从键盘5111手动

输入储气罐的个数信息，键盘5111可将该区的储气罐数目信息发送给中央处理模块2，中央

处理模块2能够对该区的储气罐数目进行记录；设备计数单元513设置为键盘5111，当生产

设备运输到哪个区以后，可通过从键盘5111手动输入设备的个数信息，键盘5111可将该区

的设备信息发送给中央处理模块2，中央处理模块2能够对该区的储气罐数目进行记录。当

检测到该区发生火灾时，中央处理模块2能够将该区储油罐数目信息、储气罐数目信息以及

设备数目信息发送给中央处理模块2，中央处理模块2能够根据该区的储油罐以及储气罐的

数目能够分析出火势的大小，并根据风向、风速以及降雨量等共同分析出火灾区蔓延的速

度，再根据该区的设备分布，可计算出火灾带来的财产损失，另外，还可根据火势蔓延的方

向等，分析出哪些范围内的设备可进行撤离，哪些范围内的设备需要放弃。

[0030] 参见图4，报警模块7包括检测单元71、比较单元72以及报警单元73。检测单元71包

括设置于园区的各个区内的可燃气体探测器和有毒气体探测器712，可燃气体探测器和有

毒气体探测器712能够实时检测空气中的可燃气体值和有毒气体值，并将可燃气体值和有

毒气体值输出；比较单元72，比较单元72包括比较器721，比较器721连接检测单元71，并能

够将检测单元71输出的可燃气体值和有毒气体值与预设值进行比较，当可燃气体值和有毒

气体值大于预设值时，输出报警信号；报警单元73连接比较单元72并响应于报警单元73输

出的报警信号，报警单元73设置为蜂鸣器731，当蜂鸣器731接收到比较单元72输出的报警

信号时，控制蜂鸣器731报警。当蜂鸣器731报警时，则说明该区域有可燃气体或有毒气体的

泄露，可以警示在该区域的人员迅速撤离，从而可减少人员伤亡。

[0031] 参见图5，指挥模块6包括消防车位置检测单元71，消防车位置检测单元71包括设

置于消防车上的GPS定位器611，消防车位置检测单元71连接中央处理模块2，中央处理模块

2可根据消防车上的GPS定位器611追踪到园区内所有消防车所在的位置，并对追踪到的消

防车的位置信息进行分析，找出距离火灾现场距离最近的消防车，中央模块能够输出距离

火灾现场最近的消防车的负责人的相关信息，显示模块3能够对消防车的位置信息以及负

责人的相关信息进行显示；当显示屏31显示距离火灾地点最近的消防车的位置信息后，中

央处理模块2内存有园区内各个水源点的位置信息，当火灾事故的位置信息确定以后，中央

处理模块2能够将距离火灾现场最近的水源点信息发送给显示模块3，显示模块3能够对距

离火灾现场最近的水源点信息进行显示。最后可联系距离火灾现场最近的消防车去距离最

近的位置取水，从而能够迅速进行灭火。

[0032] 使用原理：当火灾发生时，可通过摄像头11拍摄的图片，来获取火灾发生的位置信

息，显示屏31能够将发生火灾现场的图片进行显示，再根据风速风向检测器输出的风向和

风速大小，以及雨量监测器输出的当前时间段的降雨量，来判断的火灾蔓延的方向以及火

灾蔓延的速度，从而可分析出事故影响范围。再根据消防车上的GPS定位器611来检测消防

车的位置，以及从中央处理模块2中输出距离火灾现场最近的水源点，显示模块3能够显示

消防车的位置信息以及消防车负责人的相关信息，即可通知与火灾现场距离最近消防车去

距离火灾现场最近的水源点取水，进而能够尽快采取灭火措施。

[0033]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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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说　明　书 6/6 页

9

CN 109781185 A

9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10

CN 109781185 A

10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5 页

11

CN 109781185 A

11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5 页

12

CN 109781185 A

12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5 页

13

CN 109781185 A

13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5/5 页

14

CN 109781185 A

14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RA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