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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

井盖监控系统，该系统包括一级系统、中转系统

和主控系统构成，所述一级系统是安装于井盖内

或者井盖底部的设备系统，用于监控检测井盖的

状态，以实时获取井盖信息；所述中转系统是安

装于事先划定的区域空地上或绿化带中，以承接

一级系统的数据并进行上传的设备系统，作承上

启下作用，同时对一级系统的数据进行预处理。

本发明中，通过设置一级、中转以及主控系统，将

覆盖面广，基数极大井盖的监控与监控的主控系

统连接，利用中转系统的中转处理整合功能，将

大基数的监控数据进行处理后再发送至主控系

统，不仅减少了主控系统的数据处理空间占用

率，同时数据读取识别应用更快，对井盖的监控

更具有实时性。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110597110 A

2019.12.20

CN
 1
10
59
71
10
 A



1.一种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井盖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监控系统包括一级系统

（1）、中转系统（2）和主控系统（3）构成，所述一级系统（1）是安装于井盖内或者井盖底部的

设备系统，用于监控检测井盖的状态，以实时获取井盖信息；所述中转系统（2）是安装于事

先划定的区域空地上或绿化带中，以承接一级系统的数据并进行上传的设备系统，同时也

是对一级系统的数据进行预处理，使主控系统直接获得可读取的数据；所述主控系统（3）是

安装于井盖监控管理中心的设备系统，是整个监控系统的最末端也是数据信息处理最完善

端口，用于展示监控信息，供管理人员查看以及管理。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井盖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一

级系统（1）包括单片机模块（10）、无线通信模块（11）、破损检测模块（13）和电源模块（14）构

成。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井盖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一

级系统（1）还包括加速度传感器（12），加速度传感器（12）安装与井盖内或井盖底部的设备

内，用以检测井盖的动静态信息。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井盖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一

级系统（1）还包括休眠模块（15），休眠模块（15）用于将一定时间未产生数据量的模块以及

程序转为低功耗的休眠状态，以降低一级系统的整体工作电力消耗，延长单次使用时长。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井盖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中

转系统（2）包括通信收发模块（20）、数据处理模块（21）和网络模块（22）构成。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井盖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中

转系统（2）还包括储存模块（23），储存模块（23）用以储存接收到的一级系统传输的井盖状

态数据，备份数据并提供维护数据支持。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井盖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主

控系统（3）包括CPU模块（30）、网络通信模块（31）、显示模块（32）、数据库（34）和人机交互模

块（35）构成。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井盖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主

控系统（3）还包括报警模块（33），报警模块（33）用于对异常的转态数据信息进行报警提示，

以提醒管理人员及时发现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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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井盖监控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监控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井盖监控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井盖作为城市正常运转所必不可少的一个零件，也存在着相当的经济价值，由于

井盖工作的特殊性质，限定了制作井盖的材质必须是硬度比较高的耐热耐寒的金属材质，

这样的井盖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井盖设施的设置是可移动的，这样就给不法分子以可乘

之机，大量的盗取井盖，城市街道上的井盖移位或丢失不仅给市政管理和权属单位带来了

极大的困扰，更给市民的出行带来了不便和安全隐患。市面上使用的少量具有简单机械防

盗功能的井盖，因较容易被识破，防盗效果并不好；一些电磁井盖设计上存在问题，譬如利

用电磁线圈吸合容易出现弹簧生锈老化等问题，因此我们提出一种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

井盖监控系统。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对井盖保护监控难的问题，提供一种基于

物联网技术的智能井盖监控系统。

[0004]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井盖监控系统，该监控系统包括一级系统、中转系统和主

控系统构成，所述一级系统是安装于井盖内或者井盖底部的设备系统，用于监控检测井盖

的状态，以实时获取井盖信息；所述中转系统是安装于事先划定的区域空地上或绿化带中，

以承接一级系统的数据并进行上传的设备系统，作承上启下作用，同时也是对一级系统的

数据进行预处理，使主控系统直接获得可读取的数据，减轻主控系统的运行负担；所述主控

系统是安装于井盖监控管理中心的设备系统，是整个监控系统的最末端也是数据信息处理

最完善端口，用于展示监控信息，方便管理人员查看以及管理。

[0005] 其中，所述一级系统包括单片机模块、无线通信模块、破损检测模块和电源模块构

成，所述单片机模块即安装于井盖内或井盖底部的设备内统筹一级系统运行的芯片模块；

所述无线通信模块与单片机模块相连，用以将井盖的实时状态信息进行无线传输至中转系

统，无线通信模块采用低功耗的近程通信技术；所述破损检测模块即安装于井盖内或井盖

底部用于检测井盖是否断裂破损，在应用时，破损检测模块推荐使用导线固定在井盖两端，

利用导线的断裂断开电路进行检测；所述电源模块用于向单片机模块、无线通信模块、加速

度传感器和破损检测模块提供运行工作所需的电力，电源模块使用可充电电源。

[0006] 其中，所述一级系统还包括加速度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安装与井盖内或井盖底

部的设备内，用以检测井盖的动静态信息，避免井盖被盗。

[0007] 其中，所述一级系统还包括休眠模块，休眠模块用于将一定时间未产生数据量的

模块以及程序转为低功耗的休眠状态，以降低一级系统的整体工作电力消耗，延长单次使

用时长。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10597110 A

3



[0008] 其中，所述中转系统包括通信收发模块、数据处理模块和网络模块构成，所述通信

收发模块用于接收一级系统传输的井盖状态数据信息，同时将主控系统的指令下发至一级

系统；所述数据处理模块使用制作好的处理模型和模板对接收到的井盖状态数据信息进行

处理，进行整合、归纳并压缩，以方便主控系统直接读取；所述网络模块即利用现有的GPRS

网络通信技术将中转系统与主控系统进行桥接。

[0009] 其中，所述中转系统还包括储存模块，储存模块用以储存接收到的一级系统传输

的井盖状态数据，避免数据丢失以及提供维护数据支持。

[0010] 其中，所述主控系统包括CPU模块、网络通信模块、显示模块、数据库和人机交互模

块构成，所述CPU模块即现有CPU芯片，为主控系统的处理控制核心；所述网络通信模块使用

现有有线网络和GPRS无线网络，用以接收中转系统的数据上传，同时与互联网相连接；所述

显示模块即用于显示接收到的井盖状态信息，方便进行查看，为显示器；所述数据库即储存

所有井盖位置、数据以及中转系统和一级系统信息，用以提供主控系统的运行数据支持；所

述人机交互模块即用于管理人员进行控制管理操作的设备模块，包括键盘以及鼠标。

[0011] 其中，所述主控系统还包括报警模块，报警模块用于对异常的转态数据信息进行

报警提示，以提醒管理人员及时发现并处理。

[0012] 综上所述，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本发明中，通过设置一级、中转以及主控系统，将覆盖面广，基数极大井盖的监控与

监控的主控系统连接，利用中转系统的中转处理整合功能，将大基数的监控数据进行处理

后再发送至主控系统，不仅减少了主控系统的数据处理空间占用率，同时数据读取识别应

用更快，对井盖的监控更具有实时性。

[0013] 2、本发明中，通过在井盖上设置加速度传感器和破损检测模块，加速度传感器在

井盖产生运动时输出加速度信号，以此来识别井盖是否处于原位，是否被盗，而破损检测模

块则检测井盖是否完整，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处理，从而实现了对井盖的监控，有效及时

发现井盖被盗以及破损，从而及时安排维修施工人员处理，保证行人车辆安全。

[0014] 3、本发明中，将主控系统与互联网连接，同时结合接收的井盖状态数据信息以及

互联网上的道路、天气等相关信息，架构物联网的井盖监控系统，从而可以更加全面、直观、

预测了解井盖的状态以及后续存在问题，使得管理更加科学化。

[0015] 4、本发明中，在一级系统中设置休眠模块，对设定时间内未产生数据量的模块和

程序转为低功耗的休眠模式，以降低整体的功耗，搭配低功耗的近程无线通信，进一步降低

电源模块的电力消耗，延长单次充电使用时长。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系统模块化框图；

图2为本发明中一级系统的系统模块化框图；

图3为本发明中中转系统的系统模块化框图；

图4为本发明中主控系统的系统模块化框图。

[0017] 图中标记：1、一级系统；2、中转系统；3、主控系统；10、单片机模块；11、无线通信模

块；12、加速度传感器；13、破碎检测模块；14、电源模块；15、休眠模块；20、通信收发模块；

21、数据处理模块；22、网络模块；23、储存模块；30、CPU模块；31、网络通信模块；32、显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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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33、报警模块；34、数据库；35、人机交互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

用于限定本发明。

[0019] 实施例一，请参阅图1～4，一种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井盖监控系统，该监控系统

包括一级系统1、中转系统2和主控系统3构成，所述一级系统1是安装于井盖内或者井盖底

部的设备系统，用于监控检测井盖的状态，以实时获取井盖信息；所述中转系统2是安装于

事先划定的区域空地上或绿化带中，以承接一级系统的数据并进行上传的设备系统，作承

上启下作用，同时也是对一级系统的数据进行预处理，使主控系统直接获得可读取的数据，

减轻主控系统的运行负担；所述主控系统3是安装于井盖监控管理中心的设备系统，是整个

监控系统的最末端也是数据信息处理最完善端口，用于展示监控信息，方便管理人员查看

以及管理；

所述一级系统1包括单片机模块10、无线通信模块11、加速度传感器12、破损检测模块

13和电源模块14构成，所述单片机模块10即安装于井盖内或井盖底部的设备内统筹一级系

统运行的芯片模块；所述无线通信模块11与单片机模块相连，用以将井盖的实时状态信息

进行无线传输至中转系统，无线通信模块采用低功耗的近程通信技术；所述加速度传感器

12安装与井盖内或井盖底部的设备内，用以检测井盖的动静态信息，避免井盖被盗；所述破

损检测模块13即安装于井盖内或井盖底部用于检测井盖是否断裂破损，在应用时，破损检

测模块推荐使用导线固定在井盖两端，利用导线的断裂断开电路进行检测；所述电源模块

14用于向单片机模块、无线通信模块、加速度传感器和破损检测模块提供运行工作所需的

电力，电源模块使用可充电电源；

所述中转系统2包括通信收发模块20、数据处理模块21和网络模块22，所述通信收发模

块20用于接收一级系统传输的井盖状态数据信息，同时将主控系统的指令下发至一级系

统；所述数据处理模块21使用制作好的处理模型和模板对接收到的井盖状态数据信息进行

处理，进行整合、归纳并压缩，以方便主控系统直接读取；所述网络模块22即利用现有的

GPRS网络通信技术将中转系统与主控系统进行桥接；

所述主控系统3包括CPU模块30、网络通信模块31、显示模块32、报警模块33、数据库34

和人机交互模块35构成，所述CPU模块30即现有CPU芯片，为主控系统的处理控制核心；所述

网络通信模块31使用现有有线网络和GPRS无线网络，用以接收中转系统的数据上传，同时

与互联网相连接；所述显示模块32即用于显示接收到的井盖状态信息，方便进行查看，为显

示器；所述报警模块33用于对异常的转态数据信息进行报警提示，以提醒管理人员及时发

现并处理；所述数据库34即储存所有井盖位置、数据以及中转系统和一级系统信息，用以提

供主控系统的运行数据支持；所述人机交互模块35即用于管理人员进行控制管理操作的设

备模块，包括键盘以及鼠标。

[0020] 实施例二，请参阅图1～4，一种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井盖监控系统，该监控系统

包括一级系统1、中转系统2和主控系统3构成，所述一级系统1是安装于井盖内或者井盖底

部的设备系统，用于监控检测井盖的状态，以实时获取井盖信息；所述中转系统2是安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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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划定的区域空地上或绿化带中，以承接一级系统的数据并进行上传的设备系统，作承

上启下作用，同时也是对一级系统的数据进行预处理，使主控系统直接获得可读取的数据，

减轻主控系统的运行负担；所述主控系统3是安装于井盖监控管理中心的设备系统，是整个

监控系统的最末端也是数据信息处理最完善端口，用于展示监控信息，方便管理人员查看

以及管理；

所述一级系统1包括单片机模块10、无线通信模块11、加速度传感器12、破损检测模块

13、电源模块14和休眠模块15构成，所述单片机模块10即安装于井盖内或井盖底部的设备

内统筹一级系统运行的芯片模块；所述无线通信模块11与单片机模块相连，用以将井盖的

实时状态信息进行无线传输至中转系统，无线通信模块采用低功耗的近程通信技术；所述

加速度传感器12安装与井盖内或井盖底部的设备内，用以检测井盖的动静态信息，避免井

盖被盗；所述破损检测模块13即安装于井盖内或井盖底部用于检测井盖是否断裂破损，在

应用时，破损检测模块推荐使用导线固定在井盖两端，利用导线的断裂断开电路进行检测；

所述电源模块14用于向单片机模块、无线通信模块、加速度传感器和破损检测模块提供运

行工作所需的电力，电源模块使用可充电电源；所述休眠模块15用于将一定时间未产生数

据量的模块以及程序转为低功耗的休眠状态，以降低一级系统的整体工作电力消耗，延长

单次使用时长；

所述中转系统2包括通信收发模块20、数据处理模块21、网络模块22和储存模块23构

成，所述通信收发模块20用于接收一级系统传输的井盖状态数据信息，同时将主控系统的

指令下发至一级系统；所述数据处理模块21使用制作好的处理模型和模板对接收到的井盖

状态数据信息进行处理，进行整合、归纳并压缩，以方便主控系统直接读取；所述网络模块

22即利用现有的GPRS网络通信技术将中转系统与主控系统进行桥接；所述储存模块23用以

储存接收到的一级系统传输的井盖状态数据，避免数据丢失以及提供维护数据支持；

所述主控系统3包括CPU模块30、网络通信模块31、显示模块32、报警模块33、数据库34

和人机交互模块35构成，所述CPU模块30即现有CPU芯片，为主控系统的处理控制核心；所述

网络通信模块31使用现有有线网络和GPRS无线网络，用以接收中转系统的数据上传，同时

与互联网相连接；所述显示模块32即用于显示接收到的井盖状态信息，方便进行查看，为显

示器；所述报警模块33用于对异常的转态数据信息进行报警提示，以提醒管理人员及时发

现并处理；所述数据库34即储存所有井盖位置、数据以及中转系统和一级系统信息，用以提

供主控系统的运行数据支持；所述人机交互模块35即用于管理人员进行控制管理操作的设

备模块，包括键盘以及鼠标。

[002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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