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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人员密集场所智慧应急

管理系统，涉及到应急管理领域，包括预警单元

和处理单元，所述预警单元包括中央处理模块、

视频处理模块、预警处理模块、采集和分析模块、

交通信息采集模块和预案储存模块，所述处理单

元包括应急方案管理模块、应急资源管理模块以

及应急通讯模块本发明通过全景摄像机和细节

摄像机的配合，实现了对密集场所的基于视频监

控的智能、合理的管理控制，通过对交通信息的

利用、对交通信号的控制、对各项资源的调配，实

现对人员、车辆及线路疏散过程的管控，及时疏

散人员及车辆，本发明准确性高，用户短信送达

率不低于90％，使绝大部分用户都能收到安全提

示信息，能够针对实时发送的情况进行及时推送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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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人员密集场所智慧应急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预警单元和处理单元，所述

预警单元包括中央处理模块、视频处理模块、预警处理模块、采集和分析模块、交通信息采

集模块和预案储存模块，所述处理单元包括应急方案管理模块、应急资源管理模块以及应

急通讯模块；

其中，所述中央处理模块与视频处理模块连接，视频处理模块与若干个摄像机相连，用

以监控密集场所，并将监控信息发送到中心处理模块；

所述预警处理模块包括播报模块、信息广播模块和人员疏散模块；

所述采集和分析模块包括红外采集模块、人员密度分析模块；

所述预案储存模块用于储存并调取基于事件类型的历史应急事件；

所述应急方案管理模块存储针对不同应急事件信息的处置方案；

所述应急资源管理模块存储有应急物资装备、应急救援队伍、避护场所、应急知识库、

法律法规、事件案例、保护对象以及医疗单位的信息；

所述应急通讯模块向有关部门发送预警信息，提高响应速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员密集场所智慧应急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摄像

机全景摄像机和细节摄像机，用于对图像进行预处理，通过三帧差法提取运动目标，利用基

于底层特征的方法计算不同区域的人群密度。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人员密集场所智慧应急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交通

信息采集模块接入交通流信息，实时获取场馆疏散时周围道路的车流量状态及其变化情

况；根据周围道路的车流量状态及其变化情况，通过道路的大、中、小车流的转换时间与预

设的时间对比，评估车辆疏散是否正常。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人员密集场所智慧应急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应急

方案管理模块的处理方案包括应急总体预案、专项预案、部门预案、现场预案，根据不同的

应急事件信息，从预案储存模块中提取相应的处置方案。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人员密集场所智慧应急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播报

模块通过现场的广播设备对不同区域进行预警播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人员密集场所智慧应急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信息

广播模块通过对广播区域进行计算，并锁定对应的通讯设备，然后所述通讯设备根据要求

向广播区域内的用户进行广播，以对用于进行通知和发送安全警示。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人员密集场所智慧应急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人员

疏散模块根据人员密集的程度将密集场所分为三级包围圈；对三级包围圈分别配置疏散方

案，实现对车辆及线路的管控，用以对一级包围圈的车流进行快速疏散，对二级包围圈进行

信号优化，对三级包围圈的车流进行流入控制。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人员密集场所智慧应急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红外

采集模块通过红外传感器检测进入区域内的人流量，人员密度分析模块通过红外采集模块

和视频处理模块对不同区域的人员密度进行分析并将数据传输给中央处理模块。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人员密集场所智慧应急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采集

和分析模块判断分析得到的人群密度是否超过预警值1人/平方米，当ρ＞1人/平方米时，则

认为此时处在人群密集状态，需要立刻采取疏散预警措施，并通过中央处理模块启动预警

处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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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员密集场所智慧应急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采

集和分析模块还可以通过手机信号的定位，统计区域内手机的数量，从而建立人员数据密

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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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人员密集场所智慧应急管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应急管理领域，特别涉及一种人员密集场所智慧应急管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内文体旅游行业逐渐迈入成熟阶段，随着人们对娱乐、文化的需求增加，在

室外有越来越多的活动举行，譬如马拉松比赛、演唱会、美食节等等。文化场馆、体育场馆、

文体非固定区域与景点的综合集成安全监管趋势凸显相关部门的技术渴求，每日用户数分

布、客流来源、交通情况、客流情况、用户行为分析等维度的区域分析，可以带来更多互动

式、创新化的群众安全服务，由于这些场所人员地方相对集中，娱乐、文体活动场所的人员

高度聚集，对景区、大型文体活动场地的安全管理造成很大压力，隐藏很大的安全隐患，对

于大众的安全保护就显得日益重要。

[0003] 目前在景区、大型活动人员聚集场所、群体性活动、演唱会、马拉松等人流密集区

域，很多地区政府部门尚未有很好的、较精确的人流量监控手段，也未能及时、准确地提供

安全警示信息，单纯靠树立的广告牌和流动播放视频来提醒人们注意安全，这种措施是远

远不够的。因此，发明一种人员密集场所智慧应急管理系统来解决上述问题很有必要。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人员密集场所智慧应急管理系统，以解决上述背景技

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人员密集场所智慧应急管理系

统，包括预警单元和处理单元，所述预警单元包括中央处理模块、视频处理模块、预警处理

模块、采集和分析模块、交通信息采集模块和预案储存模块，所述处理单元包括应急方案管

理模块、应急资源管理模块以及应急通讯模块；

[0006] 其中，所述中央处理模块与视频处理模块连接，视频处理模块与若干个摄像机相

连，用以监控密集场所，并将监控信息发送到中心处理模块；

[0007] 所述预警处理模块包括播报模块、信息广播模块和人员疏散模块；

[0008] 所述采集和分析模块包括红外采集模块、人员密度分析模块；

[0009] 所述预案储存模块用于储存并调取基于事件类型的历史应急事件；

[0010] 所述应急方案管理模块存储针对不同应急事件信息的处置方案；

[0011] 所述应急资源管理模块存储有应急物资装备、应急救援队伍、避护场所、应急知识

库、法律法规、事件案例、保护对象以及医疗单位的信息；

[0012] 所述应急通讯模块向有关部门发送预警信息，提高响应速率。

[0013] 优选的，所述摄像机全景摄像机和细节摄像机，用于对图像进行预处理，通过三帧

差法提取运动目标，利用基于底层特征的方法计算不同区域的人群密度。

[0014] 优选的，所述交通信息采集模块接入交通流信息，实时获取场馆疏散时周围道路

的车流量状态及其变化情况；根据周围道路的车流量状态及其变化情况，通过道路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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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车流的转换时间与预设的时间对比，评估车辆疏散是否正常。

[0015] 优选的，所述应急方案管理模块的处理方案包括应急总体预案、专项预案、部门预

案、现场预案，根据不同的应急事件信息，从预案储存模块中提取相应的处置方案。

[0016] 优选的，所述播报模块通过现场的广播设备对不同区域进行预警播报。

[0017] 优选的，所述信息广播模块通过对广播区域进行计算，并锁定对应的通讯设备，然

后所述通讯设备根据要求向广播区域内的用户进行广播，以对用于进行通知和发送安全警

示。

[0018] 优选的，所述人员疏散模块根据人员密集的程度将密集场所分为三级包围圈；对

三级包围圈分别配置疏散方案，实现对车辆及线路的管控，用以对一级包围圈的车流进行

快速疏散，对二级包围圈进行信号优化，对三级包围圈的车流进行流入控制。

[0019] 优选的，所述红外采集模块通过红外传感器检测进入区域内的人流量，人员密度

分析模块通过红外采集模块和视频处理模块对不同区域的人员密度进行分析并将数据传

输给中央处理模块。

[0020] 优选的，所述采集和分析模块判断分析得到的人群密度是否超过预警值1人/平方

米，当ρ＞1人/平方米时，则认为此时处在人群密集状态，需要立刻采取疏散预警措施，并通

过中央处理模块启动预警处理模块。

[0021] 所述采集和分析模块还可以通过手机信号的定位，统计区域内手机的数量，从而

建立人员数据密度分布图。

[0022] 本发明的技术效果和优点：

[0023] 1、本发明通过全景摄像机和细节摄像机的配合，实现了对密集场所的基于视频监

控的智能、合理的管理控制，通过对交通信息的利用、对交通信号的控制、对各项资源的调

配，实现对人员、车辆及线路疏散过程的管控，及时疏散人员及车辆；

[0024] 2、本发明准确性高，用户短信送达率不低于90％，使绝大部分用户都能收到安全

提示信息，及时可靠，短信发送情况能实时或定时更新，能够针对实时发送的情况进行及时

推送信息；

[0025] 3、本发明通过利用现有的图像处理技术，对采集到的大型公共场所的图像信息中

的人群密度情况进行实时检测判断，根据分析结果控制预警系统，有效提高应急处理人员

的响应速率，保障了大型公共场所的人员安全，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0026] 4、本发明通过预警单元和处理单元进行数据交换、信息传达，使得应急管理人员

能通过此系统进行快速调度部署，可极大地方便应急管理人员及时、快速地处置突发事件，

记录接报过程，回溯处置历史，预判事件发生条件，提前做好预防准备。可最大程度地减少

突发事件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极大地提升民众满意度。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处理单元结构的示意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预警单元结构的示意图。

[0029] 图3为本发明预警处理模块结构的示意图。

[0030] 图4为本发明采集和分析模块结构的示意图。

[0031] 图5为本发明系统连接结构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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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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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3] 本发明提供了如图1‑5所示的一种人员密集场所智慧应急管理系统，包括预警单

元和处理单元，所述预警单元包括中央处理模块、视频处理模块、预警处理模块、采集和分

析模块、交通信息采集模块和预案储存模块，所述处理单元包括应急方案管理模块、应急资

源管理模块以及应急通讯模块；

[0034] 其中，所述中央处理模块与视频处理模块连接，视频处理模块与若干个摄像机相

连，用以监控密集场所，并将监控信息发送到中心处理模块；

[0035] 所述预警处理模块包括播报模块、信息广播模块和人员疏散模块；

[0036] 所述采集和分析模块包括红外采集模块、人员密度分析模块；

[0037] 所述应急方案管理模块的处理方案包括应急总体预案、专项预案、部门预案、现场

预案，根据不同的应急事件信息，从预案储存模块中提取相应的处置方案；

[0038] 所述预案储存模块用于储存并调取基于事件类型的历史应急事件；

[0039] 所述应急方案管理模块存储针对不同应急事件信息的处置方案；

[0040] 所述应急资源管理模块存储有应急物资装备、应急救援队伍、避护场所、应急知识

库、法律法规、事件案例、保护对象以及医疗单位的信息；

[0041] 所述应急通讯模块向有关部门发送预警信息，提高响应速率。

[0042] 具体的，所述摄像机全景摄像机和细节摄像机，用于对图像进行预处理，通过三帧

差法提取运动目标，利用基于底层特征的方法计算不同区域的人群密度，所述交通信息采

集模块接入交通流信息，实时获取场馆疏散时周围道路的车流量状态及其变化情况；根据

周围道路的车流量状态及其变化情况，通过道路的大、中、小车流的转换时间与预设的时间

对比，评估车辆疏散是否正常。

[0043] 所述播报模块通过现场的广播设备对不同区域进行预警播报，所述信息广播模块

通过对广播区域进行计算，并锁定对应的通讯设备，然后所述通讯设备根据要求向广播区

域内的用户进行广播，以对用于进行通知和发送安全警示，所述人员疏散模块根据人员密

集的程度将密集场所分为三级包围圈；对三级包围圈分别配置疏散方案，实现对车辆及线

路的管控，用以对一级包围圈的车流进行快速疏散，对二级包围圈进行信号优化，对三级包

围圈的车流进行流入控制。

[0044] 所述红外采集模块通过红外传感器检测进入区域内的人流量，人员密度分析模块

通过红外采集模块和视频处理模块对不同区域的人员密度进行分析并将数据传输给中央

处理模块。

[0045] 更为具体的，所述采集和分析模块判断分析得到的人群密度是否超过预警值1人/

平方米，当ρ＞1人/平方米时，则认为此时处在人群密集状态，需要立刻采取疏散预警措施，

并通过中央处理模块启动预警处理模块，所述采集和分析模块还可以通过手机信号的定

位，统计区域内手机的数量，从而建立人员数据密度分布图。

[0046] 本发明通过全景摄像机和细节摄像机的配合，实现了对密集场所的基于视频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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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能、合理的管理控制，通过对交通信息的利用、对交通信号的控制、对各项资源的调配，

实现对人员、车辆及线路疏散过程的管控，及时疏散人员及车辆，利用现有的图像处理技

术，对采集到的大型公共场所的图像信息中的人群密度情况进行实时检测判断，根据分析

结果控制预警系统，有效提高应急处理人员的响应速率，保障了大型公共场所的人员安全，

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通过预警单元和处理单元进行数据交换、信息传达，使得应急管理人

员能通过此系统进行快速调度部署，可极大地方便应急管理人员及时、快速地处置突发事

件，记录接报过程，回溯处置历史，预判事件发生条件，提前做好预防准备。可最大程度地减

少突发事件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极大地提升民众满意度。

[0047]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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