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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方法及存储
地质灾害防治全流程管理系统、
介质
(57)摘要
本申请涉及一种地质灾害防治全流程管理
系统、方法及存储介质，
包括:隐患点添加单元，
用于获取新增隐患点信息并进行存储；
隐患点处
理单元，用于确定隐患点处理方案；
隐患点处理
结果确定单元，用于确定隐患点处理结果；
隐患
点管理单元，
用于根据隐患点处理结果核销或再
录入隐患点信息；
隐患点监测预警单元，用于获
取隐患点监测信息并生成预警；
维护管养单元，
用于获取并存储已处理完成的隐患点的维护数
据。解决了无法对地质灾害易发点进行有序治理
的问题，
本申请具有较为有序的治理地质灾害易
发点的效果。

说明书8页

附图2页

CN 111950993 A

权

利

要

求

书

1/3 页

1 .一种地质灾害防治全流程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包括:
隐患点添加单元(1)，
用于获取新增隐患点信息并进行存储；
隐患点处理单元(2)，
用于确定隐患点处理方案；
隐患点处理结果确定单元(3)，
用于确定隐患点处理结果；
隐患点管理单元(4)，
用于根据隐患点处理结果核销或再录入隐患点信息；
隐患点监测预警单元(5)，
用于获取隐患点监测信息并生成预警；
维护管养单元(6)，
用于获取并存储已处理完成的隐患点的维护数据。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质灾害防治全流程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隐患点添加
单元(1)包括：
隐患点新增模块(11)，
用于添加隐患点信息；
隐患点判定模块(12)，
用于确定是否添加当前隐患点信息；
隐患点录入模块(13)，
用于进行隐患点信息的存储记录。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地质灾害防治全流程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隐患点新增
模块(11)包括：
隐患点类型确定子模块(111)，
用于获取隐患点类型信息；
隐患点位置确定子模块(112)，
用于获取隐患点位置定位信息；
隐患点参数确定子模块(113)，
用于获取隐患点参数信息；
隐患点损失确定子模块(114) ，
用于根据隐患点类型信息、
隐患点位置定位信息和隐患
点参数信息确定隐患点的威胁范围，
并根据威胁范围内存在的不动产和人员信息确定隐患
点的潜在威胁信息；
隐患点级别确定子模块，
用于根据潜在威胁信息确定隐患点的隐患等级和危险等级。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质灾害防治全流程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隐患点处理
单元(2)包括：
隐患点治理模块(21)，
用于确定治理工程方案；
威胁对象消除模块(22)，
用于确定威胁对象消除方案；
隐患点消除模块(23)，
用于确定隐患点消除方案。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地质灾害防治全流程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隐患点治理
模块(21)包括：
防治方案编辑子模块(211)，
用于编辑防治方案内容；
隐患点关联子模块(212)，
用于将防治方案内容与隐患点进行关联。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质灾害防治全流程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隐患点处理
结果确定单元(3)包括：
防治方案验收模块(31)，
用于判定防治方案是否符合验收条件；
威胁对象消除确认模块(32)，
用于判定威胁对象是否消失；
隐患点消除确认模块(33)，
用于判定隐患点是否消除。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质灾害防治全流程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隐患点管理
单元(4)包括：
隐患点核销模块(41)，
用于核销处理完成的隐患点信息；
隐患点再录入模块(42)，
用于添加威胁对象再生成后的隐患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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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质灾害防治全流程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隐患点监测
预警单元(5)包括：
专业巡查模块(51)，
用于获取专业巡查信息并进行记录；
专业监测模块(52)，
用于获取专业监测信息并进行记录；
自动监测模块(53)，
用于获取自动监测信息并进行记录；
群测群防模块(54)，
用于获取上报信息并进行记录；
险情预警模块(55)，
用于根据记录信息确定是否生成临时抢险方案并记录。
9 .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地质灾害防治全流程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专业巡查模
块(51)包括：
巡查路径获取子模块(511)，
用于获取巡查路径信息；
巡查位置获取子模块(512)，
用于获取巡查点位置信息；
巡查照片获取子模块(513) ，用于获取巡查过程中拍摄的图像信息并在图像信息中添
加巡查核验信息；
巡查信息记录子模块(514) ，用于接收巡查路径信息、巡查点位置信息、
图像信息以及
巡查核验信息并进行记录存储。
10 .一种地质灾害防治全流程管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
获取新增隐患点信息并进行记录存储；
根据隐患点信息确定处理方案；
确定隐患点处理结果并进行隐患点信息核销或再录入；
对暂未处理的隐患点进行监测并根据监测获取的监测信息确定是否进行预警
对处理完成的隐患点的维护数据进行获取并存储。
11 .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地质灾害防治全流程管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获取新增
隐患点信息的具体方法包括：
获取隐患点类型信息；
获取隐患点位置定位信息；
获取隐患点参数信息；
根据隐患点类型信息、
隐患点位置定位信息和隐患点参数信息确定隐患点的威胁范
围，
并根据威胁范围内存在的不动产和人员信息确定隐患点的潜在威胁信息；
通过潜在威胁信息确定隐患点的隐患等级和危险等级；
判定当前隐患点是否会造成损失；
若不会，
则不将该隐患点定义为新增隐患点；
若会，
则将该隐患点定义为新增隐患点。
12 .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地质灾害防治全流程管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对暂未处
理的隐患点进行监测的具体方法包括：
根据隐患点信息进行隐患点专业巡查并获取巡查信息；
根据隐患点信息进行隐患点专业监测并获取人工监测信息；
根据隐患点信息进行隐患点自动监测并获取自动监测信息；
根据隐患点信息进行隐患点群众巡查并获取群测群防信息。
13 .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地质灾害防治全流程管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进行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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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专业巡查的具体方法包括：
判定当前巡查点位置信息是否与隐患点信息中的位置点信息相同；
若相同，
则可进行外界图像信息的获取，
并在图像信息中添加巡查核验信息；
若不相同，
则无法进行外界图像信息的获取。
14 .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其特征在于，
存储有能够被处理器加载并执行如权利要
求10至13中任一种地质灾害防治全流程管理方法的计算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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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防治全流程管理系统、方法及存储介质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地质灾害防治管理的技术领域，
尤其是涉及一种地质灾害防治全流程
管理系统、
方法及存储介质。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
地质灾害是指在自然或者人为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
对人类生命财产造成
的损失、
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地质作用或地质现象。
[0003]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深圳市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对地质灾害防
治管理均有明确的要求和规定，
但地质灾害防治管理是分层级、
分区域、
分职能进行，
不同
层级间有不同的管理模式、不同区域有不同的管理部门或单位、不同的职能单位又有不同
的执行条件。
[0004] 针对上述中的相关技术，
申请人认为存在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呈现出碎片化管理模
式，
无法对地质灾害易发点进行有序治理的缺陷。
发明内容
[0005] 本申请目的一是提供地质灾害防治全流程管理系统，
具有较为有序的治理地质灾
害易发点的特点。
[0006] 本申请的上述申请目的一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地质灾害防治全流程管理系统，
包括:
隐患点添加单元，
用于获取新增隐患点信息并进行存储；
隐患点处理单元，
用于确定隐患点处理方案；
隐患点处理结果确定单元，
用于确定隐患点处理结果；
隐患点管理单元，
用于根据隐患点处理结果核销或再录入隐患点信息；
隐患点监测预警单元，
用于获取隐患点监测信息并生成预警；
维护管养单元，
用于获取并存储已处理完成的隐患点的维护数据。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隐患点添加单元添加新增隐患点信息，
隐患点处理单元
确定隐患点的处理方案，
隐患点处理结果确定单元确定隐患点的处理方案，
隐患点管理单
元根据隐患点的处理结果核销隐患点或者进行隐患点的再录入，
隐患点监测预警单元获取
隐患点的监测信息并根据监测信息生成预警，
维护管养单元存储处理完成的隐患点的维护
数据，
从而实现隐患点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减少由于管理不到位而使隐患点发灾，
对隐患点
能够实现较为有序的防治。
[0008] 本申请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
所述隐患点添加单元包括：
隐患点新增模块，
用于添加隐患点信息；
隐患点判定模块，
用于确定是否添加当前隐患点信息；
隐患点录入模块，
用于进行隐患点信息的存储记录。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隐患点新增模块添加隐患点信息，
隐患点判定模块对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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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隐患点信息进行判定，
并确定是否进行当前隐患点信息的添加，
添加后的隐患点信息通
过隐患点录入模块进行隐患点信息的存储，
从而使得最后录入存储的隐患点信息符合要
求，
以免一些非地质灾害隐患点的信息被录入，
影响防治方案的确定。
[0010] 本申请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
所述隐患点新增模块包括：
隐患点类型确定子模块，
用于获取隐患点类型信息；
隐患点位置确定子模块，
用于获取隐患点位置定位信息；
隐患点参数确定子模块，
用于获取隐患点参数信息；
隐患点损失确定子模块，用于根据隐患点类型信息、
隐患点位置定位信息和隐患点参
数信息确定隐患点的威胁范围，
并根据威胁范围内存在的不动产和人员信息确定隐患点的
潜在威胁信息；
隐患点级别确定子模块，
用于根据潜在威胁信息确定隐患点的隐患等级和危险等级。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隐患点损失确定子模块根据隐患点类型信息、
隐患点位
置定位信息和隐患点参数信息确定威胁范围，
然后再通过不动产和人员信息确定隐患点的
潜在威胁信息，
通过潜在威胁信息进一步确定隐患点的隐患等级和危险等级，
为明确隐患
点提供真实有效的基础数据依据。
[0012] 本申请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
所述隐患点处理单元包括：
隐患点治理模块，
用于确定治理工程方案；
威胁对象消除模块，
用于确定威胁对象消除方案；
隐患点消除模块，
用于确定隐患点消除方案。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隐患点治理模块根据隐患点确定治理工程方案，
从而便
于后期对隐患点进行治理，
威胁对象消除模块确定威胁对象的消除方案，
从而便于后期对
隐患点威胁的对象进行消除，
隐患点消除模块确定隐患点消除方案，
从而便于后期对隐患
点进行消除，
根据不同的隐患点建立不同的方案，
便于对隐患点进行治理或消除。
[0014] 本申请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
所述隐患点治理模块包括：
防治方案编辑子模块，
用于编辑防治方案内容；
隐患点关联子模块，
用于将防治方案内容与隐患点进行关联。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防治方案编辑子模块进行防治方案内容的编辑，
隐患点
关联子模块将防治方案与隐患点进行关联，
明确纳入防治方案的隐患点信息，
便于后期对
已纳入治理计划的隐患点进行治理。
[0016] 本申请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
所述隐患点处理结果确定单元包括：
防治方案验收模块，
用于判定防治方案是否符合验收条件；
威胁对象消除确认模块，
用于判定威胁对象是否消失；
隐患点消除确认模块，
用于判定隐患点是否消除。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防治方案验收模块判定防治方案是否符合验收条件，
符
合即可定义为处理完成，
威胁对象消除确认模块判定威胁对象是否消失，
若威胁对象消失，
这隐患点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则隐患点处理完成，
隐患点消除确认模块判定隐患点是否消
除，
若隐患点在人为或者自然的作用下消失，
则隐患点不再存在，
即代表处理完成，
从而能
够较为方便的了解到处理结果。
[0018] 本申请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
所述隐患点管理单元包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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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点核销模块，
用于核销处理完成的隐患点信息；
隐患点再录入模块，
用于添加威胁对象再生成后的隐患点信息。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隐患点对处理完成的隐患点信息进行核销，
从而核销已
经记录在案的隐患点，
无需再进行监控管理，
隐患点在录入模块添加威胁对象再生成后的
隐患点信息，
在威胁对象再次生成时，
重新将已经核销的隐患点再次录入，
继续进行监控管
理，
从而对隐患点信息进行较好的管理维护。
[0020] 本申请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
所述隐患点监测预警单元包括：
专业巡查模块，
用于获取专业巡查信息并进行记录；
专业监测模块，
用于获取专业监测信息并进行记录；
自动监测模块，
用于获取自动监测信息并进行记录；
群测群防模块，
用于获取上报信息并进行记录；
险情预警模块，
用于根据记录信息确定是否生成临时抢险方案并记录。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专业巡查模块获取专业巡查的信息并进行记录，
专业监
测模块获取专业监测信息并进行记录，
自动监测模块获取自动监测信息并记录，
群测群防
模块获取上报信息并进行记录，
险情预警模块根据记录的信息确定是否进行抢险，
通过多
种方式进行隐患点的监测，
从而实现较好的预警和抢险。
[0022] 本申请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
所述专业巡查模块包括：
巡查路径获取子模块，
用于获取巡查路径信息；
巡查位置获取子模块，
用于获取巡查点位置信息；
巡查照片获取子模块，
用于获取巡查过程中拍摄的图像信息并在图像信息中添加巡查
核验信息；
巡查信息记录子模块，
用于接收巡查路径信息、
巡查点位置信息、
图像信息以及巡查核
验信息并进行记录存储。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巡查路径获取子模块和巡查位置获取子模块，
对巡查路
径信息和巡查位置点信息进行获取，
巡查照片获取主模块对外界图像进行获取并添加巡查
核验信息，
从而确定拍摄的图像信息的真实性；
巡查信息记录子模块，
对上述所有信息进行
记录存储，
从而可以对专业巡查的情况进行追溯，
确保专业巡查有效实施。
[0024] 本申请目的二是提供一种地质灾害防治全流程管理方法，
具有便于进行人员和资
源调配的特点。
[0025] 本申请的上述申请目的二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地质灾害防治全流程管理方法，
包括：
获取新增隐患点信息并进行记录存储；
根据隐患点信息确定处理方案；
确定隐患点处理结果并进行隐患点信息核销或再录入；
对暂未处理的隐患点进行监测并根据监测获取的监测信息确定是否进行预警
对处理完成的隐患点的维护数据进行获取并存储。
[002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先获取新增的隐患点信息并进行存储，
之后根据隐患点
信息确定处理方案，
在隐患点处理完成后，
根据处理结果对隐患点信息进行核销或者再录
入，
暂未处理的隐患点进行监测跟进，
并根据监测结果确定是否进行预警；
已经处理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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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隐患点的维护，
并将维护数据进行存储，
从而对各种隐患点进行较好的管理、
监控和维
护，
便于在地质灾害防治管理过程中对人员和资源的有效、合理的调配，
提高资源的利用
率，
最大限度的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0027] 本申请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
所述获取新增隐患点信息的具体方法
包括：
获取隐患点类型信息；
获取隐患点位置定位信息；
获取隐患点参数信息；
根据隐患点类型信息、
隐患点位置定位信息和隐患点参数信息确定隐患点的威胁范
围，
并根据威胁范围内存在的不动产和人员信息确定隐患点的潜在威胁信息；
通过潜在威胁信息确定隐患点的隐患等级和危险等级；
判定当前隐患点是否会造成损失；
若不会，
则不将该隐患点定义为新增隐患点；
若会，
则将该隐患点定义为新增隐患点。
[002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对隐患点类型信息、
隐患点位置定位信息和隐患点地址
信息进行获取，
通过隐患点位置定位信息和隐患点参数信息确定隐患点的威胁范围，
通过
隐患点位置定位信息确定当前位置的不动产和人员信息，
通过威胁范围与不动产和人员信
息的结合，
确定潜在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从而从而确定隐患点的隐患等级和危险等级，
之
后再进一步判定当前隐患点是否会发灾，
从而来确定是否要将该隐患定定义为新增隐患
点，
可通过隐患点的隐患等级和危险等级在众多的隐患点中确定需要先治理的隐患点，
从
而有效的进行人员和资源的调配。
[0029] 本申请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
所述对暂未处理的隐患点进行监测的
具体方法包括：
根据隐患点信息进行隐患点专业巡查并获取巡查信息；
根据隐患点信息进行隐患点专业监测并获取人工监测信息；
根据隐患点信息进行隐患点自动监测并获取自动监测信息；
根据隐患点信息进行隐患点群众巡查并获取群测群防信息。
[003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实际需求，
选择合适的方式对暂未
处理的隐患点进行监测，
从而实现较好的预警和抢险，
同时也保证了防治人员的人身安全。
[0031] 本申请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
所述进行隐患点专业巡查的具体方法
包括：
判定当前巡查点位置信息是否与隐患点信息中的位置点信息相同；
若相同，
则可进行外界图像信息的获取，
并在图像信息中添加巡查核验信息；
若不相同，
则无法进行外界图像信息的获取。
[003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在进行巡查时，
通过获取当前巡查点位置信息，
从而确定
人员的位置，
再通过获取隐患点信息中的位置点信息判定人员是否处于隐患点处，
若没有
位于，
则无法进行外界图像信息的获取，
从而无法获取到图像信息，
若处于，
则可进行图像
信息的获取，
之后在获取到的图像信息中添加巡查核验信息，
防止人员进行作弊。
[0033] 本申请目的三是提供一种计算机存储介质，
能够存储相应的程序，
具有便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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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和资源调配的特点。
[0034] 本申请的上述申请目的三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存储有能够被处理器加载并执行上述任一种地质灾害防治
全流程管理方法的计算机程序。
[003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先获取新增的隐患点信息并进行存储，
之后根据隐患点
信息确定处理方案，
在隐患点处理完成后，
根据处理结果对隐患点信息进行核销或者再录
入，
暂未处理的隐患点进行监测跟进，
并根据监测结果确定是否进行预警；
已经处理完成的
进行隐患点的维护，
并将维护数据进行存储，
从而对各种隐患点进行较好的管理、
监控和维
护，
便于在地质灾害防治管理过程中对人员和资源的有效、合理的调配，
提高资源的利用
率，
最大限度的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附图说明
[0036] 图1是本申请其中一实施例的系统框图。
[0037] 图2是本申请其中一实施例的步骤流程示意图。
[0038] 附图标记说明：
1、
隐患点添加单元；
11、
隐患点新增模块；
111、
隐患点类型确定子
模块；
112、
隐患点位置确定子模块；
113、
隐患点参数确定子模块；
114、
隐患点损失确定子模
块；
115、
隐患点级别确定子模块；
12、
隐患点判定模块；
13、
隐患点录入模块；
2、
隐患点处理
单元；
21、
隐患点治理模块；
211、
防治方案编辑子模块；
212、
隐患点关联子模块；
22、
威胁对
象消除模块；
23、
隐患点消除模块；
3、
隐患点处理结果确定单元；
31、
防治方案验收模块；
32、
威胁对象消除确认模块；
33、
隐患点消除确认模块；
4、
隐患点管理单元；
41、
隐患点核销模
块；
42、
隐患点再录入模块；
5、
隐患点监测预警单元；
51、专业巡查模块；
511、巡查路径获取
子模块；
512、巡查位置获取子模块；
513、巡查照片获取子模块；
514、巡查信息记录子模块；
52、专业监测模块；
53、
自动监测模块；
54、群测群防模块；
55、
险情预警模块；
6、
维护管养单
元。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40]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申请的解释，
其并不是对本申请的限制，
本领域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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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0041] 参照图1，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地质灾害防治全流程管理系统，
包括隐患点添加
单元1、
隐患点处理单元2、
隐患点处理结果确定单元3、
隐患点管理单元4、
隐患点监测预警
单元5和维护管养单元6。
[0042] 隐患点添加单元1包括隐患点新增模块11、
隐患点判定模块12和隐患点录入模块
13。
隐患点新增模块11包括隐患点类型确定子模块111、
隐患点位置确定子模块112、
隐患点
参数确定子模块113、
隐患点损失确定子模块114和隐患点级别确定子模块115，
隐患点类型
确定子模块111获取隐患点类型信息，
隐患点类型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崩塌、
滑坡、
泥石流；
隐
患点位置确定子模块获取隐患点位置定位信息，
隐患点位置定位信息包括坐标X和坐标Y，
上述隐患点定位信息进行加密处理；
隐患点参数确定子模块113获取隐患点参数信息，
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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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参数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坡长、
坡度和坡高；
隐患点损失确定子模块114根据隐患类型信息
和隐患点参数信息，
确定隐患点的威胁范围；
根据隐患点位置定位信息确定隐患点所在位
置，
并根据不动产和人员信息确定威胁范围所覆盖的不动产和人员信息，
从而确定隐患点
的潜在威胁信息，
完成隐患点的新增；
隐患点级别确定子模块115根据潜在威胁信息进一步
确定隐患点的隐患等级和危险等级，
实现各隐患点之间的区分。
隐患点判定模块12对新增
的隐患点进行判定，
判定方式主要是根据是否有隐患点成因认定报告附件上传至隐患点判
定模块12，
若存在则认为当前新增的隐患点存在安全隐患，
此时隐患点录入模块13对该隐
患点信息进行存储。
[0043] 隐患点处理单元2包括隐患点治理模块21、
威胁对象消除模块22和隐患点消除模
块23，
隐患点治理模块21包括防治方案编辑子模块211和隐患点关联子模块212。工作人员
通过防治方案编辑子模块211进行防治方案内容的编辑，
防治方案内容编辑完成后，
通过隐
患点关联子模块212将隐患点与防治方案内容进行关联，
从而形成完整的防治方案治理计
划，
隐患点的治理则根据防治方案治理计划进行实施。工作人员通过威胁对象消除模块22
根据隐患点所威胁的对象进行威胁对象处理方案的编辑，
威胁对象包括但不限于设备和建
筑物，
威胁对象的处理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搬离设备、
搬离建筑物和拆除建筑物。工作人员通
过隐患点消除模块23根据隐患点信息进行隐患点消除方案的编辑，
隐患点消除方案包括但
不限于自然消除和人为消除，
自然消除指的是在自然状态下隐患点自身消除，
如滑坡点自
身发生滑坡且未造成人员财产损失；
人为消除指的是在人工干预下完成隐患点的消除，
如
人工主动对边坡进行挖掘清除。
[0044] 隐患点处理结果确定单元3包括防治方案验收模块31、
威胁对象消除确认模块32
和隐患点消除确认模块33。工作人员通过防治方案验收单元进行治理结果的记录，
治理结
果为完成则认为符合验收条件，
该隐患点治理完成。
已经治理完成的隐患点需要进行日常
的维护管养，
维护管养记录通过维护管养单元6获取并进行存储。工作人员通过威胁对象消
除确认模块32进行消除结果的记录，
消除结果为消除完成，
则认为威胁对象消除完成。工作
人员通过隐患点消除确认模块33进行隐患点消除结果的记录，
消除结果为消除完成，
则认
为隐患点消除，
若隐患点为自然消除，
这记录自然消除时间，
为认为消除，
则记录施工时间。
[0045] 隐患点管理单元4包括隐患点核销模块41和隐患点再录入模块42，
隐患点核销模
块41获取已经治理完成的隐患点信息、
威胁对象已经消除完成的隐患点信息和隐患点本身
已经消除的隐患点信息，
并将上述的隐患点信息从隐患点录入模块13中核销，
核销只是将
隐患点信息从隐患点录入模块13中剔除，
隐患点信息并未消失。若存在隐患点的威胁范围
内再次出现，
则隐患点再录入模块42将对应的隐患点信息重新录入至隐患点录入模块13。
[0046] 隐患点监测预警单元5包括专业巡查模块51、
专业监测模块52、
自动监测模块53、
群测群防模块54和险情预警模块55。专业巡查模块51包括巡查路径获取子模块511、
巡查位
置获取子模块512、
巡查照片获取子模块513和巡查信息记录子模块514，
巡查路径获取子模
块511进行巡查路径的获取，
从而确定实际巡查路径；
巡查位置获取子模块512获取巡查点
位置信息，
巡查点位置信息包括坐标X和坐标Y，
以便于和隐患点位置定位信息进行比较；
巡
查照片获取子模块513获取外界图像信息并在图像信息中添加巡查核验信息，
是否可以进
行外界图像信息的获取主要取决于巡查位置信息是否位于隐患点位置信息处，
若不位于则
无法进行外界图像信息的获取，
巡查核验信息的添加方式可以是将包含巡查核验信息的水
10

CN 111950993 A

说

明

书

7/8 页

印添加至图像信息上，
如在图片上直接显示水印；
也可以是将巡查核验信息直接添加至图
像信息内，
也可以是在图片的属性信息内呈现巡查核验信息，
巡查核验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日期、
天气和坐标。巡查信息记录模块接收巡查路径信息、巡查点位置信息、
图像信息以及
巡查核验信息并进行记录存储。
[0047] 专业监测模块52获取专业监测人员实地检测到的隐患点信息并进行存储。
自动监
测模块53通过监测仪器获取隐患点信息并存储，
监测仪器包括但不限于摄像头、雨量计和
倾角传感器。群测群防模块54获取基层群测群防人员记录的隐患点信息并进行存储。
险情
预警模块55获取专业巡查模块51、
专业监测模块52、
自动监测模块53、
群测群防模块54中存
储的隐患点信息，
并根据隐患点信息判定是否需要生成临时抢险方案，
并对临时抢险方案
进行记录。临时抢险方案的生成主要根据隐患点信息中的是否发灾来进行判定，
处于发灾
状态，
这需要进行临时抢险方案的生成，
并将临时抢险方案传输至隐患点治理模块21，
临时
抢险方案内容包括抢险方案和关联隐患点信息。
[0048] 参照图2，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地质灾害防治全流程管理方法，
包括：
获取新增隐患点信息并进行记录存储；
对隐患点类型信息、
隐患点位置定位信息和隐
患点参数信息进行获取，
根据隐患点类型信息和隐患点参数信息可确定威胁范围，
隐患点
类型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崩塌、滑坡、泥石流，
隐患点参数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坡长、坡度和坡
高。
隐患点位置定位信息包括坐标X和坐标Y，
通过坐标X和坐标Y即可确定隐患点的位置，
同
时根据数据库内已存储的不动产和人员信息也可得知隐患点附近的不动产和人员，
此时根
据威胁范围和隐患点位置附近的不动产信息和人员信息，
可根据威胁范围覆盖内的不动产
信息和人员信息进行损失信息的预判定。例如当前隐患点的类型信息为滑坡，
隐患点参数
信息中的坡长为10m，
坡度为30 °
，
坡高为5m，
则能得出300m²的威胁范围，
得出方式可采用人
工测量或计算机自动生成，
此时该威胁范围覆盖的不动产为2幢居民楼，
包含20户住户，
则
可确定损失信息。之后通过实地判定隐患点是否会造成损失，
如果判定后确定后期会发生
灾情，
这将该隐患点定义为新增隐患点并进行记录存储，
反之，
则忽略该隐患点。
[0049] 根据隐患点信息确定处理方案；
若根据隐患点信息确定需要纳入防治方案治理计
划的，
则进行防治方案治理计划的编辑并将防治方案与隐患点进行关联，
隐患点的治理则
根据防治方案治理计划进行实施。若根据隐患点信息确定需要对隐患点的威胁对象进行消
除，
则进行威胁对象消除方案的编辑并将威胁对象消除方案与隐患点进行关联，
隐患点的
治理则根据威胁对象消除方案进行实施。若根据隐患点信息确定需要进行隐患点消除的，
则进行隐患点消除方案的编辑并将隐患点消除方案与隐患点进行关联，
隐患点的治理则根
据隐患点消除方案进行实施。
[0050]
确定隐患点处理结果并进行隐患点信息核销或再录入；
隐患点若已经处理完毕，
则进行隐患点信息的核销，
针对需要进行威胁对象消除的隐患点，
若威胁对象再次出现，
则
进行隐患点的再录入。
[0051] 对暂未处理的隐患点进行监测并根据监测获取的监测信息确定是否进行预警；
根
据隐患点信息进行隐患点专业巡查并获取监测信息，
根据隐患点信息进行隐患点专业监测
并获取监测信息，
根据隐患点信息进行隐患点自动监测并获取监测信息，
根据隐患点信息
进行隐患点群测群防人员巡查并获取监测信息。根据监测信息进行预警的判定，
若需要进
行预警，
则生成抢险方案，
若不需要进行预警，
则不进行处理。在进行专业巡查时，
对巡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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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信息进行获取，
对巡查点位置信息获取，
然后将当前巡查点位置信息与当前需要巡查的
隐患点的位置点信息进行对比 ，
若两者相同或者差距处于要求范围内，
则可进行外界图像
信息的获取，
并在图像信息中添加巡查核验信息，
巡查核验信息的添加方式可以是将包含
巡查核验信息的水印添加至图像信息上，
如在图片上直接显示水印；
也可以是将巡查核验
信息直接添加只图像信息内，
也可以是在图片的属性信息内呈现巡查核验信息，
巡查核验
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日期、
天气和坐标；
若不相同，
则无法进行外界图像信息的获取。
[0052] 对处理完成的隐患点的维护数据进行获取并存储；
若隐患点是根据防治方案进行
处理的，
则获取该隐患点之后的维护数据并进行存储，
维护数据的获取操作包括但不限于
通过人工进行数据的输入。
[0053]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存储有能够被处理器加载并执行图
2中所示流程的计算机程序，
上述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例如包括：
U盘、移动硬盘、只读存储
器(Read-Only Memory，
ROM)、
随机存取存储器(Random Access Memory，
RAM)、
磁碟或者光
盘等各种可以存储程序代码的介质。

12

CN 111950993 A

说

明

书

图1
13

附

图

1/2 页

CN 111950993 A

说

明

书

图2
14

附

图

2/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