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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移动终端数据监测装置及其使

用方法技术领域，是一种移动终端数据发送监测

装置及其使用方法，该移动终端数据发送监测装

置包括监测服务模块、云服务器、移动数据采集

器和通信移动终端。本发明所述的移动终端数据

发送监测装置及其使用方法，结合监测服务模

块、云服务器和通信移动终端对移动数据采集器

采集的数据进行监测，通过监测，将特定数据进

行标记，利用云服务器实现数据共享，能够通过

云服务器对特定数据进行隔离，并与相关人员针

对数据内容实施监控，并将特定数据作为数据库

储存至云服务器和监测服务模块中，以便下一次

监测数据使用，改善了移动通信数据的监测效

果，使相关人员根据监测数据及时处理相关事

件。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105515892 B

2019.02.26

CN
 1
05
51
58
92
 B



1.一种移动终端数据发送监测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按照下述方法进行：采用

移动数据采集器进行数据采集，移动数据采集器将采集到的数据发送给监测服务模块，监

测服务模块对数据进行监测，并且监测服务模块对采集数据的移动数据采集器的位置进行

定位，监测服务模块在监测数据的过程中，对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处理，并调用监测服务模块

中的数据库中的历史数据与监测数据进行比对；当监测数据中含有监测服务模块中的数据

库中的历史数据时，监测服务模块将监测数据中与监测服务模块中的数据库中的历史数据

相符的数据打上标记，打上标记的数据作为标记数据，监测服务模块将含有标记数据的监

测数据发送至云服务器，云服务器接收到含有标记数据的监测数据后，对含有标记数据的

监测数据进行归类统计，并对标记数据进行隔离，当标记数据具有敏感信息数据的特点时，

标记数据被储存在云服务器内，通信移动终端共享云服务器内的数据，持有通信移动终端

的人员对标记数据作进一步的判断，当标记数据被持有通信移动终端的人员确认为敏感信

息数据时，通过云服务器查询敏感信息数据的来源以及定位信息，同时，对敏感信息数据的

信息发布者予以记录，通信移动终端将记录发送至云服务器，云服务器将记录储存，同时，

云服务器将记录发送至监测服务模块，监测服务模块将接收到的记录作为新的历史数据储

存在监测服务模块中的数据库；其中：所述移动终端数据发送监测装置包括监测服务模块、

云服务器、移动数据采集器和通信移动终端，移动数据采集器的信号输出端与监测服务模

块的信号输入端无线通信连接，移动数据采集器与云服务器通信连接，监测服务模块与云

服务器通信连接，云服务器与通信移动终端无线通信连接，监测服务模块的信号输出端与

通信移动终端的信号输入端无线通信连接；具体的，

监测服务模块不仅用于数据监测，还用于定位采集数据的移动数据采集器的位置，并

在监测数据的过程中，对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处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移动终端数据发送监测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监测服

务模块中设置有通信模块，通信模块与云服务器之间采用2G移动通信网络或3G移动通信网

络或4G移动通信网络通信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移动终端数据发送监测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云服

务器与通信移动终端之间采用2G移动通信网络或3G移动通信网络或4G移动通信网络通信

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移动终端数据发送监测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监测

服务模块中设置有WIFI模块或者蓝牙，监测服务模块的信号输出端与通信移动终端的信号

输入端之间采用WIFI模块或者蓝牙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移动终端数据发送监测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监测服

务模块中设置有WIFI模块或者蓝牙，监测服务模块的信号输出端与通信移动终端的信号输

入端之间采用WIFI模块或者蓝牙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5所述的移动终端数据发送监测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

通信移动终端为手机或移动平板或移动PC。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移动终端数据发送监测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通信移

动终端为手机或移动平板或移动PC。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移动终端数据发送监测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通信移

动终端为手机或移动平板或移动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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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5或7或8所述的移动终端数据发送监测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

征在于采用移动数据采集器采集的数据包括视频或/和图片或/和声音或/和文字。

10.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移动终端数据发送监测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移

动数据采集器采集的数据包括视频或/和图片或/和声音或/和文字。

11.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移动终端数据发送监测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移

动数据采集器采集的数据包括视频或/和图片或/和声音或/和文字。

12.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移动终端数据发送监测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移

动数据采集器采集的数据包括视频或/和图片或/和声音或/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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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终端数据发送监测装置的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移动终端数据监测装置及其使用方法技术领域，是一种移动终端数据

发送监测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移动数据采集终端，也称为便携式数据采集器或手持终端，是集激光扫描、

汉字显示、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通讯等功能于一体的高科技产品，它相当于一台小型

的计算机，将电脑技术与条形码技术完美的结合，利用物品上的条形码作为信息快速采集

手段。简单地说，它兼具了掌上电脑、条码扫描器的功能。硬件上具有计算机设备的基本配

置：CPU、内存、依靠电池供电、各种外设接口；软件上具有计算机运行的基本要求：操作系

统，可以编程的开发平台，独立的应用程序。其基本工作原理是：首先按照用户的应用要求，

将应用程序在计算机编制后下载到便携式数据采集器中。便携式数据采集器中的基本数据

信息必须通过PC的数据库获得，而存储的操作结果也必须及时的导入到数据库中。手持终

端作为电脑网络系统的功能延伸，满足了日常工作中人们各种信息移动采集、处理的任务

要求，而一般通信移动终端数据存在泛滥现象，当被采集后，无法融入大数据处理，也难以

实现监测服务，对此，需要予以改进。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移动终端数据发送监测装置及其使用方法，克服了上述现有技

术之不足，其能有效解决难以监测通信移动终端数据的问题。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之一通过以下措施来实现的：一种移动终端数据发送监测装

置，包括监测服务模块、云服务器、移动数据采集器和通信移动终端，移动数据采集器的信

号输出端与监测服务模块的信号输入端无线通信连接，移动数据采集器与云服务器通信连

接，监测服务模块与云服务器通信连接，云服务器与通信移动终端无线通信连接，监测服务

模块的信号输出端与通信移动终端的信号输入端无线通信连接；具体的，

[0005] 监测服务模块不仅用于数据监测，还用于定位采集数据的移动数据采集器的位

置，并在监测数据的过程中，对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处理。

[0006] 下面是对上述发明技术方案之一的进一步优化或/和改进：

[0007] 上述监测服务模块中设置有通信模块，通信模块与云服务器之间采用2G移动通信

网络或3G移动通信网络或4G移动通信网络通信连接。

[0008] 上述云服务器与通信移动终端之间采用2G移动通信网络或3G移动通信网络或4G

移动通信网络通信连接。

[0009] 上述监测服务模块中设置有WIFI模块或者蓝牙，监测服务模块的信号输出端与通

信移动终端的信号输入端之间采用WIFI模块或者蓝牙连接。

[0010] 上述通信移动终端为手机或移动平板或移动PC。

[0011]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之二通过以下措施来实现的：一种移动终端数据发送监测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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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使用方法，按下述方法进行：采用移动数据采集器进行数据采集，移动数据采集器将采

集到的数据发送给监测服务模块，监测服务模块对数据进行监测，并且监测服务模块对采

集数据的移动数据采集器的位置进行定位，监测服务模块在监测数据的过程中，对数据进

行初步分析处理，并调用监测服务模块中的数据库中的历史数据与监测数据进行比对；当

监测数据中含有监测服务模块中的数据库中的历史数据时，监测服务模块将监测数据中与

监测服务模块中的数据库中的历史数据相符的数据打上标记，打上标记的数据作为标记数

据，监测服务模块将含有标记数据的监测数据发送至云服务器，云服务器接收到含有标记

数据的监测数据后，对含有标记数据的监测数据进行归类统计，并对标记数据进行隔离，当

标记数据具有敏感信息数据的特点时，标记数据被储存在云服务器内，通信移动终端共享

云服务器内的数据，持有通信移动终端的人员对标记数据作进一步的判断，当标记数据被

持有通信移动终端的人员确认为敏感信息数据时，通过云服务器查询敏感信息数据的来源

以及定位信息，同时，对敏感信息数据的信息发布者予以记录，通信移动终端将记录发送至

云服务器，云服务器将记录储存，同时，云服务器将记录发送至监测服务模块，监测服务模

块将接收到的记录作为新的历史数据储存在监测服务模块中的数据库。

[0012] 下面是对上述发明技术方案之二的进一步优化或/和改进：

[0013] 上述采用移动数据采集器采集的数据包括视频或/和图片或/和声音或/和文字。

[0014] 本发明所述的移动终端数据发送监测装置及其使用方法，结合监测服务模块、云

服务器和通信移动终端对移动数据采集器采集的数据进行监测，通过监测，将特定数据进

行标记，利用云服务器实现数据共享，能够通过云服务器对特定数据进行隔离，并与相关人

员针对数据内容实施监控，并将特定数据作为数据库储存至云服务器和监测服务模块中，

以便下一次监测数据使用，改善了移动通信数据的监测效果，使相关人员根据监测数据及

时处理相关事件。

附图说明

[0015] 附图1为实施例1的控制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本发明不受下述实施例的限制，可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与实际情况来确定具体

的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18] 实施例1：如附图1所示，该移动终端数据发送监测装置，包括监测服务模块、云服

务器、移动数据采集器和通信移动终端，移动数据采集器的信号输出端与监测服务模块的

信号输入端无线通信连接，移动数据采集器与云服务器通信连接，监测服务模块与云服务

器通信连接，云服务器与通信移动终端无线通信连接，监测服务模块的信号输出端与通信

移动终端的信号输入端无线通信连接；具体的，

[0019] 监测服务模块不仅用于数据监测，还用于定位采集数据的移动数据采集器的位

置，并在监测数据的过程中，对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处理。本实施例所述的移动终端数据发送

监测装置，结合监测服务模块、云服务器和通信移动终端对移动数据采集器采集的数据进

行监测，通过监测，将特定数据进行标记，利用云服务器实现数据共享，形成大数据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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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云服务器对特定数据进行隔离，并与相关人员针对数据内容实施监控，并将特定数据

作为数据库储存至云服务器和监测服务模块中，以便下一次监测数据使用，改善了移动通

信数据的监测效果，使相关人员根据监测数据及时处理相关事件。

[0020] 可根据实际需要，对上述移动终端数据发送监测装置作进一步优化或/和改进：

[0021] 根据需要，监测服务模块中设置有通信模块，通信模块与云服务器之间采用2G移

动通信网络或3G移动通信网络或4G移动通信网络通信连接。

[0022] 根据需要，云服务器与通信移动终端之间采用2G移动通信网络或3G移动通信网络

或4G移动通信网络通信连接。

[0023] 根据需要，监测服务模块中设置有WIFI模块或者蓝牙，监测服务模块的信号输出

端与通信移动终端的信号输入端之间采用WIFI模块或者蓝牙连接。监测服务模块通过WIFI

模块或者蓝牙对通信移动终端可以实现近程控制。

[0024] 根据需要，通信移动终端为手机或移动平板或移动PC。

[0025] 实施例2：该移动终端数据发送监测装置的使用方法，按下述方法进行：采用移动

数据采集器进行数据采集，移动数据采集器将采集到的数据发送给监测服务模块，监测服

务模块对数据进行监测，并且监测服务模块对采集数据的移动数据采集器的位置进行定

位，监测服务模块在监测数据的过程中，对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处理，并调用监测服务模块中

的数据库中的历史数据与监测数据进行比对；当监测数据中含有监测服务模块中的数据库

中的历史数据时，监测服务模块将监测数据中与监测服务模块中的数据库中的历史数据相

符的数据打上标记，打上标记的数据作为标记数据，监测服务模块将含有标记数据的监测

数据发送至云服务器，云服务器接收到含有标记数据的监测数据后，对含有标记数据的监

测数据进行归类统计，并对标记数据进行隔离，当标记数据具有敏感信息数据的特点时，标

记数据被储存在云服务器内，通信移动终端共享云服务器内的数据，持有通信移动终端的

人员对标记数据作进一步的判断，当标记数据被持有通信移动终端的人员确认为敏感信息

数据时，通过云服务器查询敏感信息数据的来源以及定位信息，同时，对敏感信息数据的信

息发布者予以记录，通信移动终端将记录发送至云服务器，云服务器将记录储存，同时，云

服务器将记录发送至监测服务模块，监测服务模块将接收到的记录作为新的历史数据储存

在监测服务模块中的数据库。特定数据（敏感信息数据）为关于色情、暴力和恐怖袭击等的

数据，也包括一些敏感词汇。当监测到的数据为特定数据，数据通过核实后，联系相关部门

针对特定数据的信息来源和发生地点进行确定，结合特定数据的GPS相关信息，以便进一步

地现场处理相关事件。本实施例所述的移动终端数据发送监测装置的使用方法，结合监测

服务模块、云服务器和通信移动终端对移动数据采集器采集的数据进行监测，通过监测，将

特定数据进行标记，利用云服务器实现数据共享，形成大数据流，能够通过云服务器对特定

数据进行隔离，并与相关人员针对数据内容实施监控，并将特定数据作为数据库储存至云

服务器和监测服务模块中，以便下一次监测数据使用，改善了移动通信数据的监测效果，使

相关人员根据监测数据及时处理相关事件。

[0026] 实施例3：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采用移动数据采集器采集的数据包括视频

或/和图片或/和声音或/和文字。

[0027] 综上所述，本发明所述的移动终端数据发送监测装置及其使用方法，结合监测服

务模块、云服务器和通信移动终端对移动数据采集器采集的数据进行监测，通过监测，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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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数据进行标记，利用云服务器实现数据共享，能够通过云服务器对特定数据进行隔离，并

与相关人员针对数据内容实施监控，并将特定数据作为数据库储存至云服务器和监测服务

模块中，以便下一次监测数据使用，改善了移动通信数据的监测效果，使相关人员根据监测

数据及时处理相关事件。

[0028] 以上技术特征构成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其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实施效果，可根据

实际需要增减非必要的技术特征，来满足不同情况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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