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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地下管网的“任督二脉”
■ 文│本刊编辑部
2014年6月，大连中石油输油管线被某建筑公司施工时破坏，原油泄漏，流入市政污水管网，在排污管出口
出现明火；2014年7月～9月，济南二环西路修路，给水管道两个月内被挖坏三次，一次次停水给周围市民带来很
大不便；2014年10月，合肥望江路改造工程，附近一小区的市民不堪其扰，头一天，有线电视网络被挖断，刚接
好，第二天宽带光纤又被挖断······
一次次的地下管线事故为城市建设敲响了警钟，地面建设再富丽堂皇，然而基础的地下设施建设如果没有打
牢，一旦出现问题，就可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在我国的许多城市，甚至找不出一个部门可以拿出城市综
合地下管网图，推行了多年的管网信息化建设，往往也多是为了应付政府文件要求，一次普查后数据得不到及时更
新，应用驱动力不足，系统基本被搁置，过个几年再重复进行新的普查、建库，长此以往，城市综合地下管网仍是
乱象丛生。
如何打通地下管网的“任督二脉”？推进城市综合管网信息化建设，需要政府部门与软件开发商的共同努力。
以解决用户实际问题为第一位，分工明确，职责到位，开发能切实解决问题的业务系统，保证数据的现势性，建立
相应的事故分析机制，如果以上这些都能做到位，也许离“打通”的那天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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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城市建设以物联网、云计算等大数据技术体系为支撑，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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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ｐＧＩＳ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入选水利
部２０１５先进实用技术重点推广目录

直观且互不关联等给实际应用带来的问题。目前MapGIS
的防汛防风防旱电子沙盘指挥系统已成功应用于海南省防
汛防风防旱指挥系统、抗洪抢险辅助决策系统、浦口区水

【GIS时代讯】为着力推进水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技术

利信息化系统等。通过对GIS技术的全面应用，实现各种

水平的提升，为发展民生水利、保障国家水安全、实现水

支持信息的集成和融合。表现出实时的水情、工情、灾情

利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和技术引领，2月10日，水

和预案，做到足不出户即时获取需求的水文、气象、社会

利部科技推广中心发布了《关于发布2015年水利先进实用

经济等信息，为指挥决策提供稳定、高效、全面的信息分

技术重点推广指导目录的通知》，由武汉中地数码科技有

析和信息支持服务，对抢险救灾等突发工作提供全面细致

限公司申报的“基于MapGIS的防汛防风防旱电子沙盘指

的决策支持功能，辅助各级防汛防风抗旱提高抗灾抢险的

挥系统”被列入水利先进实用技术重点推广目录，被认定

效率以及决策的科学性。在当地防汛抗旱工作中发挥了重

为水利先进实用技术。

要作用。

“基于MapGIS的防汛防风防旱电子沙盘指挥系统
主要用于防汛防风防旱指挥部门指挥、管理调度防汛防风

延伸阅读

抗旱工作。该系统能够全面及时地反映风、水、雨、工、

中国是洪涝、干旱、台风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防汛抗旱系统的信

旱、灾情等信息，并提供工情信息管理、防汛指挥调度、

息化建设，将面向各地防汛防风抗旱决策、指挥调度工作的实际需求，利用

抗旱监测等功能，有效辅助政府部门快速做出科学决策，
精细调度，达到增加指挥决策分析手段，提高决策精度和
质量的目的，实现“三防”调度指挥决策的准确、及时、

三维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技术、海量数据管理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网络地
理信息系统技术和高性能计算机技术等现代高新信息技术, 在有效管理水雨
情、汛情等相关的基础地理信息和防洪抗旱专题信息的基础上，建立涵盖重
点河系、重点保护区及“三防”重点工程信息的三维电子沙盘系统，直观地

科学和可视化。系统的建成，解决了“三防”指挥决策面

展现水系分布、河流形态、防洪工程、抗旱工程分布等信息。并在此基础上

临的水利相关信息存储分散；水利工程设施、社会经济资

实现各种相关信息的综合管理,为政府部门作出正确的预报、警报、决策提

料不完整；各系统操作复杂、孤立运行；各类信息表现不

供直观的数据支持，实现调度指挥决策的准确、及时、科学和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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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宇航局绘制地图呈现全球闪
电最频繁地区

有刚果共和国远东地区。

【腾讯太空讯】据国外媒体报道，目前，美国宇航局最新
绘制一张地图，揭晓地球上最频繁出现闪电的地区。
美国宇航局热带降雨测量任务和轨道观测-1/微型实
验室卫星收集了1998—2013年之间全球闪电数量和发生位
置，之后绘制一张地图形象地呈现出来。结果表明，闪电
经常出现在接近赤道的地区，出现在陆地次数多于海面。
美国宇航局地球天文台网站解释称，地球陆地比海洋
吸收阳光和热量的速度更快，从而形成较强对流和较明显
的大气不稳定性，这将导致一些风暴气候形成，同时也产
生闪电。
该地图显示，地球上闪电出现次数最多的地区是委内

4

延伸阅读
据路透社报道，马拉开波湖地区每年出现闪电300多次。美国宇航局科
学家丹尼尔·塞西尔（Daniel Cecil）强调称，地球天文台网站公布的这张闪
电地图比之前绘制的地图更加详细，跨越较长时间的闪电记录使我们能更好

瑞拉西北部马拉开波湖地区，这里汇集来自周围安第斯山

地识别一些闪电现象。能够检查分析闪电的季节性，以及每天和逐年的变化

脉的热量、湿度和风力，从而导致壮观的风暴，此外，还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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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交通助力世乒安保

【江苏文明网讯】以往，若有市民突患疾病需要紧急送往
医院救治，但又怕途中遇到堵车或红绿灯耽误时间，往往
会向交警部门求助，由警车开道通行。而随着智能交通的
不断建设和推广，现在无需警车到场，也能保障通行顺
畅。据悉，苏州交警部门通过智慧控制和GIS地图实现绿
波效应，保证定点车辆、区域、时段的顺畅通过。
针对世乒赛场馆周边交通状况，智能交通通过仿真系
统模拟世乒赛交通情景，优化赛场周边道路交通组织和路

监视；新建4块交通综合信息发布屏，实现了路网状态、
停车场和交通管制等交通信息的公众发布。

口渠化。在短短半年内，完成世乒赛场馆中心区域（东到
星湖街，西起凤鸣街，南到钟园路，北到苏虹西路）范围

延伸阅读

内的34台信号机的联网改造和智能化提升，实现了场馆周
边道路自适应交通信号控制；新建16个高空监控点位，实
现了场馆周边道路的视频全覆盖，确保第一时间发现交通

据园区交警大队负责人介绍，园区智能交通系统一期一阶段自2013年
建成以来，已经覆盖星港街、星湖街、现代大道、金鸡湖大道四条主干道
70个路口，全部采用线协调、区域协调控制，剩余基本采用单点多时段控

异常情况并作出即时响应；新建88个交通综合监测设备，

制。2014全年累计完成配时方案263个，线协调控制方案38个，道路通行

实现了道路综合信息采集和交通违法行为捕获，并以智能

能力提升16%，主干道事故下降5%。特别是星湖街在流量同比增长20%

算法实现自动化道路畅通状况的监测和对VIP车辆的全程

的情况下仍保证了较好的通行能力，反映出系统高效的科技保障能力。

4

把地图导航投射到挡风玻璃上，
拥有极品飞车般酸爽

上，然后同样可
以通过手势和语
音来进行回应。

【搜狐科技讯】大家都知道开车玩手机是一件十分危险的

Navion并非

事情，可是找不到路得看看导航啊！当然，你也可以把导

汽车内置组件，

航装在中控上，或者搞个架子把手机架起来。不过注意力

只是盒子大小的

还是分散了，多多少少会有安全隐患。如果能把导航显示

东西，买回来放

在挡风玻璃上，这是许多司机朋友梦寐以求的导航方式。

置在仪表台上方就可以了。不过，根据新交规，不能有物

就像玩极品飞车那样！

品阻挡挡风玻璃的视线。因此这种画面投影算不算违法还

在科技发展的今天，这东西已经有了。瑞典的

不得而知。

WayRay公司开发了一个叫做Navion的投射导航设备，
直接将导航信息“绘制到”挡风玻璃上。
驾驶员可以通过语音或手势来操作。通过手势来操作
的时候，直接在方向盘上摆动手势就可以了，Navion能
自动识别是正常的操作方向盘的动作还是在操作导航。
Navion自带一个手机App。除了导航信息之外，手
机上的其他消息，比如来电或者短信都能投射到挡风玻璃

延伸阅读
据目前了解的信息，该设备名称为Navion全息投射导航，由厂商
WayRay研发，开发进度还停留在产品原型的进度。暂无购买方式。但产
品如果实现，将会受到使用者的广泛欢迎。有Geeker说：“开车时无数次
脑补游戏或者科幻电影里的画面，希望有一天能真的用在我们的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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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ｌｄＶｉｅｗ－３卫星影像生成的ＤＥＭ
误差可控制在１５ｃｍ以内

影像数据是PhotoSat处理过的最高质量的卫星影像数
据，”PhotoSat公司总裁盖瑞·米歇尔（Gerry Mitchell）
说，“在这次测试中，从WorldView-3提供的立体卫星影

【 3 s N e w s 讯 】 3月25日，PhotoSat公司宣布通过对

像中提取的数字高程模型，比高精度的LiDAR高程网格还

DigitalGlobe公司30cm分辨率的WorldView-3卫星生成

要精细15cm。这项结果使得卫星高程测绘得以在工程设计

DEM（数字高程模型）后，证实该卫星的标准误差可以控制

及建筑领域获得更广泛的应用，并在冲积平原监测等领域

在15cm以内。

与LiDAR和高分辨率航拍测绘直接竞争。”

PhotoSat利用从WorldView-3提供的立体卫星影像中

DigitalGlobe公司垂直细分产品经理肯扬·沃(Kenyon

制作的0.5mDEM，与加利福尼亚东南部的0.5m高精度激光

Waugh)说：“PhotoSat已经证实了我们可以获得误差在

雷达（LiDAR）高程网格进行对比，测试结果显示，前者

15cm以内的高程数据，这个结果是惊人的，这甚至超出了

比后者的精度还高5cm。测试区域的面积为88平方公里。

我们的预期。利用这些高程数据产品，用户可以在石油、

利用一个单一的地面参考点， 标准误差（RMSE）高程精

天然气和矿产领域发挥我们真正的优势，节省50%的成

度可以达到15cm。目前WorldView-3卫星的精度误差研

本。”

究已经公布在PhotoSat网站上。
PhotoSat制作的数字高程模型早已利用到多个领
域，例如石油、天然气和矿产方面的工程师将其作为一种
经济高效的方式来替代地面测量和机载激光雷达测量。
WorldView-3的卫星影像可以让PhotoSat提供最高质量的
地形数据。
“DigitalGlobe公司的WorldView-3卫星提供的

6

Ｇａｒｍｉｎ导航仪新增虚拟现实功能
监测道路信息

延伸阅读
DigitalGlobe公司是全球领先的高分辨率地球影像和地理空间解决方
案提供商，它也是全球首家能提供30cm分辨率的商业卫星影像的公司。
PhotoSat是世界领先的卫星高程测绘服务提供商，服务于能源、矿业及工
程行业客户。其先进的技术可以制作全球精度最高的卫星地形图。这种工
程质量数据可以在能源和工程项目的各个阶段缩短测量时间并消除测量延
迟。目前在公司网站上多个精度研究数据可供参考。

通过监测汽车前方路面和交通标志来提供音频和视频“预
碰撞”和“偏道”提醒。Garmin的“Real Vision”功能能
够显示前方路面的虚拟现实场景，让用户能够准确知道他

【腾讯数码讯】尽管最新Garmin便携式导航设备增加了多

的行车路线和情况。

项实用功能，但是消费者的兴趣似乎在下滑。于是Garmin
为其设备融入新的高科技，创建一种全新NuviCam。这家
公司表示，这将是第一款具备摄像头和先进提醒功能的卫
星导航系统，可以让司机在驾车过程中保持“清醒”的大
脑。
NuviCam配置了6英寸双指缩放Garmin 便携式导航设
备，并在背部配置高分辨率摄像头。摄像头可以记录前方

延伸阅读

路面上持续的视频反馈，当启动传感器监测功能时，摄像
头就会立马捕捉这种“时刻”，GPS记录速度和地理位置
信息。
幸运的是，交通事故毕竟是不经常发生的。不过，
NuviCam 向用户提供了一种基于摄像头的司机辅助功能，
6

NuviCam的主要功能还是提供全程语音导航以及终生地图和交通数
据更新。基于顶级的Nuvi硬件， NuviCam还支持Garmin“智能手机链”
（Smartphone Link）整合，道路指示以及鸟瞰图浏览等。司机还可以配置
Garmin 无线倒车摄像头，倒车时就可以通过NuviCam 显示屏来查看车后
路面情况。

N
7

俄罗斯联邦航天局计划将
遥感数据商业化

资讯聚览 2015.NO.2
ews center

遥感数据商业化的任务将交由俄罗斯经济发展部来完
成，并将会在未来两个月的时间内公布并实行一系列的可行
性方案。据瓦列里介绍，俄罗斯联邦航天局已经形成了以国

【中国网讯】据俄罗斯媒体近日报道，今年1月俄罗斯公

际市场价格为基准的卫星图像价格政策。但是考虑到俄罗斯

布了关于改组俄罗斯航天局，将其变成国有企业的决定。

在此领域还是第一次尝试，因此联邦航天局会以低于市价的

据透露，改组将于7月1日正式完成，而在改组之后，俄罗

方法来吸引消费者。

斯联邦航天局计划将从宇宙航天器中获得的遥感数据投入
市场进行买卖。
联邦航天局行政管理部副部长瓦列里在Satellite Russia

延伸阅读

会议上表示，目前航天局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保证国家所需要

在我国，前几年民用卫星遥感数据基本都出自国外企业，国内企业要

的航天数据的任务。因此下一步，就是将从俄罗斯航空飞行

用这项服务，必须花大价钱购买这些数据。然而随着我国遥感卫星的密集

器中获得的遥感数据投入市场，从今年开始进行航天数据以

“上天”，遥感数据不论在精度还是在价格上都有了优势。2014年8月，

及图像的交易活动。改组成国有企业的联邦航天局拥有更多

国家发改委、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发布《国家地理信息产业发展规划》，
预计年均保持20%以上增速的地理信息产业，到2020年总产值将超过

的人力资源和数据资源，这为他们将数据投放市场提供了可

8000亿元；并特别提出要推进遥感数据的商业化开发。国产卫星遥感数据

能性。

商业化也同样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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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智

有了北斗导航
在景点转悠不怕迷路了

能导航搜救终
端及其区域应

【成都商报网讯】近日，九寨沟管理局与“导航定位芯片

用示范”项目

与终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联合承担的国家科技支撑

是国家科技支

计划项目“智能导航搜救终端及其区域应用示范系统”成

撑计划的重要

功通过了科技部组织的项目验收。通过该系统，九寨沟景

任务。“北斗

区将成为“智慧景区”，实现全方位数字化管理。北斗导

导航定位”是

航定位，正是其中应用的一项技术 。
九寨沟景区很大，因此许多游客去游玩时，通常都是
走观光车行驶的固定路线，对导游十分依赖。不过，今后

以我国的北斗卫星为核心的导航终端技术创新。未来，这
一技术和模式还将大规模推广和应用到其他景区和旅游场
所。

只要下载一个叫“乐行九寨”的APP，就能景区内全域导
航，再也不怕走丢了。
北斗导航定位的技术，就应用于这款APP中。打开软
件中的地图，自己置身于景区何处，马上一目了然。点击
你想去的任意点位，系统马上可以显示距离并规划出路
线，进行实时导航。记者打开导航地图看到，地图十分精
细，连何处有厕所、餐厅、车站，甚至“滚石危险”的路

延伸阅读
据悉，这一项目于2011年6月正式启动。除了北斗导航定位，项目中
还将北斗短报文通信、3G移动通信、智能位置服务等多项技术相结合，
研制出一系列终端。这一系列终端，包含高精度环境监测、管理型智能导
航、节点定位服务、指挥型智能搜救等面向旅游行业的功能。投入景区应
用后，将实现景区的智能化、数字化全面管理。也就是说，这一系列终端

牌都标示得清清楚楚。不过，导航仅限于九寨沟景区范围

应用于九寨沟之后，景区工作人员的统筹、车辆调度、安全防卫与搜救、

内。

景区卫生管理等方面都将采用数字化管理，效率将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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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执法应考虑遥感技术支
持
【人民政协报讯】
大气污染治理既要
用法律、行政和经
济手段出重拳打攻
坚战，也要布置和
安排打持久战的技

术手段：从国家层面继续组织跨领域的科研机构对雾霾成
因、PM2.5和PM10含量与各污染物排放量及各种气象条

现象，建议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加以彻底解决，即以高光谱
探测器为载荷，卫星遥感、无人机和飞艇等低空飞行器检
测、地面重点区域固定监测点相互配合并结合现代通信技
术，构建空间、空中和地面三位一体的空气污染源实时监
测系统，以对重点区域实施大面积的污染源实时监测，为
环保执法提供技术支撑。
延伸阅读
相关技术治理建议还有：一、作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重大科技专项，
建立由地面固定监测点，飞艇空中监测站、空中无人机遥感和卫星遥感三
位一体的京津冀地区空气污染源实时监测网，并利用现代通信技术建设京
津冀大气污染源实时监测、执法和指挥控制中心；二、突破局部利益和部

件的关系、环境对排放的承载容量等进行科学深入的定量

门利益藩篱，由环保部组织遥感探测、环保和气象等方面的专家组成独立

研究，源解析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并发布国家权威的定

的专家团队，论证“大气污染源实时监测系统”，提出顶层需求，并进行

量研究报告，指导有针对性的长期大气污染治理措施，杜
绝由于部门和行业利益发布一些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
针对企业偷排、地方政府保护、环保部门存在不作为

10

系统方案论证，发布系统建设需求指南；三、结合科研投入体制改革，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发挥国营和民营科技企业各自优势，研
发出实用有效的“大气污染源实时监测系统”，服务于大气污染治理的持
久战。

ＯＧＣ发布智慧城市空间信息框架
白皮书

【中国测控网讯】随着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我们迫切需

白皮书的主题包括移动位置通信的开放标准、三维城

要用技术手段将城市系统、数字系统以及人类系统更好地

市模型、建筑信息模型、室内导航、增强现实和传感器网

整合，使城市得到可持续发展，并有足够的能力应对迅速

络。此外，白皮书还为智慧城市系统架构师深入介绍了

增长的城市人口。根据联合国的预计，到2050年，城市

XML和RESTful程序设计，两种不同的编程方法都是与

居民数量将达到全球人口数量的66%，而目前，这一比例

智慧城市规划相关的。

是54%。
在这种背景下，智慧城市应运而生，并且已经走向实
践。智慧城市投入运营，将会产生海量的城市信息，如何
组织这些信息并提供服务是人们面临的挑战之一。在众多

OGC是一个国际性的联盟，成员数量超过500个，包括企业、政府机

的解决方案中，位置信息被认为是能加以利用的主要方

构、研究机构和大学，这些成员就发展公共可用的地理空间标准达成了共

法，但在此之前，还需要有相应的标准能确保位置通信的

识。OGC提出的智慧城市空间信息框架以CityGML、IndoorGML、Moving

有效性。
认识到这一点，开放地理空间信息联盟（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OGC）最近发布了智慧城市空

8

延伸阅读

Features（搬移特性）和ARML2.0（增强现实标记语言）等开放标准为根
据，将有助于智慧城市项目的不同参与者，包括其他标准开发组织、研究机
构、供应商和政府组织。在这本白皮书的附录部分，同样也列出了OGC参与
其他智慧城市标准制定的活动。OGC首席工程师，乔治·帕西瓦尔（George

间信息框架白皮书，制定了与空间信息通信有关的、新的

Percivall）是这本白皮书的作者，同时他也是ISO/IEC JTC 1/SG 01智慧城市

开放标准框架。

研究组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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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排水、燃气、电信、电力 ...... 各种地下管网交错复杂！
纸质图纸、CAD 电子图、普查数据 ...... 各类管道数据纷繁多样！
巡检全靠老员工的“活地图”
，具体位置靠推测，管道濒临破损边缘确无人知晓，
第三方施工破坏屡见不鲜 ......
管道安全刻不容缓！
本期特别报道关注城市地下管网信息化建设的多种问题 ；建立数据管理更周全、
数据展示更直观、管道监管更科学、应急处理更迅捷的信息化管理系统 ；分享供水、
燃气等企业 GIS 系统建设经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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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深入应用，铺筑地下管网
的未来
■ 采访│ 董慧 李春阳 撰稿│董慧

6 月以来，我国南方多省市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江西、

地下管线事故都要搜集起来，做分析统计，我国目前还没

浙江等地局部地区遭遇暴雨。暴雨带来的城市内涝，排水

有建立这样的信息统计制度。所以做地下管线信息化工作，

不及时，已经成为许多城市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这与地

要支撑、防止外力破坏地下管线。目前，包括所有软件开

下管网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地下管网是一个错综复

发商开发的相关系统，将资源管理和应用混在一起，一个

杂的地下王国。一个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不只体现在看得

系统应用于多个用户，都是围绕数据管理，没有围绕解决

见的高楼大厦，更体现在我们看不到的地下设施。城市日

问题而开发系统。如何利用这些信息来解决第三方破坏地

益发展，管线的发展就会日益密集、复杂，可是如果不能

下管线问题？目前做的很少。”

科学规划、妥善管理，这些管线可能带来麻烦，甚至产生
危害。

“地下管线存在的第二大问题，城市内涝。虽然每个城
市由于暴雨引起的内涝问题可能有很多理由，但大部分都

地下管线管理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目

是和地下管线有很大关系的，暴雨时，新老城区的排水系

前我国的地下管线管理信息化水平还参差不齐，存在各种

统对比是非常明显的。这里面涉及很多系统的问题，内涝

不同问题，如何利用信息化技术提升管理水平，实现真正

与排水管线有关系，我们的排水系统合理不合理，排水管

的分析决策，建立共享服务，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

线养护到不到位，排水系统和地面水系匹不匹配，泵站的

走访了地下管线专家江贻芳总工程师，请他谈一谈目前我

数量，进水口的设置，都有关系。管线的基础信息是支撑

国地下管线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分析的前提。基础资料，包括排水系统脉络，排水设施分布，
地表水系，地面高低起伏，人口数据等等，这些数据叠加

不围绕问题导向做的应用系统不是好系

起来，很容易分析出哪一块排水系统需要优化，哪一块需
要做截污纳管。城市管网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处理也要分

统

优先级，管理学中的八十、二十原则，就指出很多问题是
我国地下管线信息化建设最早开始于 1994 年，其发展

由这 20% 的原因引起的，到底哪些是主要原因，原来很多

和计算机软件、GIS 发展水平一直息息相关，截止 2011 年，

城市都在做的内涝防治计划，要在两三年内彻底整治内涝，

全国约有 250 个城市开展了地下管线综合信息化工作，近

但结果是很多城市的防治工作仍不见起色。原因就是没有

几年新增城市的增速比过去快的多，从各个相关普查可以

经过科学的防治，没有用数据来做决策，没有用数据来指

看出，现在已有 300 多个城市已经或正在做其地下管线综

导城市内涝防治施工。”

合信息化。
从整体来讲，地下管线信息化也面临着许多问题。江

“这些年国家也发布了很多地下管线信息化建设相关文
件，1998 年住建部发表加强城市地下管线普查通知 ；2005

总工谈到，“一方面，我国的地下管线信息化水平层次还比

年，住建部颁布城市地下管线工程管理办法；2014 年 6 月份，

较低。做信息化工作，一定要解决城市的一些问题，我们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

的城市地下管线究竟有哪些问题？据中国城市规划协会统

指导意见》，提出了‘2015 年底前，完成城市地下管线普查，

计，除了部分管网年久失修等原因外，全国各类地下管网

建立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的目标任务。我国城市的地下管

事故，有一半以上是因为第三方施工，不明地下情况造成的，

线普查都是围绕这些相关文件开展的。2005 年以前有 11、

每年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 450 亿元。在美国，每年的

12 个城市在做，2005 年以后，每年增量 20 多个，这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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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贻芳，高级工程师，国标委智慧城市专家咨询组成
员，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委员会委员，中规协地下管
线专委会专家委副主任。

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的地下管线工作主要是满足上级要求
来做的，在解决城市实际问题上还做的不足。信息化的核

过了几年需要再做一次。”
“共享程度低，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管线共享是大势所

心是应用，现在的地下管线信息化系统普遍水平还比较低，

趋。第一，共享不一定在线，在线涉及涉密问题，涉密信

应用不足，没有围绕问题导向来建设系统，是未来要解决

息共享了也没办法使用。第二，我国很多部门都是条状管理，

的重要方面。”

跨部门协调是很难的，导致信息共享也变得艰难。”
其实，我们现在都在讲大数据，在地下管线领域，很

数据更新不及时，共享程度低，呼唤深
层次应用
“地下管线信息化面临的另一方面主要问题，是资源数
据更新不及时，同时共享程度低。2012 年的相关调查显示，

多东西都需要深层次应用，这种应用可以由浅入深，逐步
实现。以黄岛事件为例，利用普查数据可以分析出管线和
建筑物的安全距离是否合适，管道本身之间的安全距离够
不够，管道的搭接情况如何，如何能利用相关信息来做事
前分析，也许事故就不会发生。

全国 251 个开展地下管线信息化的城市，大概有 80 个城
市是第二次、第三次做这项工作。这主要是因为历史数据
没有及时更新。因为应用不推广，更新驱动力不足。同时

职责明确，才能有效开展信息化工作

也没有相应部门监督，导致很多城市做过一次信息化以后，

供水公司有自己的供水管网，燃气公司有其燃气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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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通信等等行业都有其相应的地下管线，从单个企业或

果。”

行业来说，其信息化发展水平是相对较高的，然而我们关心
的是整个城市的地下管线管理信息化存在着监管不力，应用
水平低等一系列问题。江总工说道，“很多城市目前的情况顶
多是个数据管理系统，资源管理都没做到，因为资源可以转
化为价值，才称得上是资源。现在许多系统都是些杂乱无章

建立事故分析制度，法制化管理，国外经
验值得借鉴
国外开展地下管线信息化管理的水平较高，有些经验也

的东西放在一个数据库里，当需要相应数据时，找起来还是

值得我们借鉴，江总工谈到，
“第一，国内叫科普，国外叫宣传，

比较困难的。”

大众宣传上，国外做的比较好，对大家进行这方面系统的安

“而目前管线的综合管理，首先要定义什么是综合，弄清

全教育，值得我们借鉴。第二，国外建立了整个信息搜集机

楚边界。例如北京市把很多部门的职责理清楚了，但全国很

制，建立了事故数据库，每一起事故都要分析原因，最后通

多城市涉及管线的部门到底有哪些职责，还没理清。理清楚

过全国几十万个甚至上百万个数据来做统计分析，这样就知

才能定方案，否则出了事故还是找不到责任人。其实，单一

道哪些政策、法规需要修订，因为是基于数据分析的，修订

部门目前的职责是明确的，问题出在混在一起的职责不明确。

也是合理的。国外就是以这些数据为依据来修订法规、政策，

比如，一根管线埋设的具体位置，排水公司按照规划部门的

包括标准修订。国内很多东西没有响应的数据，做决策的时

路由去埋设管子，但埋不下去时，责任是谁的？我们国家的

候没有依据，科学性不强，与国外有很大差距。第三，法制

制度还要再去走流程，工程进度就受到影响。现实情况是不

化程度差异，国外的相关法律很细化，违法成本也是很高的。

允许的。”

例如，在国内，可能有的管线的开挖者是几个农民工，挖坏

“由此可见，只有职责明确了，信息化工作才能有效开展

了可能人就找不到了，这时候也不可能把具体施工单位的执

下去。以全国各地的规划局和承建档案馆为例，承建档案馆

照吊销，最后还是惩罚力度不够，可能造成问题再次发生。

应该负责什么？首先管线的信息管理，管线的信息和档案管

第四，整个职责比较清晰，我们国内的职责还比较模糊。”

理，要保证这方面资源管理做到位 ；同时，社会上使用信息
的用户很多，但并不知道承建档案馆有这些信息，管线信息
虽然不能对外，但可以做成目录，把管线信息资源目录对社
会发布，让社会大众知道档案馆这里有管线信息资源，这个
资源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可用程度是什么样的，可共享程度，
收费标准等等，要让社会知道，谁需要这个信息都可以来查阅。
这样就明确了承建档案馆等部门的责任。”

充分发挥GIS的分析能力

永远站在用户的角度考虑问题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了“互联网 +”
，
江总工认为，“这并不一定是要所有的行业都和互联网关联起
来，而更多的是要鼓励创新，创新的前提就是思想创新。在
互联网领域，目前我国的法律也不够健全，但互联网企业所
有的立脚点都是用户，围绕用户来体现自身价值。在 GIS 与
地下管线管理结合的这个领域，我们也应该站在用户角度考
虑问题，解决他们的核心问题。GIS 企业也会走入一个新常态，

GIS 最大的能力是分析能力，现在很多城市用 GIS 系统

自然的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往这方面走。如果我们像德国的发

做数据管理，但真正发挥其强大的数据分析功能还做的远远

展一样，其创新来自于很多小企业，每个企业解决一个市场

不够。江总工在地下管线信息化领域从事多年研究，他也给

上关心的核心问题，那么我们的企业也会越来越多的发挥自

出了自己的信息化建设意见，“其实在做信息化建设工作时，

身价值，体现自身优势。”

资源采集来了，可以先规划后评估，已有的管线，查出不符

面对地下管线管理信息化建设的这些问题，也许技术已

合规范的，例如对建筑安全有影响的，危险管线搭接情况可

经不是主要问题，更多的问题在于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同时

以很清楚的知道，同时混接管线、截污纳管如何规划，哪些

进行法制化建设。城市里，第一要建设资源管理系统，将资

污水管直接对城市水体排污，都可以知道。城市管网的改造

源动态管理起来 ；第二建立目录服务系统，对外发布，让社

计划怎么来，不管哪一类管网的优化，包括管网的扩容，都

会用户知道具体有哪些内容 ；第三，建立数据交换标准，活

很清楚了以后，接下来做什么？对于开发单位，其研究要始

用各种资源。其他的各种应用都是基于这些的，再拓展其广

终走在前面，研究是围绕问题导向来研究的，而不是做理论

度和深度，永远站在用户角度解决第一手问题，地下管线管

研究。开发单位应避免同质化竞争，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理信息化才能达到一个新的应用水平。

结合管线领域实际问题做研发，最终落地了才能达到应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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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燃气：

GIS操盘信息化管理系统
■ 采访│ 董慧

撰稿│董慧

张世宝，合肥燃气集团信息规划部经理，主要从事燃
气企业信息化规划、建设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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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张图上直观掌控燃气管网整个空间分布，实时掌

目前，在巡线系统使用以后，整个第三方破坏比例也已经

握门站、调压器、管网的气量、气压及设备运行状态，外

明显下降了。另一方面，巡线系统对于抢险指挥也有重要

业巡检、养护、检修、工程等人员的工作情况……这也许

意义。一旦管网出现问题，需要及时抢险，抢险本身需要

是每个燃气企业都希望能达到的燃气运营信息全面掌控状

对某些阀门进行关闭，利用系统的爆管分析等功能，就能

态。目前我国的燃气企业信息化建设，离这个“状态”有

够快速确定最小的封闭区域，指导抢险人员迅速定位阀门

多远？还有哪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信息化，特别是 GIS 应

进行关闭，从而快速进行抢险 ；通过区域分析，也能确定

用，到底为安全生产、运营带来多少便利？从合肥燃气集

受影响用户，通过短信提醒通知相关用户。总体来讲，巡

团的燃气管网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可以窥见一斑，“智慧燃

线系统对于管网运营安全是一个很好的支撑，提供了一个

气”如何改变传统行业面貌也一点点呈现出来。

有效的手段，提高了整体管控水平。”
2015 年，合肥燃气还将利用 MapGIS 开发工程施工

巡线系统助力安全运营
走进合肥燃气集团，井然有序的工作场景给人以深刻
印象。而这背后，是其多年来扎实的信息化建设铸就的有
序管理。信息规划部经理张世宝向我们介绍道，“合肥燃
气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 1982 年，是集天然气储配与销售、
燃气设计、管道安装、燃气器具制造于一体的大型燃气企

管理系统。通过与手持移动设备的结合，更加方便地进行
工程信息采集和汇总，直观展示工程区域分布，动态显示
工程的实施情况，实现对工程现场管理的可视化监督，有
利于工程建设管理部门全面、及时地掌握工程进展情况，
以实施有效管控。从工程施工开始，就通过系统对整个管
网建设情况进行有效管理，如果以后出现问题，可以很快
的从施工材料中找到源头，有效管理。

业。三十多年来，燃气事业实现了迅猛发展。目前，已拥
有 41 亿元总资产，1500 多名员工，燃气民用户突破 110
万户，工业、公建和商业用户已逾 4600 户，燃气管网建
成 4300 多公里，管道天然气供应规模和城市气化率在安
徽省城市供气行业中排名第一。而集团也一直把安全生产、
运营放在第一位，对于燃气管线管理有着非常高的要求，
利用信息化手段，防止燃气泄露等危害的发生。”
“对于整个合肥燃气的信息化管理建设进程，集团也
有着清晰的规划和目标。第一，摸清整个地下管网的分布
情况，包括材质、管壁压力等等 ；第二，基于基础数据，

工程项目管理

对地下管网进行有效管理，初期实现管网精准定位，一旦
出现问题可以及时抢险。在 2013 年，利用 MapGIS 开发
了管网巡线系统。一方面，巡检人员通过巡线系统开展巡
检工作，巡检线路更有针对性，提高了工作效率。以前的
新巡线人员不清楚管线的具体位置，常常需要老员工长时
间传、帮、带以后才能开展工作。现在通过智能巡线系统，
能够弥补不同员工的认知，新员工利用手持终端的指导，

GIS分析带来的业务提升
燃气和水一样，它的分布和空间有很大关系，包括对
用户的服务，管道压力等等，都是和空间密切关联的，用
GIS 系统展示这些内容更具有直观性。同时，GIS 不同于

能够快速地熟悉地下管网的分布情况，不但不再需要老员

其他信息化工具之处在于它具备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比

工带，对于巡线也是非常便利的。相当于把老员工脑中的

如将 GIS 系统和客户关系管理系统进行关联，爆管分析后，

管网分布活地图移植到智能终端上，更准确的传承下去。

可以确定哪些用户受到影响，直接短信给用户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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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服务水平。

网接通，过去要靠人工找到可能受到影响的用户，现在通

在城市地下管网管理中常常出现的管网数据更新不及

过爆管分析的辅助功能，自动制作出整个停气方案。过去

时，应用推广不到位等问题，在合肥燃气管理系统中并不

靠人工可能出现的遗漏，现在软件本身就能分析出来，且
保证了方案的准确性。不单是抢险，维修、检修，都可以
用这项功能制定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存在，张经理说道，“我们的系统绝对不是花架子，而是落
到实地的应用，管网的跟踪测绘、竣工资料的测绘审核等
一套完整的业务流程保证了整个管网数据库动态更新及时、
信息准确完善，准确的数据有力地保障了管网维护、抢险
指挥、巡线工作的顺利开展，这些工作的顺利开展反过来
对管网数据的准确性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形成了一个良
性循环。”

多系统融合，加强移动应用
未来，合肥燃气信息化管理系统还需要在两方面加强
建设。“一是多系统的融合。将燃气企业的各业务系统进行
有效集成，实现系统间的信息交互与共享，避免形成信息
中低压爆管

孤岛。通过整合各业务数据，可以进行跨业务的综合管理
与空间分析，实现面向燃气企业宏观层面的综合运营监管、
调度指挥决策，发挥综合效益，有效提升燃气企业的综合
管理效率与社会服务水平。这也是大数据的一个应用方向。
GIS 系统与 SCADA 系统、CRM 系统等的融合，可为不同
系统提供统一的空间分析平台，能为用户提供更有效的服
务进行指导。如将 CRM 系统中用户的报修抢险信息，通
过 GIS 系统进行分析、空间展示，发现空间分布的规律，
对于经常报修的区域，可以分析原因，制定解决方案，进

偏差分析

行提前处置。我们目前在进行初步应用，融合的深度还不够，
未来要加强。”

从 2009 年， 合 肥 燃 气 基 于 MapGIS 平 台 初 步 建 立

“二是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包括巡检系统的进一步完

GIS 系统，针对整个合肥燃气 3000 多公里管网通过建立

善、移动抄表、移动工单等的应用。现在移动终端设备成

燃气管网数据库，实现燃气管网的数字化管理 ；2009 年—

本在下降，处理能力在提高，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在增

2010 年期间，集团主要针对燃气安全运营，利用系统专业

多。巡检人员发现问题在现场可以直接将相关事件情况发

分析功能，进行全区域的管网分析，形成全面的应急事件

回总部，总部人员可及时了解情况，安排处理，提高了沟

处理机制，同时结合系统实现区域性的管网改造，进一步

通效率。对于用户报修，派工人员可在线查询附近维修人员，

提升了管网的安全运营 ； 2012 年，基于 MapGIS 建立燃

进行直接派工，提高为用户服务的响应时间。这一切体现

气综合抢险平台，实现了应急事件的流程化处理机制，实

了管理方式的转变，体现了现代信息技术给管理带来的便

现抢维修人员、车辆的快速有效调度，提高事故抢修效率，

捷，是“互联网 +”的具体应用体现。目前我们正在进行

有效保障燃气的安全运营 ；2013 年，基于 MapGIS 建立燃

基于移动互联网和 GIS 系统的燃气工程施工管理系统的开

气管网巡检系统，实现了整个巡检业务流程的管理，提供

发，我们相信该系统会给燃气工程施工质量的提高提供有

流程化、高质量的管网巡线保证了管网的安全运营，提升

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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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供水：

充分发掘GIS潜力，
服务企业管理
■ 采访│ 李春阳

撰稿│李春阳

2014 年 12 月 12 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
干线全长 1432 公里，年均调水量 95 亿平方米，沿线 20 个大

管网运行维护部门移交纸质竣工验收资料再由 GIS 录入，
效率低且业务重复。”

中城市及 100 多个县（市）受益。历经半个世纪，南方的江

“三是 GIS 系统自身的软件生命周期，系统使用的

水终于得以北上，为北方“解渴”。然而，调水之后，能否就

数据量大，维护不便等很多问题都出现了。急需对系统

能“高枕无忧”？事实显示，我国水资源低效使用、跑冒滴漏

做出改变，以适应企业业务发展和管理变化的需要。”

等浪费现象非常严重。最近调查显示，中国城市供水管网漏损

“随后，我们走访了全国很多地区，借鉴各地水务工

率达 15% 以上，相当于两年就能达到一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作信息化发展经验，同时又结合桂林市的实际情况，终

的损失量，保守计算，如果漏损率能降低 10 个百分点，即可

于有了自己的思路和方案。我们认为基于 GIS 的管理系

节水至少 52 亿立方米，相当于 2000 多个昆明湖的水量。

统，在水行业，是一种重要的工具，是整个企业信息化

那么，居高不下的供水管网漏损率，到底应该如何降低？

的基础管理平台，能为企业实现多种服务、应用。”

完善供水管网数字化管理平台究竟会对降低漏损率起到哪些

“为此，桂林水司成立了专门的地理信息中心（简称

作用？在水利资源丰富的桂林市，桂林市自来水公司通过自身

GIS 中心），先打造了一个供水 GIS 的共享平台，将原有

对于 GIS 平台及信息化工作的重视，保证数据现势性，同时

的管网情况进行普查，补缺删错。我们还增加了水表集等，

引进“数字城管”等系统建设思路，正大刀阔斧的推进其水务

将属性完整化。基础 GIS 平台也可以为营业收费等其他

工作信息化建设，取得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成绩。

系统开发服务。在全国，桂林水司是第一例利用 GIS 提
供标准地图服务平台，来为其他系统调用、使用的供水

成立GIS中心，服务其他系统
桂 林 市 自 来 水 公 司 供 水 管 网 地 理 信 息（GIS） 系 统 从

公司。”

保证GIS数据的现势性

2003 年开始建设，到 2005 年 3 月通过建设部十一五科技攻
关项目验收。当时项目数据的完整性和对公司管理的适应都是
比较匹配的，但随着城市供水管网的迅速扩张以及供水户表工
程的迅速推进，GIS 系统的数据维护管理更新不及时和业务应
用不够深入，制约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GIS 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 GIS 数据，保证
GIS 数据的现势性是决定系统成败的关键。在这方面，
桂林水司也做了多方面努力，保证了管网数据现势性。
李主任也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GIS 系统管辖的数据主

2013 年企业对现有 IT 系统进行了分析和评估，GIS 系统

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管网设备的地理信息，一类是管

应用情况存在几个问题。信息中心主任李新华介绍，
“一是在

网设备的属性信息。当城市供水管网完成建设后，设备

业务处理和数据更新方面存在很明显的脱节。比如在管网的运

地理信息变更较少，但是设备的属性信息是经常性更新

行维护管理方面，阀门更换、水表更新等等，仅水表数量就从

的。为了完善 GIS 数据更新问题，我们希望是在业务更

4 万多块增加到 40 多万块，变化非常大，而整个系统的数据

新的同时自动实现 GIS 属性数据的更新。现在的做法是

更新滞后于公司业务发展。”

任何一个在 GIS 系统中受益的部门，都要在业务变更的

“二是数据更新维护管理机制落后。虽然企业有自己的数

时候进行 GIS 信息数据录入，这样很多数据就都在 GIS

据维护更新业务流程，有自己的外业测绘队伍和内业录入人

系统上自动流转和更新。不管是营收系统，还是调度系统，

员 ；但是数据维护流程无法与公司业务发展现状相贴合，由

所有系统都基于 GIS 进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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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华，桂林自来水公司信息自动化管理中心主任

“目前公司通过建立供水管网巡检和养护系统，实现现
状管网的现势性修复。通过计划性的巡检，检查管网设备
的状态，对 GIS 系统中记录的管网与现实情况进行一一核

属性数据。管网数据维护的主角，并不是 GIS 中心的人，
而是使用数据的管理部门。”
“同时还建立了基于 GIS 系统的客户新装管理系统和

对，做到信息实时更新。同时在巡检过程中出现的维修养

管道工程管理系统，这些系统都是横跨公司所有部门的。

护工程，通过手持 PDA 进行管理，工程的费用、图文信息

相当于把企业内部管网管理的业务流程回炉再造，无论是

都记录在系统，由 GIS 中心确认最终变更后自动更新管网

巡检养护的项目，还是户表工程的项目，亦或管道工程这
17

S

特别报道 2015.NO.2
pecial Report

样的大项目，改造升级中都要进行实时更新。所有对管网发

网格化管理使管理更加精细，与地图的整合，也快速的

生变化的事件，都要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来管理。从目前的情

提高了管理效率，提升了信息化水平。趋于完善的管理体系，

况来看，桂林水司现在数据的现势性都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也会减小漏损率，提高水司的经济效益。

以前还需要 GIS 中心的人跟进录入，造成工作上的重复，
人力资源浪费。现在的管网施工管理全部信息化，不再需要
人为的管理和干预。”

灵活应用网格化管理及部件管理
在“数字城管”领域，网格化城市管理已不再是新模式，
北京市东城区就利用“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法”和“城市部件
管理法”相结合的方式，在城市管理中运用网格地图的技术

抄表网格管理子系统

思想，实现所辖区域全时段监控。而在供水企业，应用这种
管理理念的还很少。桂林水司结合其业务特点，运用网格化
管理思路，建立起了相关业务系统。李新华主任说道，“当

加强GIS应用深度，实现数据整合，拓展
移动应用

管网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维护管理都会产生很多问题，原有
管理模式需要改变，以适应新的变化。在客户服务管理平台
建设中，我们首先在抄表系统中实现了网格化管理。水表是
水司的生命线，是营业收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桂林水司，
目前大概有 40 万块水表，1200 多个册本，抄表员有 60 余
人。这 1200 个册本在 GIS 上划分成了 1200 个网格，5 ～ 6
块表关联在一个水表集（表柱或分配器）上，每个水表集都
有唯一的地理位置信息。每个网格里会有 40 ～ 60 个水表集，
把这些水表集连在一起，就可以指定企业的抄表计划，任何
抄表员进行抄表工作，都要按照这个顺序进行，每个抄表员
配备 PDA 设备，具有 GPS 导航功能，这样可以显示抄表员
的 GPS 轨迹和实际路线，进行可视化的管理。实现表务工
作的网格化。”
“水表是国内所有水司管理的最好的部件，要将网格化
管理理念应用到管网管理的其他方面。网格化管理很重要的
一部分是划分责任网格并确定责任人。供水管网也有很多部
件，水表、阀门、消防栓等等，目前我们正在将阀门和消防
栓这两个核心部件进行网格化管理。我们将桂林市分成了四
个大的管理网格，再逐步细化为 600 ～ 800 个责任网格（巡
检计划）。每位员工每月要巡检的阀门和消防栓等，都很清
晰的在责任网格中标注出来，在巡检人员检查并进行反馈操
作后，系统自动标注不同颜色，这种现势性反馈，管理者可
以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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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系统全面升级改造到现在逐步实施投运，已经过去了
一年多的时间，桂林水司信息化建设还有很多具体的工作要
做，正如李主任所说，
“第一，目前的网格化管理要责任到人，
所有工作都工单化，从以前盲目巡街到如今巡检单个设备，
完成管网设备的状态评估，再调整后期的巡检计划，循序渐
进，这种精细化的管理模式解决了管理者的困惑。未来我们
还将依靠这些真实可靠的数据，建立供水管网数学模型，运
用到供水生产、调度、管网规划上。同时建立企业的数据仓
库，整合企业内部的各类业务数据，通过数据挖掘、数据展
现，实现企业的“一张图”管理，从“数字水务”进化为真
正的“智慧水务”。第二，拓展移动 APP 的应用，现在的移
动 APP 应用只满足一般的作业人员，目前公司抄表、巡检、
维护、工程管理、供水服务等业务都逐渐使用移动 PDA 设
备进行管理，但在管理层级还没有实现移动监控，PDA 程
序应可以针对不同人员设置不同权限，这需要在后期建设过
程中不断完善。同时移动 APP 的应用范围还要由目前的抄
表、维修、服务人员逐渐扩大到自来水水厂的运行值班人员，
水厂的技术人员以及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由实现自来水公司的信息化建设转变为建立一个信息
化的自来水公司”，这是桂林市自来水公司信息化建设的发
展目标和愿景，理念决定前进的方向和步伐，其信息化建设
会向着更快、更强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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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GIS 供水信息化解决方案
■ 文 │ 中地数码集团 市政事业部

轻轻点动手指，就能通过微信平台查询到自家水费账

中地数码结合领先的 GIS 技术及二十多年供水行业

单，甚至实现网上报修。最近，某地自来水公司推出了供

信息化建设的经验，以地理信息技术为基础，以数据库

水微信公众号，实施进一步的信息化便民举措。在这个微

技术、数据中心技术、通信技术等技术为依托，以城市

信号中，用户还可以支付水费、阅读用水知识、查询水质

基础地形图和供水管网数据为核心，面向供水企业运营

参数信息等。

现状和发展趋势，总结出 MapGIS 供水信息化整体解决

更好的便民服务来源于供水公司内部管理的信息化水

方案，深入供水企业日常业务，助力企业信息化建设。

平提升。我国城市供水企业从 90 年代初期就不同程度地

MapGIS供水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采用面向服务的

开始致力于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在长期的探索、开发和

体系架构（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简称SOA

应用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企业信息化的水平

架构）进行建设。系统各个供水管网业务功能以“服

不断提高。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国家信息化建设的推进，

务”形式提供给不同的业务应用，各功能之间是相互独

尤其是“十一五”期间，国家印发了《2006-2020 年国家

立的，以一种“松耦合”的协议机制来组合。基于供水

信息化发展战略》
，
“高起点的规划、高标准的建设、高效

综合信息服务建立的丰富的供水业务应用系统，可以提

率的管理、高质量的服务”已经成为城市供水规划、建设

供应用搭建和业务协同机制，支持用户对应用模型进行

管理与服务的“四高要求”
。采用现代化的技术和管理手

定义，并灵活配置、扩展系统，实现数据与功能共享，

段来进行供水管网规划和管理，使供水管网的管理工作步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供水客户与市场需求，使供水企业的

入定量化、科学化、自动化、现代化的轨道，已成为供水

信息化管理工作步入持续快速的发展轨道。MapGIS供

企业当前十分紧迫的任务。其中，利用 GIS 技术，形成实

水信息化建设思路如图2所示。

时在线的一体化数据管理平台，增强运营和监管能力，全
面提高供水信息化水平，也成为必要内容之一。

基于GIS的供水管网建设目标与思路

图1 MapGIS 供水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

图2 建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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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GIS供水信息化解决方案内容介绍

供水管网信息发布系统（B/S）
，基于 MapGIS IGSS
共享服务平台，采用 Flex 技术集成了大量的供水管网业

管网篇
供水管网GIS桌面应用程序（C/S），面向自来水公
司的专业管理人员，提供专业、强大的数据录入、数据
管理、数据分析、数据维护、系统维护等功能，确保数
据的完整性、正确性，为供水业务实现信息化管理奠定
数据基础（图3-5）。

务功能，并通过 MapGIS IGSS 共享服务平台丰富的系
统集成接口，实现与供水调度、水质管理、营业、热线
等系统的有效集成，使用户可通过浏览网页简单快捷地
浏览、查询、分析供水管网数据，实现管网信息的共享，
降低系统使用复杂度，提升用户工作效率（图 6-7）
。

图6 无缝接入在线地图
图3 CAD竣工数据自动建网

图7 设备统计柱状图

图4 三维地下管线

维护篇
从供水管网服役期的日常运维角度出发，严格遵循
不同业务的具体实施流程，实现了巡检、维修养护、检
漏等业务的自动化、信息化管理，解决了传统的人工管
理模式实施周期长、服务效率低下等难题，实现供水管
网的合理利用与科学维护，有效降低供水企业管理成本，
保障供水设备稳定运行。
巡检系统
供水管网巡检系统由巡检通（M/S）和桌面巡检系
统（B/S）构成，使内外业管理相结合，实现巡检工作的

图5 关阀搜索

科学化、规范化、智能化管理。基于嵌入式技术开发的
安装于智能手机、PDA 等移动终端的巡检通，用于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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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检人员在现场进行管网日常管理、属性普查、位置上报、

检漏系统

事件上报、任务查询与接收、数据同步等业务 ；巡检监

检漏系统提供管网空间信息、管网历史漏损信息以及

管人员利用桌面巡检系统对外业巡检工作进行实时监控、

爆管点信息的一体化管理方案，实现管网漏损数据的可视

管理、调度、指挥与评价。（图 8）。

化、移动化管理，有效辅助检漏人员准确定位漏损位置，
自动提示管网材质、埋设时间等属性信息，大大提高检漏
效率，减少漏损存在，保障水资源利用率。（图 10）
。

图8 巡检系统

维修养护系统
维修养护系统的任务来源于三来系统（热线系统）
和巡检系统上报的管网事件，实现对维修养护任务的信
息管理、实时监控、任务制定与分派、任务完成情况评

图10 漏水点事件分布

价等。规范维修养护流程：与“三来”、巡检无缝集
成，建立供水管网维修养护任务接收、立案、转发、处
理、核实、存档工作流程，并返回热线系统、巡检系
统，实现流程化供水管网维修养护管理，形成事故处理
的闭环；为维修现场提供信息支持：现场维修人员可通
过智能手机系统确定管道维修影响的范围，需要关闭的
阀门、停水用户、停水区域等，协助抢修人员进行施
工；提高现场抢修情况的动态监控力度：集成抢修现场
视频和抢修人员车辆GPS信息，在地图上直观展现事故

工程篇
工程管理信息系统
以供水企业工程管理流程为核心，基于 GIS 系统，建
立工程管理信息系统，对项目工程信息进行综合管理和辅
助决策，支持工程在线浏览、设备管理、报表汇总、资产
清算等的全面管理，实现办公自动化和现代化。（图 11、
12）
。

现场情况、抢修进展，实时控制抢修进度，科学合理调
度抢修力量，辅助制定抢修方案，提高供水事故抢修的
效率（图9）。

图11 第三方施工监督
图9 上报事件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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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供水信息管理系统
以二次供水设施（如居民小区泵房、水池、水箱、楼
宇管道等）数据为基础，结合二次供水数据管理与保洁过
程，实现对二次供水设施基础数据及业务数据的可视化、
信息化管理，提供二次保洁计划的自动生成与分派功能，
同时采用三维建模技术实现二次供水设施在三维场景中的
实时展示、管理与编辑，有效提高二次供水设施的安全运
行效率、二次供水水质及服务质量（图 14）
。

图12 工程管理系统手持端

运营篇
以MapGIS IGSS共享服务平台提供的先进GIS技术
为基础，立足供水行业，深入分析制水、供水、用水整
个运营过程，不仅提供抄表信息管理系统，实现自动化

图14 三维场景下的二次供水设施信息查询

抄表与用户用水信息的数字化管理，而且提供二次供水
信息管理系统与水质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对供水从源头
到龙头的一体化监管，保证城市饮用水的安全。
移动抄表管理系统
移动抄表管理系统由移动手持抄表设备（手持硬件
与手持抄表子系统）和手持抄表管理子系统组成。移动
手持抄表设备自动识别用户水表编号获取水表止码，及
时回传至抄表管理子系统 ；提供抄表管理、数据录入和
发送、未发送数据存储、上下班签到等业务功能。手持
抄表管理子系统通过回传信息进行用水量统计分析、漏

水质信息管理系统
水质信息管理系统，在统一管理基础数据、实验室检
测数据、在线监测数据等水质数据基础上，实现多样化的
水质信息查询、统计、分析及可视化展示，并结合 GIS 技
术实现水质超标数据高发区域分析、水质数据整合分析等
功能，如水质关联分析、水质对比分析、在线监测数据等
值线分析等，为海量水质数据的分析及供水安全保障提供
有力的支撑（图 15）
。

损率分析、人员绩效考核以实现对水量信息和抄表业务
的综合管理（图 13）
。

图15 基于电子地图的在线监测水质信息展示
图13 手持抄表设备与管理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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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管理篇
供水综合运营调度平台通过MapGIS IGSS共享服务
平台的服务接口将供水GIS系统与各业务系统进行集成，
实现系统的信息交互与共享。通过供水管网GIS数据和
各业务数据的整合，平台可以进行跨业务系统的综合分
析，实现面向供水企业宏观层面的综合运营监管、调度
指挥决策，从而提升供水企业的综合管理效率（图1619）。

图19 区域供水量分析

优势分析
MapGIS 供水信息化解决方案经过近二十年的发
展，具有较大的行业优势。与国内供水企业一起建设城
市供水管网信息化工程，积累了丰富的项目实施经验。
以“交钥匙”的模式为客户提供供水信息化解决方案，
包括设备采购、数据处理、系统开发、管理制度、质量
图16 水质监测

保证等一揽子解决方案，共同打造精品工程。系统成熟
实用，贴近供水业务需求。“智慧供水”解决方案包括
10大产品体系，涵盖管网管理、工程建设、综合运营、
客户服务、应急指挥等供水企业全业务流程。为近200家
供水企业提供了优质的信息化技术支持与服务。

社会与经济效益
通过建设供水管网GIS系统，可全面整合与集成供
图17 水压流量监测

水信息资源，全面掌握供水信息资源的类型、数量和更
新程度等底数，摸清城市供水系统的建设情况，促进各
部门资源共享，从而为供水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基
础，实现对供水信息资源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管理。同时
可实现降低管网漏水率，建设节约型社会。提高企业管
理效率。提高供水客户服务水平。增强供水企业快速反
应和适应能力。
经济效益方面，可以减少供水企业无收入水量，降
低产销差。提高抢修效率，缩短停水时间。减少因资料
不全造成的供水事故等，减少经济损失。

图18 漏水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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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GIS 燃气信息化解决方案
■ 文 │ 中地数码集团 市政事业部

燃气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不仅与自身的发展密切
相关，也与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燃气管网作
为城市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关系国家经济、
能源安全和社会服务的方方面面。

燃气管网智慧运作和科学管理，进而塑造燃气企业的良
好形象，提高燃气企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MapGIS燃气信息化解决方案，紧密结合燃气企业
的业务需求，在MapGIS IGSS共享服务平台（简称

目前，燃气企业在管网管理上需要先进的技术手段

“MapGIS IGSS”）的基础上，构建燃气管网综合管

来实现科学的业务分析与运行管理，充分了解燃气企业

理系统，包括燃气管网GIS管理系统、燃气管网巡检系

的管网运行情况，及时杜绝隐患，需要对管网相关的各

统、燃气管网维修养护系统、工程信息管理系统、管网

种设备设施进行全面科学的安全管理，对管网运行提供

潜能评估系统、燃气综合运营调度平台等应用（图1）。

安全评估与分析，指导管网的有效运行与维护，保证管
网的安全运行。而燃气管网信息化系统建设能及时有效
地为现有管网及相关设备的运行现状和供气能力提供有
效的运营分析和经营管理，从而影响整个集团燃气运营
的决策分析。
MapGIS 燃气管网信息系统，以 GIS 技术为基础，
结合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通信技术、嵌入式技术
等多种先进技术的应用，开展高效、全面、合理、实用
的燃气管网信息化管理建设，为燃气企业的管网规划、
设计、施工、管网改扩建工程、燃气安全运营、供气生
产调度、资产统计管理等提供信息化支持，保障燃气企

图1 总体架构图

业的科学管理与高效运营。

基于GIS的燃气管网建设目标与思路

系统主要功能

燃气管网信息系统致力于提供燃气管网信息化全面

燃气管网 GIS 管理系统

解决方案，以地理信息技术为基础，以数据库技术、数

燃气管网 GIS 管理系统，面向燃气企业的专业管理

据中心技术、通信技术等技术为依托，以城市基础地形

人员，提供专业、强大的数据录入、数据管理、数据分析、

图和燃气管网数据为核心，注重燃气管网业务移动化、

数据维护、系统维护等功能，确保数据的完整性、正确性，

燃气综合信息集成化、燃气管网数据服务化，实现燃气

为燃气管网信息化管理奠定数据基础（图 2-5）
。

管网空间和属性数据统一动态管理，为燃气管网的规划、

系统提供多种面向日常业务功能，用户可轻松地开

设计、施工、运营、评估提供可靠的依据和服务，提高

展日常管理的工作，如查询统计、定位、量算、打印输

燃气管网业务管理的水平和流转的效率，从而实现城市

出等。当发生燃气泄露、爆管等事故时，系统能够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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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的实际情况，采取降压或关阀的方式进行分析，提
供处理方案，辅助抢修，即低压关阀处理与中压降压
分析。用户通过浏览器直接访问管网系统，进行图形
浏览、管件信息查询等，同时系统提供地图定位、事
故处理、断面观察、信息交互、属性修改等功能（图
6-9）。

图5 地上、地面、地下三维景观

图2 GPS竣工测量数据导入

图6 事故处理

图3 相交线检查

图7 用户停气通知单

图4 管网纵断面查询
图8 信息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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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检监控端
巡检监控端对燃气管网运行状况、巡检人员及车辆
工作情况进行实时监控 ；并通过向巡检通发送指令信息，
对现场情况进行灵活指挥与调度（图 13-16）
。

图9 Web端事故处理

燃气管网巡检系统
燃气管网巡检系统由手持巡检终端和巡检监控端构
成，两者有机结合，实现燃气管网管理与人员管理的科
学化、规范化、智能化，建立燃气管网户外巡检、实时

图13 实时跟踪

监控、流程化事故信息管理（事故上报、接收、立案、
转发、核实）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实现巡检模式的改革
与创新。
手持巡检终端
基于 MapGIS Mobile 9 平台研发的手持巡检终端
（简称“巡检通”），具有高效的数据管理与感知空间位置
等新特性。巡检人员利用巡检通，通过 GPRS、3G 网络
向巡检监控端实时上报坐标位置、事件照片、事件信息，
同时还可以接收监控端下发的调度命令、任务确认和复

图14 制定巡检计划

查等信息（图 10-12）
。

图10 巡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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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工单分派
图15 任务分派

工程信息管理系统
工程信息管理系统能够对燃气管道施工工程信息进
行不同方式的查询与统计。现场施工人员还可通过手持
设备输入工程进度、采集现场图片、质量信息等 ；直观
展示工程区域分布，动态显示工程的实施情况，并定期
汇总各类报表（图 19）
。
图16 事件统计与分析

燃气管网维修养护系统
燃气管网维修养护系统能够对电话、热线、短信、
巡检等多种方式上报的事件做出及时判断和相应处理，
并通过工单的方式进行流转，通知相应的维修养护人员
及时处理问题，同时能够对工单的完成情况进行监督（图
17-18）
。

图19 工程管理一张图

外业工作人员可通过移动终端上的工程监管系统，
实时上报工程施工现场状态。在移动设备上显示某个项
目经理或工程监理所负责的工程项目，包括项目基本信
息、项目类别、项目位置、项目工程进度等 ；工程监管
人员在工程现场巡查时，可根据工程进度将现场监管图
片、视频、施工质量、施工安全、施工材料等情况通过
GPRS 发送至工程信息管理系统 ；将施工单位以前不良
的施工记录在手持端进行显示，有利于监管人员有针对
图17 工单信息管理

性的重点检查；可以接收工程管理人员发送的指令信息，
便于及时进行现场处理与反馈（图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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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综合运营调度平台
燃气综合运营调度平台通过 MapGIS IGSS 的服务
接口，将燃气企业的 GIS 系统与各业务系统进行有效集
成，实现系统间的信息交互与共享。通过整合管网 GIS
数据和各业务数据，平台可以进行跨业务的综合管理与
分析，实现面向燃气企业宏观层面的综合运营监管、调
度指挥决策，有效提升燃气企业的综合管理效率与社会
服务水平（图 23、24）
。

图20 工程移动监管

管道潜能评估系统
管道潜能评估系统能够对燃气输配管道本身及周围
环境状况信息进行采集与分析，同时结合管道已经使用
的年限与运行压力，将燃气管道划分成不同的健康等级
（图 21、22）
。
图23 信息综合展示

图21 管道基础设施情况
图24 负荷分析

综合 GIS 数据、SCADA 数据、视频监控数据以及
SAP 数据，把分布在异构系统中的海量数据进行集成监
控，以地图化的方式进行直观表达。用户能够简洁明了
地获取燃气企业气量数据、巡检数据、管网隐患数据、
现场视频数据、加气站进销气量数据，从而对企业的经
图22 潜能评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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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全面掌握燃气信息资源的类型、数量和更新程
度等底数，摸清城市燃气系统的建设情况，促进各部
门资源共享，从而为燃气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基
础，实现对燃气信息资源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管理。（2）
降低燃气漏损，建设节约型社会。系统建设为燃气管
网检漏提供了准确翔实的管网资料，为巡线养护工作
提供了良好的数据支撑，从而降低管网漏损率，提高
图25 实时监控

资源利用率，有利于更好地建设节约型社会。（3）提
高企业管理效率。系统最显著的功能和特点就是将燃
气企业的专业资料进行动态管理，从而改变传统的手

将应急抢修处置业务划分为五个阶段 ：监测报警、准
备预案、辅助决策、监控执行、处后总结，各阶段环环相扣，
同时，通过指挥调度平台集成各类信息，结合信息化技术
和手段，进行业务处置。
能够对燃气企业运营过程中的重要指标进行专题统计

工管理资料的模式 ；燃气企业可以从管网设计、施工、
竣工到验收实现数字化，这样使得各个环节、各个部
门之间运转更加通畅，显著提高企业管理效率。
（4）
提高燃气客户服务水平。当管网发生爆管时，可以及
时查询需要关闭的阀门和需要通知的用户，可以使抢
修服务的响应速度更加快捷，使服务质量得到很大的

分析，包括气量汇总统计、管网汇总统计、巡检汇总统计、

改进，使客户的满意度也大幅度提高。（5）增强燃气

管网潜能评估、管网利用率分析等，从而为企业优化运营

企业快速反应和适应能力。建立一套反应迅速的工作

管理方案提供基础的、客观的数据支持（图 26）
。

流程，燃气管网 GIS 系统将在这方面提供有力的支持。
经济效益 ：
（1）提高抢修效率，缩短停气时间。
可根据爆管事故报告位置，快速在地图上实现定位，
并自动搜索爆管事故一定范围的巡线车辆和人员进行
网络分析，选择最快到达事故地点的巡线车辆和人员
和给出最优路径，并给出事故处理的建议关阀方案，
从而提高抢修效率，缩短停气时间，减少燃气企业气
量损失和因停气造成的经济损失。（2）减少因资料不
全造成的燃气事故。城市建设中爆管事件时有发生，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施工单位对燃气管网敷设情况
不了解、野蛮施工造成的，爆管停气对燃气企业造成

图26 综合运营分析

很大的抢修压力和经济损失，同时也严重影响居民生
活的安全与稳定。该系统可为施工单位进行燃气管网

社会与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
（1）整合并盘活城市燃气信息资源。通
过建设燃气管网 GIS 系统，可全面整合与集成燃气信息

信息交底，辅助施工单位了解施工区域内燃气管网的
敷设情况，从而有效避免发生相关事故，减少经济损
失，维持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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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GIS 星火计划简介
MapGIS 一路成长的二十余载，总有无数无形的

什么条件 ？

力量默默陪伴，每一次产品的蜕变都会有无数双眼悄

1、积极参与 MapGIS 技术交流

然凝视，每一次变革都牵动着这些热忱的心。正是这

通过官方 QQ 交流群、微博、微信等方式积极参

些散落在每个角落的星火，见证和支持着 MapGIS 产

与 MapGIS 产品技术讨论，并主动帮助他人解决问题，

品一路高歌，我们需要这些力量来并肩前行，我们相

在线上形成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用户。

信点点星火定将燎原。

2、各大相关论坛积极发表原创技术贴

因 此， 中 地 数 码 集 团 官 方 推 出 GIS 行 业 人 才

通过当前GIS行业各大网络论坛（如地信网论坛华

计 划 --MapGIS 星 火 计 划， 旨 在 认 可 和 鼓 励 在

夏土地论坛等）大量发表个人原创MapGIS相关技术

MapGIS 领域技术精湛，并能积极分享个人经验与知

贴，并能积极参与其他MapGIS 相关技术贴讨论交流

识，长期关注和推动 MapGIS 产品质量提升的“民间

的用户，要求发表原创精华帖10篇以上。

专家”，以此促进 MapGIS 产品与用户共同成长与提

3、积极参与 MapGIS 产品测试

升。

积极参与 MapGIS 各类产品体验试用与功能测
通过个人申报与后期评审，我们将按照 GIS 应用

行业对星火专家进行分类，将国土、测绘、地质矿产、

试，并通过官方电话、邮件等方式成功提交有效测试
问题报告的用户。

数字城市等行业星火专家分别赋予黄焰、红焰、蓝焰、

4、参加 MapGIS 相关线下活动

紫焰等代号，并根据审核结果和区域在每一类专家中

积极参加 MapGIS 相关线下各类活动，活动包含：

任命星级负责人并赋予相应组织管理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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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论坛、MapGIS用户大会、MapGIS大课堂培训班、
二次开发直通车、MapGIS巡展、中地GIS学院等。

1.定期积极在各大GIS网络论坛发表原创MapGIS技术
贴；

5、GIS 云中心发布产品与需求

2.主动通过官方QQ交流群等途径解答相关技术问题；

在“GIS 云中心”发布各类 GIS 产品与需求，包含

3.关注MapGIS 产品发展动态，参与产品测试并积极提

GIS 相关软件产品与需求、GIS 相关服务产品与需求，
在云中心发布高质量产品与需求数量要求 10 件以上。

交测试体验报告；
4.受邀参加MapGIS 产品质量提升用户会议并演示发
言；

二、成为“MapGIS星火专家”后，拥
有哪些权利 ？
1.

获得中地数码集团官方认证的“MapGIS 星火

计划”认证铭牌及证书 ；
2.

个人信息录入“MapGIS 星火专家”主页，并

5.响应中地数码线下各类活动，积极协助做好宣传推
广；
6.登陆“GIS云中心”积极发布和响应相关产品与需
求；
7.对于不再从事GIS行业的“星火专家”，应主动申请
退出，此外定期考察不合格者将被清退信息。

通过“GIS 时代”等合作媒体进行定期宣传推广 ；
3.

优先享有 MapGIS 新产品定期使用权利 ；

4.

获得 MapGIS 相关礼品 ；

5.

受邀免费参加 MapGIS 各大线下产品宣讲、培

训活动 ；

四、如何申请成为“MapGIS 星火计
划”其中一员？
1、登陆中地数码官方网站-MapGIS星火计划页面，

6. 受邀参加 MapGIS 产品质量提升交流会议 ；

下载申请表格并根据实际情况完整填写表格内相关信息 ，

7. 获得“GIS 云中心”优质创业资源，集团赋予条

将填写完毕的表格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wangxiaolong@

件合格者“MapGIS 培训与服务资质”。

mapgis.com, 邮件主题格式为“MapGIS星火计划申请-申请者姓名”。

三、成为“MapGIS星火专家”后，需
履行哪些义务？

2、我们将主动通过各大网络平台与线下活动发现
MapGIS星火专家。
3、详情可联系400-880-9970/027-87785588,联系
人：王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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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个老师，一开始的工作就
是老师，我有很多学生，也有
自己的研发团队。我还是很愿
意为自己创造一种环境，发挥
出自己最擅长的技能。

王家耀：地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从事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等相关研究工作。

信息高速公路上，决定速度的是“汽车”本
身性能
——访中国工程院王家耀院士
■ 采访 │董慧
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
出：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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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改革、国土资源部门合作，推进地理信息与区域规
划、生态保护、水利、境界、土地等信息的深度融合。

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

无论是“互联网+”，还是“地理信息+”，具体

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

理解开来，如今的中国，“信息高速公路”已经四通八

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达，密如蛛网，地理信息产业发展也在这座高速公路

什么是“互联网＋”？马化腾解释说：“简单地

上，如何发展的好？只有将自身产业特点与互联网、云

说，就是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与各

计算等高速快捷，极大程度降低中间流通成本的特点结

行业进行跨界融合。

合起来，才能实现促进自身发展的作用。“当高速公路

而在5月8日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召开的相关会议

已经普遍的时候，决定速度快慢的事实上是汽车本身的

上，局长库热西也提到，推动跨界融合发展，创新地理

性能”。为此，本刊特别采访了地理信息领域专家王家

信息服务。积极推进“地理信息+”行动战略，加强与

耀院士，听他畅谈云GIS发展与应用，智慧城市建设及地

3
理信息安全方面的重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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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推出的该领域第一个云GIS即ArcGIS for Server 10.1
和国内中地数码推出的MapGIS 10云平台及超图公司推

记者：任何行业发展都需要有不断的新的生长点，您

出的SuperMap iServer。这三款云GIS平台都不同程度地

认为云计算会给地理信息行业带来怎样的新生？是服务模

体现了超大规模、虚拟化、高可靠性、通用性、高可扩

式的创新，还是其他方面？

展性、按需服务和廉价性等云特性。
总体来说，这些云GIS已经在构建数字城市地理空

王院士：正如你所说的，任何一种产业的发展都要
有新的生长点，要想使产业持续的发展，就必须有持续

间信息平台方面得到应用，其发展前景是广阔的。应大
力支持国产自主云GIS平台的研发和应用。

的新的技术生长点做支撑。随着电子计算机和网络通信

就目前的发展与应用而言，云GIS中的“云”无非

技术的不断发展，地理信息系统的体系结构经历了“主

是“公有云”、“私有云”和“混合云”三个方向。从

机GIS→桌面GIS→网络GIS（C/S、B/S）→网络服务

我国的GIS市场来看，基于“公有云”的GIS商业模式可

（Web Service）/网格服务（Grid Service）”的发展进

能由于基础地理信息保密和商业利益等原因，实现起来

程，目前Web Service/Grid Service和云GIS服务（云GIS

会有一定的障碍；而基于“私有云”的GIS商业模式由于

服务可视为网格GIS服务的简化版）；地理信息系统的开

它只需考虑一个企业或客户的数量和功能需求，搭建起

发模式也经历了“GIS功能包（GIS Package）→集成式

来更容易实现，所以基于“私有云”的GIS商业模式会

GIS（Integrated GIS）→模块式GIS（Module GIS）→

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它的优点更为突出些，如简

组件式GIS（COM GIS）→Web Service/Grid Service

化了GIS的部署和管理，降低了构建GIS的投资和运营成

（封装组件）”的发展与演进，目前Web Service/Grid

本，缩短了GIS的构建周期，有利于提高GIS程序和基础

Service（封装组件）已成为主流。

设施的灵活性。

同网格计算相比较，云计算对运行环境的要求相对

尽管如此，我认为要想实现云GIS的具体应用，必

较低，非常适合商业化运营，因此云计算肯定能给地理

须重点解决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云GIS应

信息产业带来新的机遇，目前许多城市都在启动云计算

用的成熟性问题，首先是云GIS用户的限制，国外GIS用

中心建设，特别是基于云计算的智慧城市时空信息共享

户很多是中小企业甚至个人，对数据安全要求不高，而

平台就是云计算带来的商机。

国内目前GIS用户主要还是政府部门或大型企业，对数

云计算给地理信息产业带来的是地理信息服务模

据的安全性有严格的要求，这就制约了云GIS应用的发

式的创新。这要从“云”和“计算”说起。说白了，

展；同时云GIS技术尚不成熟，人才也相对缺乏，特别是

“云”是指把基础设施作为服务，即“IaaS”。这是云

GIS与云计算相结合的高层次核心技术开发人才有很大缺

模式的基础，没有这个环境，架构在其上的平台、软件

口。第二个问题是云GIS在安全与标准方面的缺乏，数据

和内容的服务（如PaaS、SaaS、CaaS等）就无法生存；

和知识的保护实际上会妨碍云GIS利益的增长，不设置用

而“计算”是任何信息技术的核心和实质，没有“计

户处理管制责任这种云架构的本性有可能破坏必不可少

算”，什么模式都是空壳。所谓云GIS，实际上是将GIS

的积极的安全控制。所以，我们应该将云GIS的重点放在

的平台、软件和地理空间数据都部署到“云”基础设施

支撑体系结构研究上，构建安全的、基于标准的云GIS服

上，能以弹性的、按需所获的方式提供最广泛的基于

务架构，使之具备数据安全和数字版权的管理能力，这

Web的服务。

样，云GIS应用就既能深度融合到各个政府部门、行业的
主体业务中去，为其提供强大的地理空间信息服务，也

记者：这几年，国内外GIS平台厂商相继推出了自

能为广大公众提供公共信息在线服务，如交通、旅游、

己的云GIS平台，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平台的云特性的？您

餐饮、娱乐、房地产、购物等与地理空间信息有关的服

觉得国内的云GIS平台在未来如何实现云应用？

务，从而促进云GIS应用的发展。

王院士：目前，从事云GIS研究的较多，但真正形

记者：智慧城市作为地理信息应用的重要领域之

成商品化软件的不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国外ESRI公

一，目前的应用发展情况如何？与云计算、云分析如何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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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推进？

天，地球表层的几何特征、物理特征和属性特征，城市
的所有物理设施、系统，大气、水质、环境，人的行

王院士：智慧城市是云GIS的最重要的应用领域之

为、位置甚至身体、心理特征等等，都成为了可被感知

一，智慧城市建设为云GIS应用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广阔空

（智能传感器）、记录、存储和分析的对象。可以这样

间。

说，在互联网环境下，几乎没有什么大数据是不需要或
目前，一些开展智慧城市（或数字城市）建设的城

市都在启动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的论证、设计和建

不可以与地理空间数据集成并实时动态可视化的。这就
给地理信息的安全问题带来了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智慧城市与大数据是相伴而行

总的来说，地理信息安全应该注意两个方面的问

的。智慧城市是通过互联网把无处不在的被植入城市物

题：一是，制定国家地理信息共享和安全政策，从政策

体的智能传感器连接起来形成的物理网，实现对物理城

法规方面具体规定哪些地理信息是可以公开的，哪些是

市的全面感知，利用云计算等技术对感知信息进行智能

不能公开的，划定“公开”与“非公开”的界线；哪些

处理和分析，实现网上“数字城市”与物联网的融合，

地理信息是必须共享的，哪些是不能共享的，划定“共

并发出指令，对包括政务、民生、环境、公共安全、城

享”与“非共享”及“有偿共享”与“无偿共享”的界

市服务、工商活动等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化的响应

线。二是，要创新研究地理信息安全技术，包括GIS平台

和智能化决策支持。这本质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物联网

安全技术、地理空间信息数据管理安全技术和空间数据

+”的思想。面临智慧城市建设产生的大数据，云计算的

网络传输安全技术。具体地说，要采取四项技术措施：

应用是必然的。

一是，“公开”地理信息与“非公开”地理信息要采用

云计算与智慧城市相结合的纽带是基于云计算的智

严格的物理隔离技术；二是，要采用国产自主知识产权

慧城市时空信息共享平台或云GIS，因为智慧城市的任

GIS软件和数据库管理系统软件；三是，网络传输过程中

何大数据都应该而且也可以定位或集成在时空信息共享

地理空间数据的隐藏技术；四是，用户终端的加密技术

平台上，任何大数据都具有空间位置或空间分布特征，

和数据版权保护技术（如数字水印等）。这样，才能最

这样就可以利用云计算把各种资源聚合起来，通过云GIS

大限度地从各个环节来保证地理空间信息安全。

的功能对智慧城市大数据进行各种分析和挖掘，从而实
现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平台即服务（PaaS）、软
件（功能）即服务（SaaS）、数据即服务（DaaS）、知

记者：请您预测一下2015年云计算及云GIS的主要
发展趋势。

识即服务（KaaS）。这就是广义 的“资源共享”。所
以，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时空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不能孤

王院士：从近几年云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情

立的只管地理信息，它应该是基于时空信息的智慧城市

况来看，2015年的云计算和云GIS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

大数据（各部门、各行业）共享、交换的平台，起到智

方面：一是，基于云计算Hadoop的大规模时空数据分布

慧城市信息聚合器的作用。这样才能充分体现时空信息

式存储技术和基于云计算MapReduce的大规模时空数据

云平台或云GIS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作用，不然一个城市

并行处理技术会有较快的发展；二是，GIS技术与云计算

就有可能各自（部门、行业）建立云平台而又造成许多

技术的结合必将得到迅速的发展，因为云计算服务模式

“信息孤岛”。

能为GIS带来更广阔的发展机遇，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
广大公众都有迫切需求；三是，云计算和云GIS在智慧城

记者：新型IT环境强化安全驱动业务，大数据、移

市建设中将会得到广泛的应用，因为云计算和云GIS是推

动终端及云都驱使安全市场需求导向服务，你认为在这

动智慧城市发展的重要技术动因，而且智慧城市是以服

样的环境中地理信息安全应该注意哪些细节？

务（政府、企业和公众）为宗旨和导向的，服务处理集
中在云的后台，而服务提供对象（用户）在云的前端，

王院士：地理信息安全是一个大问题，事关国家
安全和利益。在全球信息化已进入“大数据时代”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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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简单，操作方便，用户只是享受服务，容易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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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煤田 铸就
“
”
资源节约新典范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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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4月22日又迎来了以“珍惜地球资源，转变

系统建设的主要成果有：建立包括空间数据库、

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益”为主题的第46个世

属性数据库和模型数据库等组成的“数字煤田”数据

界地球日。关于合理利用地球资源的话题再一次引起

中心；同时以MapGIS K9平台为基础，建立以“煤田

了大众的关注。提到我国的能源产业，最先想到的一

地质信息系统”为核心系统的，包括数字煤田基础数

定是煤炭。

据管理系统、煤田地质主流程信息化系统、煤田三维

我国能源战略实施以煤为基础，多元发展的方

模拟系统、煤田地质勘查项目管理系统、煤田资源储

案；以煤为主体、电力为中心，油气、新能源全面发

量管理系统、煤田资源环境系统、辅助决策系统、信

展一次能源结构，同时优化二次能源结构，提高煤炭

息服务系统、野外数据采集标准化录入系统与专业数

利用效率和清洁性。因此，了解我国煤炭资源现状，

据服务等11个子系统。项目建设实施至今，实现了诸

具有重要意义。而煤炭勘查行业信息化水平的提高，

多工程效益的提高。

无疑是实现资源节约的有效途径之一。中国GIS优秀
工程获奖项目——山西数字煤田信息系统，正是一项

数据有效再利用 避免信息丢失

实现山西煤炭资源管理信息化、智能化、科学化发展
的工程项目。

山西省“数字煤田”信息系统建设在制定煤炭资
源信息标准的基础上，与“数字山西”，“数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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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系统相配合 助力“金土工
程”

土”紧密结合，运用3S技术、大型数据库技术和网

该项目作为“金土工程”的组成部分，由山西省

为省政府宏观决策以及煤炭企业提供实时、高效、有

煤炭地质勘查院承担，委托武汉中地数码科技有限公

序的煤炭资源数据，实现山西煤炭资源管理的信息

司进行系统的开发，于2014年1月通过由山西省国土

化、智能化、科学化和现代化发展。基于煤田勘查项

资源厅组织的专家评审。

目地质资料多源、异构、多比例尺的海量数据，实现

络技术，研究宏观动态实时管理模型，构建“数字煤
田”数据中心，建立山西省煤田地质专业信息系统，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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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地质资料一体化管理，根据专题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

统的数据及功能，利用虚拟现实技术逼真再现煤田的实际

组织管理，将二维、三维表达相结合进行专业分析，进而

情况，为领导决策提供逼真、详实的数据。在以往实际工

对各专业成果进行综合利用。在此基础之上，对各种信息

作中，不论是开矿过程还是管理环节，其实很难直观了解

资源进行全面的整合和重组，使信息化建设工作处于全国

煤矿情况。而通过基于MapGIS的三维可视化辅助系统，

领先水平。其实此前已经积累了大量详实的山西省煤炭地

就能将煤炭资源数据转化为三维地图，开采或管理人员可

质资料，但多数以纸质形式保存，地质数据难以得到有效

以直观了解整个煤矿的地下构造，利于他们及时掌握生产

利用，而“数字煤田”信息系统设计并建立“数字煤田”

情况、客观分析问题和正确处理决策，对于提高矿山安全

涉及的各类数据库，实现煤田数据的分层管理和多维建

生产水平和对工作部署做出快速调整提供了有效帮助，一

模，实现数字煤田信息的标准化管理。系统有效提升了煤

定程度上避免了资源浪费的情况。

炭资源数据的利用，避免了数据的丢失与遗漏，提升了煤
炭资源的管理水平，避免了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

人力资源得解放 工作效率提升
传统的人力化管理中，很多环节的工作会受到限制，
不能宏观统筹规划。建立“数字煤田”数据中心，则可以
解决生产、科研等各类数据格式不统一、存放分散、安全
性差、利用率低等问题。建立“数字煤田”信息系统框架，
实现“数字煤田”信息系统的灵活部署 ；框架自身具有较
高的可扩展性，可对其它系统提供服务。
统一建库，实现资源共享，统筹安排各专业数据库的
建设工作。同时对各单位现有局域网络环境进行改造和升
级，完成各单位骨干专网的建设工作，建成网络管理中心 ；
实现局、院及相关下属单位的网络互联，构架先进、安全
的网络基础平台。这意味着，所有数据存储到数据中心以后，

工程效益良好 推进地质信息化

政府在宏观决策时，能够得到实时、高效、有序的煤炭资

山西省“数字煤田”信息系统的应用提升了煤炭地质

源数据服务。并且，还实现了从数据采集到报告递交全程

勘查数据处理的整体业务水平，提高了煤炭地质勘查的项

信息化管理，人力得到解放的同时，工作效率也得到提升。

目设计、地质勘查数据分析、报告编制的效率和精度，为
快速、高效地探明煤炭资源、提交详实可靠的煤炭地质报

可视化程度提高 决策更加直观

告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推动了煤炭勘查行业的信息化进程。
该项目子系统煤田地质主流程信息系统、煤田地质勘查项

山西数字煤田信息系统综合运用数据库、二维 GIS、
三维 GIS、网络通讯等技术，大大提高了资料的利用程度

目管理系统和煤炭地质野外数据采集标准化录入系统已陆
续在山西省煤炭地质局下属 8 个单位开始推广运行。

和可视化程度。将传统的单纯依靠手工绘图、计算机辅助

系统运行至今，运行状况良好，从业务上满足了专业

制图的工作模式向以共享数据库建设和计算机自动成图转

人员要求。在此期间，利用该系统为专业地质人员提供了

换，优化了工作流程，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较好的应用服务，显著提高了工作效率，改变了地质专业

和资源利用率。

人员传统的工作模式，推进了山西省煤田地质信息服务化

建立虚拟展示中心，通过虚拟展示中心可集中展现系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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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IS的燃气智能巡
检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 文 │张世宝

１ 引言
传统的燃气管网巡检工作方式依靠人的自觉性来保证工作
质量，存在人为因素多，无法有效监督、无法量化考核等明显
缺陷。 智能巡检系统基于“移动信息平台”，集成ＧＰＳ全球
卫星定位技术、３Ｇ通信等现代科技，以系统化、智能化、规范
化的管理方式构建智能化工作管理系统，变革了传统巡检工作

具备ＧＰＳ定位功能，运行巡检系统移动端程序。
（２）移动通讯网络：采用Ｇ网／ＣＤＭＡ网，通过ＶＰＮ接入
企业内网。
（３）服务器：为整个巡检工作提供应用服务和数据支
持。

方式，提升了燃气企业对巡检工作的管控能力，有效提高了管

２．２ 软件体系架构

网巡检质量。基于ＧＩＳ平台的燃气智能巡检系统的开发和应用

整个平台的软件体系框架为Ｂ／Ｓ模式，共分６个层次，即

则充分发挥了ＧＩＳ系统的空间分析和位置感知能力，为进一步

数据层、业务逻辑层、ＧＩＳ支持层、工作流层、Ｗｅｂ服务层、

提升整个系统的性能、深度分析巡检数据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客户端。各层次的内容和功能如图２。

２ 系统总体设计
２．１ 系统结构
燃气管网智能巡检系统由移动手持终端、移动通讯网络、
服务器等组成（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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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移动手持终端：采用智能手机，Ａｎｄｒｏｉｄ４．０以上，

（１）数据层：数据层是系统和数据库直接联系的部分，
包括各种数据库和各种存储过程，实现部分业务逻辑

。
（２）ＧＩＳ支持层：该层用于空间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巡

检系统基于ＭａｐＧＩＳ Ｋ９平台。
（３）业务逻辑层：业务逻辑层可将各种业务规则包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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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ＧＩＳ系统，将已经制定好的巡
检计划线路、区域，与燃气管网、基础

3G

地形图进行叠加显示，帮助巡检管理人

VPN

巡检员

web服务器

员对整个巡检计划的制定情况进行全面
了解，以便及时发现未制定巡检计划的
管线、区域。如图３所示。

3G

巡检监控端

巡检员
图 1 系统结构

成业务逻辑组件库，实现标准操作和系统
简化。

３ 系统功能模块设计
３．１ 巡检计划管理

（４）工作流层：工作流层由客户对
其下辖资源及人员管理的工作流组成，形
成工作流组件库。
（５）Ｗｅｂ服务层：Ｗｅｂ服务器采用
ＡＳＰ．Ｎｅｔ、ＡＤＯ．Ｎｅｔ、．ＮＥＴ组件技术，
集成系统功能，实现系统数据的采集、查
询、分析、发布、维护等应用。
（６）客户端层：系统与用户的交互
界面，用户通过浏览器、客户端程序，用
人机对话的方式进行操作，使用方便、简
单易学。

巡检计划功能模块主要进行巡检计
划的制定、分派、移交、撤回等功能。
（１）计划制定
路径巡检：依据ＧＩＳ系统提供的燃
气管网，对需要进行巡检的重要管网设
备、位置人工设定“检查点”，生成巡
检线路。

３．２ 巡检监控
巡检监控功能模块提供了对巡检

区域巡检：对于区域内需要进行巡

工作过程（位置、手机电量、上报事件

检的管网设备，人工在地图上画出巡检

等）的监控功能，以及系统用户之间的

区域，由ＧＩＳ系统自动获取所选区域内的

信息交互功能。

管网设备，自动设定为“检查点”，生

（１）位置与轨迹

成巡检计划。该方式极大地提高了计划

实时监控巡检员的位置及状态信

制定的效率和准确性。
巡检计划可设定计划执行的周期、

息，可查询选定巡检员在指定时间段内
的轨迹，并能以动画的形式回放目标巡

巡检员、起止日期等属性，计划制定成

检员的巡检过程。

功后即作为资源被保存起来，并可以被

（２）短消息

多次分派。

接收、保存和发送短消息，为系统

（２）计划分派
该功能用于将已制定的计划分派给

图 2 软件体系架构

图3 巡检计划总览

各用户之间提供了简单的通讯工具。
（３）事件分布

巡检员并产生巡检任务。 可人工手动分

查询巡检员当日、或指定时间段内

派计划，也可按系统设定的计划参数进

上报的事件，可在地图上以不同的形态

行自动任务分派，递归生成计划。

（单点、聚集、渐变）显示事件的分布

（３）计划总览

状况，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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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巡检区域内管网分布情况，有效提高

一名合格的巡检员。非巡检人员也可通

巡检工作效率，如图６所示。

过移动端即时查询管网设备信息，使其

（５） 事件处理

成为随身带着走的管网资料，实现功能

巡检员对于分派下来的非巡检任务

多样化，减少资源投入。

进行办理，实现事件的闭环管理。

４ 应用评价
４．１ 管理效果
图4 事件分布情况

３．３ 巡检事件管理
（１）上报事件
提供所有上报事件的查询功能，
也可手动录入事件，并能对事件执行分
派、移交等操作，以及案件流转状态的
查看。
（２）事件处理
管理人员对上报的事件进行分析、
查看，安排相关人员进行处理，任务完
成后，再安排相关人员现场确认，通过
移动巡检终端对事件进行检查、核实。
３．４ 移动端功能

（１）在一张图上既能直观掌控燃
气管网空间分布，又能实时了解巡检人
员的工作情况，规范了巡检人员的现场
工作行为。
（２）巡检员可采集现场信息（违
章占压、隐患点、设备状态等），在系
统图层上自动生成标注点，管理人员可
实时通过系统查看现场情况，显著地提
高了工作效率。
（３）巡检人员通过移动端能提前
了解巡检路线，可使新员工迅速熟悉巡
检区域内的管网及重要燃气设施的位
置、设备信息，使其能在短时间内成为

（４）系统自动提供的日、周及月
度等统计报表，将管理人员从过去繁重
的人工统计工作中解放出来，更专注于
如何制定巡检计划、如何提高巡检质
量、如何提高管理效率方面，成为管网
安全管理的有力助手。
４．２ 绩效评价体系的探讨
信息化的巡检管理模式使得巡检人
员工作量化考核成为可能，如何科学地
对巡检员工作情况进行绩效管理，需要
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１）工作完成质量指标：
“到位率（Ｒ）＝（已到位检查点数
量）／（计划要求检查点总数）＊１００％
“到位率”与巡检的类型无关，是
最简单、最直观的指标，是巡检员巡检
工作完成质量的最直接指标。

（１）地图浏览
移动巡检终端提供基于ＧＩＳ系统的
燃气管网及地图的浏览、缩放、移动、
管网设备的信息查询，距离、面积的测
量等功能，可方便地查看所在位置附近
管网的情况，如图５所示。
（２）事件上报
巡检员在巡检过程中可进行临时事
件、突发事件的上报，上报的事件可自
动获取事件所在位置、道路、管网设备
情况等信息。
（３）位置上报
对于巡检员的位置信息进行定时的
上报，频率可以自定义设置。
（４）计划查看
巡检员在移动巡检终端上可查看
分派的巡检计划，在地图上定位“检查
点”，对于新员工可利用此功能迅速熟

40

图5 地图浏览

图6 计划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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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区域巡检工作量

巡检员的工作量，如巡检路径的里程、

区域内

巡检的区域面积等，需引入其他指标计

计划

量。

编号

区域面积
巡检计划名称

管网密度

管网平均密度

工作量－Ｐ１

（米／平方米）

（米／平方米）

（平方米）

０．０４９５２

５９２９３

管网长度
（平方米）
（米）

（２）计划工作量指标

１００１

望湖北苑ＰＥ２００７

９１６２８

２９３６

０．０３２０４

■ 区域巡检工作量（Ｐ１）

１０００

逍遥津街道ＰＥ２００５

３４６５

１７３

０．０４９９１

０．０４９５２

３４９２

Ｐ１＝Ｓ＊（ｄ１／ｄ）

１００２

博奥名苑ＰＥ２０１１

８３３９

６１７

０．０７３９７

０．０４９５２

１２４５７

Ｓ：区域面积

１００３

孙大郢ＰＥ２０１３

２２６９７

１４０６

０．０６１９３

０．０４９５２

２８３８９

ｄ１：区域内管网密度

１００４

正罡家园ＰＥ２０１３

２０４０

１３１

０．０６４４５

０．０４９５２

２６５５

ｄ：区域内管网密度均值（所有ｄ１

１００６

杏花镇ＰＥ２００６

２５８３

２７０

０．１０４３６

０．０４９５２

５４４３

１００７

万小店ＺＴ２００１

１０４３６

３４２

０．０３２７６

０．０４９５２

６９０５

１００８

水务局ＰＥ２００４

６３１２

３５２

０．０５５８１

０．０４９５２

７１１５

的平均值）
（管网密度＝区域内管网长度／区域
面积）
■ 路径巡检工作量（Ｐ２）

表2 路径巡检工作量

Ｐ２＝Ｌ

巡检里程

工作量－Ｐ２

（Ｌ，米）

（米）

９２１

９２１

凤台路（藕塘路－蒙城北路）ＧＺＢ２００４

４４４

４４４

１０６４

潜山路（长江西路－黄山路）ＧＺＢ１９８９

１２０８

１２０８

１０６５

贵池路（潜山路－长江医院）ＧＺＢ２００９

４７６

４７６

１０６８

长江西路（潜山路－青阳路）ＺＴＢ２００９

９８０

９８０

１０７５

黄山路（东至路－潜山路）ＺＴＡ２００７

１０２３

１０２３

计划编号

巡检计划名称

（３）实际完成工作量指标

１０１３

一环路（蒙城路－阜阳路）ＺＴＢ２００７

■ 区域巡检完成工作量（Ｗ１）

１０１５

Ｗ１＝ Ｐ１＊Ｒ＊任务数量
■ 路径巡检完成工作量（Ｗ２）
Ｗ２＝Ｐ２＊Ｒ＊任务数量
（２）、（３）项指标的计算基于

Ｌ：计划巡检线路的里程

ＧＩＳ系统的空间数据分析。。
基于以上指标，我们可以对每个巡

表3 实际完成工作量

检员的巡检工作量进行量化，并进行绩
任务完成情况

效考核管理。由于实际巡检工作中存在
各种影响因素，例如天气、地形、管网

所在

的新旧程度等等，量化指标的设计也需

部门

巡检员

到位

巡检点

总数

点数

总数

到位率％

要一个不断摸索、完善的过程，以便更
有效地推动新的巡检管理模式应用。

任务

计划
工作量
（Ｐ２，公
里）

计划
完成工作 完成工作量
工作量
量（Ｗ２，公 （Ｗ１，平方
（Ｐ１，平
里）
米）
方米）

李梅＿Ｃ

１０８

２４２０

４４９２

５３．８７％

１５６４９７８

８４３１０９

刘红＿Ｃ

９２

２７４９

４１５２

６６．２１％

１８１２２７７

１１９９８９１

服

商杰＿Ｃ

５６

２８５１

６２５６

４５．５７％

２４６５３４３

１１２３５１２

和所有新生事物一样，燃气智能巡

务

吴军＿Ｃ

５２

４３９

１３４８

３２．５７％

１２２

３９．５７

检系统的推广使用需要一个认识、接受

所

徐言＿Ｃ

５６

４２９

９６０

４４．６９％

１０４

４６．５８

和逐步提高的过程。本系统通过局部试

殷松＿Ｃ

１０４

１５４２

５５１６

２７．９６％

１９

３０７９９９９

５．４１

８６１０１５

用，完善系统功能，制定配套的管理流

赵静＿Ｃ

４０

２７３７

５８２８

４６．９６％

４２

２２８０６８８

１９．８６

１０７１０７８

５ 结束语

ＸＸ

程，再进行全面推广，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可以相信，只要凝练经验，创新思
路，“智慧燃气”必然能彻底改变传统
行业的面貌。

作者简介：张世宝，合肥燃气集团信息规划部经理，主要从事燃气企业信息规
划、建设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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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GIS县级耕地后备资源
数据库综合评价建库系统
■ 文 │ 李丽 王刚

１ 建设背景

42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耕地更少。我国是在用不到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人类对土地倾注了极大

世界７％的耕地养活占世界２２％的人口，而且目前人口数量还在

的关注。在一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耕种的土地有多少和后续还

逐年增加，而耕地在逐年减少，人地矛盾相当突出。无论修建

能开发出多少耕地，将直接影响到区域性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

交通道路、兴修农田水利、城市村镇建设等都离不开土地，也

定。在全球人口不断膨胀、自然资源日趋紧缺的今天，耕地数

势必要占用一定数量的耕地。一方面要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又

量和质量的变化已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

必须保护耕地，确保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因此，需要保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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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总体框架图

于开展全国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工作

评价工作。该系统在研发期间先后根据

的通知（国土资厅发［２０１４］１３号）文，

国家相关数据库标准的修订进行了多次

要求各地根据部重点工作安排，部署开

修改，系统符合国家最新数据库标准和

展新一轮全国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工

规程，有效辅助各地业务部门和建库单

作。

位完成耕地后备资源的调查评价和数据
库建库工作。

２ 产品概述
ＭａｐＧＩＳ县级耕地后备资源数据库

国耕地总量的稳定，而保持耕地总量稳
定的最重要手段就是对耕地后备资源的
保护和利用。
我国早在历次土地调查期间就已
经在关注耕地后备资源，国土资源部也
于２０１４年下发了《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

３ 总体框架

综合评价建库系统根据国家耕地后备资

系统以标准规范规程为依据，以

源技术方案指导，通过开展全国耕地后

ＭａｐＧＩＳ软件研发安全技术体系为依托，

备资源调查评价工作，全面查清可开垦

以数据为基础、业务为核心，构建适合

土地、可复垦采矿用地等耕地后备资源

具体业务单位使用的工具产品。用户可

的面积、类型、权属和分布情况；结合

根据地区数据的实际情况进行实时的调

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工作，补充开展

查、评价，快速建立起耕地后备资源综

二次调查“不稳定耕地”和“新增耕

合评价数据库，辅助业务监管部门掌握

地”调查，落实到地块，上图入库。建

全国耕地后备资源总体状况（图１）。

设国家、省、市、县各级调查评价综合

数据管理：耕地后备资源调查基础

数据库，为下一步耕地的开发与利用奠

数据和耕地后备资源建库的成果数据，

定基础，为科学制定相关耕地保护政策

包括基础地理数据、土地利用相关数

提供决策依据。

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土壤普查

耕地后备资源数据库综合评价建库
系统其作用在于辅助后备资源业务单位

数据、农业普查数据及后备资源、不稳
定耕地、新增耕地数据。

进行耕地后备资源图斑、不稳定耕地图

功能体系：根据耕地后备资源建库

斑、新增耕地图斑的数据调查、编辑和

评价的业务情况拆分为三个功能体系：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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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不稳定耕地调

支持ＳＱＬ、Ｏｒａｃｌｅ等数据库类型；

查评价和新增耕地调查评价。

支持导入＊．ｘｙｚ，直接对ＭａｐＧＩＳ格

交换体系：提供信息交换接口，方

果的输出打下基础（图５）。

式的二调工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工程
进行升级；

便与其他业务系统的数据交换。

自定义设置图层对应关系（图３）。

４ 技术路线
依据《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综合
数据库标准》建立县级耕地后备资源数

图5 后备资源调查评价

据库，数据内容包括基础地理、土地利

５．４ 不稳定耕地及新增耕地调查评价

用、土地利用规划、土地权属、耕地后

工具

备资源、指标因子等。

基础底图的快速提取工具

系统提供向导式流程，通过基础
资料收入、新建工程、外部数据导入、

图3 数据入库

后备资源业务数据调查评价、数据库检
查、成果输出等多个业务流程辅助用户
快速完成耕地后备资源综合评价数据库
的建立（图２）。

进行“不稳定耕地图斑”和“新增耕地图

５．２ 自动设置指标区域

斑”基础底图的快速提取，亦会从“不稳

用户快速翻查全国各大区的指标情

定耕地图斑”和“新增耕地图斑”数据中

况；

抠除属于基本农田保护区和土地开发整理
全自动的指标区域设置，自动适应

各地数据，无需用户手动设置（图４）。

准备工作

系统可根据国家技术方案辅助用户

项目区的部分，以进一步准确的确定不稳
定耕地图斑范围（图６）。

数据收集整理
用户在使用软件前的准备工作，包括基础地理、土地利用、
土地规划、基本农田、耕地质量等、评价因子数据等多个业
务专题的基础矢量数据。

数据录入
基础数据和指标因子数据录入到系统中。

后备资源、不稳定耕地、新增耕地的获取、编辑
和评价

耕地后

不稳定耕

新增耕

备资源

地

地

数据库检查
数据拓扑正确性、属性正确性、逻辑正确性等等。

不合
格

数 据
库 整
理 修
改

成果输出
汇交国家

日常工作

成果

成果

合
格

图2 技术路线图

５ 技术优势
５．１ 多格式数据批量快速入库
兼容ＭａｐＧＩＳ、ＳＨＰ、ＶＣＴ、
ＤＸＦ等多种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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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设置指标区域

图6 确定不稳定耕地范围

５．３ 后备资源图斑调查评价工具

方便快捷的数据布局工具

强大的批处理工具，区域自适应

此外，提供不稳定耕地图斑和新增

“评价因子”，自动评价因子赋值及智

耕地图斑数据的布局、编辑、调整工具，

能批量补赋工具，后备资源图斑快速、

辅助用户快速对前期处理得到的不稳定耕

批量宜耕性判读，及是否耕地后备快速

地图斑和新增耕地图斑进行图形和属性的

评价。

调整。

为用户快速完成“评价结果、主要

质量等级的自动赋值工具

限制条件、耕地后备资源类型代码”等

依据“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更新调查

关键属性字段的维护。为最终数据库成

评价”成果资料中的质量等级，为“不

T

2015.NO.2
技术交流
echnology Exchange

稳定耕地”和“新增耕地”的质量等级赋
值。采用面积加权平均法。
５．５ 方便的指标对比查看
根据国家下达的新增耕地和不稳定耕
地指标值，对比当前数据中新增耕地和不
稳定耕地面积值，用户无需进行数据汇总
即可知道新增耕地和不稳定耕地的上图情
况；可根据对比情况利用系统提供的编辑
工具进行上图数据的调整（图７）。

图8 数据检查

６ 成功推广案例

江西、广东等其他省份地区的国土资源信

系统从２０１４年初开始研发，数次依照
最新数据库标准、技术规程和实际用户建
议反复修改完善，目前在全国多个省、市
得到广泛的应用。
系统目前已在河北省辅助多个地市县

图7 指标对比查看

息中心、土地规划院、测绘院、高等院
校等单位亦被广泛用于耕地后备资源数据
库建设工作，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所
建数据库能够通过国家下发质检软件的检
查。

完成了后备资源数据库的建库并成功汇交

第一作者简介：李丽，助理工程师，主要

省厅，山东省８０％的县区正在使用系统进

从事土地调查、土地利用规划、耕地后备

行建库工作，系统在新疆、湖北、湖南、

资源等方面的研究。

５．６ 全面的数据检查工具
检查项全面、标准
依据国家数据库标准中相关信息归纳
出数据库检查项，对基础数据库和数据成
果进行全面检查，检查内容涵盖空间数据
库与属性数据库。
方便的错误定位、修改工具
可自动检查空间数据库的拓扑正确
性，并针对拓扑错误提供修改方案，至此
错误定位修改；可全面检查属性数据中的
各种逻辑错误，如指标因子关键字段正确
性、地类编码的逻辑性、面积属性的正确
性等；确保汇交数据的成果质量（图８）。
５．７ 自动输出汇交成果
根据国家要求自动生成汇交文件目
录，无需用户查找拷贝；
可输出ＶＣＴ、ＭＤＢ、ＳＨＡＰＥ ＦＩＬＥ等
多种汇交格式；

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表

评
地类 价
面积
（ｍ２） 编码 结
果

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分类型统计表

生
态
条
件

年积
温

年降水
和灌溉
条件

土壤
排水
污染
条件
状况

单位名称：南和县
可开垦土地

２３０７２．１６ ０４３

Ｙ

Ｙ

Ｙ

Ｏ

Ｙ

６１７７．７９ ０４３

Ｙ

Ｙ

Ｙ

Ｏ

Ｙ

Ｏ

可
开
可开
垦
垦其
小计
沿
他草
海
地
滩
涂

２２６５７．９４ ０４３

Ｙ

Ｙ

Ｙ

Ｏ

Ｙ

Ｏ

３．０３

０

０

３．０３

０

０

０

０

１５２６５．９７ ０４３

Ｙ

Ｙ

Ｙ

Ｏ

Ｙ

Ｏ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６５１．２６ ２０４

Ｙ

Ｙ

Ｙ

Ｏ

Ｙ

Ｙ

２．３

０

０

２．３

０

０

０

０

２５２６５．３５ ０４３

Ｙ

Ｙ

Ｙ

Ｏ

Ｙ

Ｏ

７１１８５．８２ ０４３

Ｙ

Ｙ

Ｙ

Ｏ

Ｙ

Ｏ

２０３０７．０６ ０４３

Ｙ

Ｙ

Ｙ

Ｏ

Ｙ

Ｏ
Ｏ

可
开
垦
内
陆
滩
涂

可开
垦盐
碱地

可开
垦沼
泽地

可开
排水
垦沙
条件
地

矢量、元数据、图件、表格等多种格
式成果输出（图９）。

图9 后备资源成果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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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MapGIS OGC的江西省
国土资源数据共享服务应用分析
■ 文 │ 陈伟 胡辉

１ 引言
截至目前，江西省国土资源厅
已经整理和收集了遥感影像、数字
高程、行政区划、土地利用现状、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土
地利用开发整理复垦、农用地分等定
级、建设用地、矿产资源规划、地
质勘查规划、矿业权核查等数据共计
４Ｔ，并形成了完善的数据汇交、使
用管理制度和数据更新机制，其中数
据格式存在多源异构的情况，主要以
ＭａｐＧＩＳ和ＡｒｃＧＩＳ格式为主，亟待通
过“一张图”核心数据库及数据管理
系统建设，实现全省国土资源基础类
数据、专业类数据和管理类数据的统
一共享管理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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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状，急需大力推进江西省多源异

的数据服务，而最终实现电子政务系

构数据共享与交换建设，为全面实现

统与综合监管系统的无缝对接和异构

市局“一张图”管地、“一张图”管

数据的共享应用。

矿、“一张图”防灾的一体化管理模
式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

江西省国土资源“一张图”数
据管理系统是在电子政务系统建成的

江西省厅国土资源数据共享机

基础上开发出来的一套针对各类数据

制的建立，将为日常业务审批中的地

上载、裁剪、发布的数据管理系统，

政、矿政业务提供统一的数据服务支

其核心是依托数据库（ＤＢ）和地理

撑，通过各个审批环节的各类异构数

信息系统（ＧＩＳ）技术，按照统一的

据统一调用来实现业务数据与专题数

标准、规范和要求，以各类空间和非

据的空间分析、监管统计、动态巡查

空间数据为主要存储对象，建立起来

和决策预警，为国土资源各项业务的

的一系列集国土资源数据管理、交

监管提供更加直观、便捷的图形应用

换、更新、维护等功能为一体的信息

与服务。

化管理系统。
目前，江西省国土资源“一张

２ 系统现状与需求分析

图”管理系统仍需要进行深入推广和
应用，各类业务数据整理、整合工作

２００８年以来，江西省国土资源

江西省国土资源厅电子政务系

厅先后开发建成了国土资源电子政务

统建设时间先于国土资源综合监管

系统、数据中心管理系统、国土资源

系统，其应用效果已经较为深入，目

综合监管系统、建设用地审批系统、

前基于国土资源综合监管系统框架，

矿业权审批系统等众多专业信息化管

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将电子政务中的空

理系统，基本构建了以国土资源电子

间数据结构满足综合监管系统要求，

政务平台为核心，以国土资源业务为

并通过系统的数据服务实现数据的共

主线的江西省国土资源信息化管理体

享，能够作为系统的一个应用项目而

系。目前，建设用地审批、矿业权

更好的发挥作用，同时考虑到电子政

审批、综合监管平台已正式运行。但

务系统的使用较为频繁，要求在建设

是，各个应用系统之间缺少联系，数

综合监管系统时保留市局已有的地理

３ 实现数据共享的
ＯＧＣ技术

据使用相对独立，而且存在严重的异

数据成果，并通过功能开发，可以无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

构情况，业务应用综合性不强，各业

缝的将现有国土数据成果放置到系统

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飞速发展，地理信息系

务口尚未完全贯通。基于以上这些应

中管理和使用，并提供其他部门相应

统的发展日新月异，各种各样的Ｇ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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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滞后，需要在电子政务运行的基
础上进一步收集数据，进行数据的统
一归类整理，制定各类数据的逻辑模
型和物理模型，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多
源异构数据的统一共享管理，为电子
政务系统、综合监管系统等业务应用
系统提供数据支撑和共享服务。

T
平台应运而生，大部分平台采用专有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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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员间达成共识 从而得到成员机构

而不相兼容的数据格式，数据共享成

３．１ ＯＧＣ主要规范

的支持 为不同厂商ＧＩＳ产品间的互操

为成功实施ＧＩＳ系统的瓶颈，在传统

ＯＧＣ主要有两个技术主题，地

作奠定基础 因此ＯＧＣ抽象规范对于

的 ＧＩＳ 框架基础上先后出现了组件式

理空间信息和地理空间服务的共享，

研究开放 ＧＩＳ系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

ＧＩＳ和ＷｅｂＧＩＳ 等新系统，地理空间

在此基础上，ＯＧＣ发布了许多相互关

义。

数据及应用的访问和传输方式和以前

联的规范，ＯＧＣ发布的规范主要有抽

另一方面 实现规范也为开发商提

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地理

象规范和实现规范两类，抽象规范提

供具体的编程指导协助开发商在其产

信息系统间的互操作问题并没有完全

供了一个完整的参考模型，是制定其

品中实现ＯＧＣ 接口和协议实现了相同

解决。

ＯＧＣ规范的概念基础，实现规范则为

接口协议的软件和服务相互之间支持

为了研究和开发开放式地理信息

开发商提供具体的编程指导，协助开

互操作性。

系统技术１９９６年在美国成立了开放地

发商在其产品中实现ＯＧＣ接口和协

ＯＧＣ的实现规范可分为３类即

理信息联合会 ＯｐｅｎＧＩＳ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议，实现了相同接口，协议的软件和

计划实现规范、备选实现规范和采纳

（ＯＧＣ），现有十几个国家的２４０多

服务相互之间支持互操作性。

实现规范，其中采纳实现规范是获得

个成员，包括软件技术公司、政府机

ＯＧＣ规范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支

ＯＧＣ成员一致同意的正式规范，正式

构、科研院所、企业集成系统、销售

持以下几种互操作，使用不同数据格

实现规范在ＯＧＣ的官方网站上公开。

商、图像信息产品制造商等，其成立

式的地理信息系统间的互操作，不同

截至目前ＯＧＣ已完成了以下正式规

的宗旨是让每个人都能从任何一个网

分布式计算平台间的互操作，不同信

范：

络、应用程序或计算机平台中，方便

息团体，使用相同或不同方式定义地

１、ＯｐｅｎＧＩＳ简单要素规范 包

地获取地理信息和服务，通过共同的

理特征的空间信息用户团体间的互操

括对３个操作平台的支持ＯＬＥ ＣＯＭ

接口规范，让数据、服务提供者、应

作。尽ＯＧＣ的互操作的分类与陈述彭

ＣＯＲＢＡ和ＳＯＬ用于描述空间中实体的

用系统开发者和信息整合者，能在短

先生等的分类不完全相同，但还是要

几何特征，如点、线 、曲线、 面几何

时间内，花最少的费用，让使用者容

解决同一个问题 而且上述ＯＧＣ 支持

体集合等。

易获取、使用数据及服务，ＯＧＣ主要

的互操作可大致对应数据互操作、功

研究和制订了支持互操作解决方案的

能互操作与语义互操作等。

各种接口规范。

ＯＧＣ抽象规范提供了一个完整的

２、坐标转换服务规范 作为一般
定位 坐标系统 坐标转换所使用接口的
规范。

采 用 Ｏ Ｇ Ｃ 的 接 口 规 范

参考模型是制定其它ＯＧＣ 规范的概

３、地理标记语言ＧＭＬ是ＸＭＬ语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念基础，为实现规范提供概念模型。

言Ｅｘｔｅｎｓｉｂｌｅ Ｍａｒｋｕｐ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可扩

个方面：ＯＧＣ接口是开放的，可以自

ＯＧＣ抽象规范主要包括３ 类 一是基础

展标记语言的扩展，目的在于传送和

由下载，广泛地应用、测试，得到业

模型 建立现实世界和软件之间的关系

储存地理信息，包括空间特征和属性

界的广泛支持，有利于信息交换和互

二是抽象模型 以实现无关的方式定义

数据。

操作性，采用统一的接口，使软件可

最终的软件系统 通常用 ＵＭＬ 语言表

４、网格数据规范 网格数据包括

以连接由不同厂商支撑的系统，统一

示 三是实现模型 描述在特定的软件执

卫星图像数字高程模型等 由此规范可

接口有助于分布式空间信息的获取。

行环境中 软件对象及对象间如何交互

使数据提供商提供数据内容讯息 软件

的模型。

厂商提供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功能。

在此基础上，江西省国土资源厅
也正在积极寻求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

ＯＧＣ抽象规范包括范围很广 基

５、Ｗｅｂ地图服务接口规范 用于

局内目前存在的多源异构数据共享应

本上容纳了与地理数据处理 共享相关

网络客户端与服务器端之间通讯，包

用问题，而经过地理信息领域的技术

的所有重要领域 这与其设计思想是密

括处理 分析或展示数据的共同接口规

发展，通过创建ＯＧＣ服务的方式无疑

不可分的 制订ＯＧＣ抽象规范 就是对

范。

是解决多源异构数据共享问题最有效

现实中空间现象的理解建立模型 并在

３．２ ＯＧＣ互操作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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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不管是在政府、企业界还

录服务提供了一个框架，允许多个目

是科研机构由于缺乏技术和语义上的互

录被作为一个目录对待，只要目录服

操作性，数字地理信息的自动发现和共

务实施了ＯＧＣ接口，这些目录就可

享一直是个难题ＯｐｅｎＧＩＳ规范为访问地

以组合起来，对用户来说访问是透明

理信息和地理数据处理服务开放标准接

的，访问一个目录和多个目录并无不

口，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一步。

同，业界就此事达成共识，元数据发

尽管ＯＧＣ已发布、制订中规范的

布、空间数据和服务的发现有了通用

数目巨大总的方向是，实现地理空间

界面Ｗｅｂ用户和应用程序就能够具有

数据、服务、语义的互操作，在ＯＧＣ

方便地找到相关信息和服务的能力。

的正式实现规范中，３个简单要素规

综上所述，几乎所有的ＯＧＣ规范

范（Ｓｉｍｐｌ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为

都与地理数据、服务的互操作性密切

描述空间实体的几何特征和属性数据

相关，采用现有 ＯＧＣ规范，几乎可以

提供了框架，是地理数据互操作的基

完全实现地理空间数据的共享，部分

Ｓｅｒｖｉｃｅ简称ＷＭＳ）利用具有地理空

础，网格数据实现规范是共享网格数

解决地理数据处理服务间的互操作和

间位置信息的数据制作地图，将地

据的根本，坐标转换服务实现规范为

语义级别上的互操作。

图定义为地理数据可视的表现。服务

图1 OGC服务体系

支持ＫＶＰ和ＳＯＡＰ格式请求，目前支

一般定位、坐标系统、坐标转换等常
见地理空间服务，ｇｅｏ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提供

４ ＭａｐＧＩＳ ＯＧＣ技术应用

持１．１．１版本和１．３．０版本。 ＷＭＳ服

统一的接口样式描述实现规范则探讨

４．１ ＯＧＣ服务版本体系描述

务包含ＧｅｔＣａｐａｂｉｔｉｔｉｅｓ、ＧｅｔＭａｐ、

了地理数据的可视化问题，Ｗｅｂ地图

ＭａｐＧＩＳ ＯＧＣ服务基于ＩＧＳｅｒｖｅｒ

Ｇｅ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Ｉｎｆｏ三个接口，１．１．１版本

服务接口规范ＷＭＳ Ｗｅｂ要素服务实

Ｊａｖａ平台和ＩＧＳｅｒｖｅｒ．ＮＥＴ平台实现。

ＳＬＤ ＷＭＳ包含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Ｌａｙｅｒｓ等四个

现规范ＷＦＳ和地理标记语言实现规范

目前支持七种符合ＯＧＣ官方标准的服

接口。

ＧＭＬ等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地理空间

务，包括：ＷＭＳ、ＷＦＳ、ＷＭＴＳ、

４．１．２ 网络要素服务ＷＦＳ

数据和服务的互操作问题，目录服务

ＷＣＳ、ＷＰＳ、ＣＳＷ、ＷＦＳ－Ｇ；支

网络要素服务（Ｗｅｂ Ｆｅａｔｕｒｅ

规范用来解决数据，服务的发现和共

持三种类型的服务通信协议，包括：

Ｓｅｒｖｉｃｅ简称ＷＦＳ）定义了一组操作，

享问题，正在制订中的Ｗｅｂ注册服务

ＫＶＰ、ＲＥＳＴ、ＸＭＬ、ＳＯＡＰ；与

这组操作允许用户在分布式的环境下

规范也是为了解决同一问题，下面以

Ｏｐｅｎｌａｙｅｒｓ实现了有效对接，支持

通过ＨＴＴＰ对空间数据进行查询、编

目录服务规范为例说明。

Ｏｐｅｎｌａｙｅｒｓ ＷＭＳ、ＷＦＳ、ＷＭＴＳ官

辑等。服务支持ＫＶＰ和ＸＭＬ格式请

网所有示例的应用（图１）。

求，目前支持１．０．０、１．１．０和２．０．０版

４．１．１网络地图服务ＷＭＳ

本。ＷＦＳ服务包含ＧｅｔＣａｐａｂｉｔｉｔｉｅｓ、

网络地图服务（Ｗｅｂ Ｍａｐ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ｙｐｅ、Ｇｅｔ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ｐｅｎＧＩＳ目录服务规范
（Ｏ ｐ ｅ ｎ Ｇ Ｉ Ｓ Ｃ ａ ｔ ａ ｌ ｏ ｇ Ｓ ｅ ｒ ｖ ｉ ｃ 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为访问地理信息和地
理数据处理服务的在线目录提供开放
标准接口，提供发布和查找有关数据

表1 网络地图服务WMS

服务信息对象的描述信息元数据集合
的能力，目录中的元数据表示空间数

GetCapabitities
（必选）

据的属性，这些属性可以被查询，或
者被取出进行进一步人工软件处理，

GetMap（必选）

为了在不同用户团体间有效地共享信
息服务，必须支持信息资源的发现，
所以目录服务机制是必不可少的，目
48

GetFeatureInfo
（可选）

用于向客户端提供当前地图服务器可以提供的空间信息类型和范
围、具体的图层信息和显示样式、支持的查询方式等服务级描述
信息。
在请求服务器端生成一幅具有确定地理位置坐标范围的地图图
像。
向WMS的客户端程序提供了进一步查询特定空间实体信息的能
力，返回某一空间位置上GML描述的地理要素。

T

（２）部署Ｗｅｂ地图服务应用程

表2 网络要素服务WFS
GetCapabitities
（必选）
DescribeFeatureType
（必选）
GetFeature（必选）
GetGmlObject（可选）
Transaction（可选）
LockFeature（可选）

返回Web要素服务性能描述文档（用XML描述），指出可

序，使之能提供对外服务。

以提供服务的要素类型，并提供对每个要素类型支持哪些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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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发布Ｗｅｂ地图服务， 将其
发布到注册中心，供服务请求查找。

该操作请求服务器可提供的服务，并返回XML文档，对该
服务的任何要素结构进行描述。
使用空间或非空间的查询限制条件获取要素实例，返回

下面对创建、部署、发布基于
ＭａｐＧＩＳ ＯＧＣ规范的Ｗｅｂ地图服务的每

GML描述的要素。

个步骤及其关键技术进行详细剖析，

通过XLink获取GML对象

并给出一个客户端的实例予以验证。
４．２．１创建Ｗｅｂ地图服务应用程

事务请求操作服务，包括对地理要素的创建、修改、删除
操作。

序

在事务过程中锁定要素

Ｗｅｂ服务生命周期为Ｗｅｂ服
务实现定义了不同的方案。在实现

表3 网络地图切片服务WMTS
GetCapabitities（必选）
GetTile（必选）
GetFeatureInfo（可选）

ＯＧＣ Ｗｅｂ地图服务时， 由于Ｗｅｂ地

获得对服务信息内容和要求参数的描述信息

图服务操作接口已经被明确定义，可

返回一个地图影像

采用自顶向下方案。这种方案从已经

获取指定位置要素信息

存在的Ｗｅｂ服务接口描述开始，创建
能实现这个接口的应用程序功能。

表4 网络处理服务WPS
GetCapabitities（必选）

返回描述服务和操作信息的XML文档
具体的子操作的详细描述，包括每个子操作实现的功

DescribeProcess（必选）

Execute（必选）

从技术实现的角度可将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理解为一应用程序，它向外
界暴露出一个能通过Ｗｅｂ进行调用的

能、参数的含义、类型、输入和返回的数据的类型、格

接口，允许被任何平台、任何系统、

式等的描述

任何语言编写的程序调用。这个应用

支持空间数据的缓冲和叠置分析两种子操作，结果用符

程序可用现有的各种编程语言实现。

合gml规范的文档返回

ＯＧＣ Ｗｅｂ地图服务实现规范中确定
了以Ｗｅｂ地图服务操作接口，创建

ＧｅｔＧｍｌＯｂｊｅｃｔ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作为处理对象，进行一系列的空间几

Ｗｅｂ地图服务应用程序的关键是实现

ＬｏｃｋＦｅａｔｕｒｅ七个接口。

何关系分析操作，并将分析计算操作

操作接口，使之满足操作接口的功能

４．１．３网络地图切片服务ＷＭＴＳ

放到服务端，以网络服务的方式提

要求。利用现有ＭａｐＧＩＳ ＯＧＣ组件

网络地图切片服务（Ｗｅｂ Ｍａｐ

供给用户。服务支持ＫＶＰ格式请求，

实现Ｗｅｂ地图服务应用程序，减少了

Ｔｉｌ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简称ＷＭＴＳ）利用具有

目前支持１．０．０版本。ＷＰＳ服务包含

开发工作量，有利于代码重用。利用

地理空间位置信息的数据制作地图，

ＧｅｔＣａｐａｂｉｔｉｔｉｅｓ、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ａｐＧＩＳ ＤＣＳｅｒｖｅｒ和ＭａｐＧＩＳ ＩＧＳＳ

将地图定义为地理数据可视的表现。

Ｅｘｅｃｕｔｅ三个接口。

组件分别在ＪＡＶＡ平台和ＮＥＴ平台上

服务支持ＲＥＳＴ、ＫＶＰ和ＳＯＡＰ格式

４．２ ＯＧＣ地图服务实现方法

实现了ＯＧＣ的Ｗｅｂ地图服务， 通过

请求，目前支持１．０．０版本。ＷＭＴＳ

在ＯＧＣ标准体系结构中，服务位

选择不同软件开发平台和开发语言，

服务包含ＧｅｔＣａｐａｂｉｔｉｔｉｅｓ、ＧｅｔＴｉｌｅ、

于核心地位，其发布、查找、绑定全

验证了Ｗｅｂ地图服务的跨平台的互操

Ｇｅ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Ｉｎｆｏ三个接口。

部以服务为中心。ＯＧＣ Ｗｅｂ地图服务

作能力。

４．１．４网络处理服务ＷＰＳ

是服务的一个实例，实现ＯＧＣ Ｗｅｂ地

网络处理服务（Ｗｅｂ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图服务包括以下步骤：
（１）创建Ｗｅｂ地图服务应用程

Ｓｅｒｖｉｃｅ简称ＷＰＳ）面向空间数据，
它将包含地理位置值的地理空间数据

序。

Ｗｅｂ地图服务实现的体系结构
如下图所示。系统分为客户端、应用
服务器和数据服务器部分。在应用服
务器端，ＪＡＶＡ平台和．ＮＥＴ平台上的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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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客户端（浏览器）

述服务信息，客户端根据从服务的
ＷＳＤＬ描述文件中获得的方法、参数
等信息调用服务，当服务接口信息发

WMS Web服务（Java）

生变动时，服务的ＷＳＤＬ 文件也会相

WMS Web服务（.NET）
应用服务器

WMS接口

应变化。通过ＷＳＤＬ可实现客户端和
服务端的松耦合。
ＡＸＩＳ服务器可以为Ｗｅｂ服务自

GeoStar

GeoSurf

动展开 ＷＳＤＬ 描述文件，也提供了
ＪＡＶＡ２ＷＳＤＬ命令行工具生成ＷＳＤＬ

空间数据库

数据服务器

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

描述文件。ＪＡＶＡ２ＷＳＤＬ可以实现更
灵活的功能。
４．２．３ Ｗｅｂ地图服务的注册方法
Ｗｅｂ地图服务部署到应用服务器

图2 WMS实现的体系结构

后，其他应用程序和服务可通过服务
Ｗｅｂ地图服务分别调用ＭａｐＧＩＳ ＯＧＣ

三代ＳＯＡＰ服务器，具有良好的性

地址调用服务。为了让更多的服务请

组件实现ＷＭＳ接口，通过ＭａｐＧＩＳ

能。它用ＪＡＶＡ语言编写并完全开

求者得到Ｗｅｂ地图服务的基本信息和

ＤＣＳｅｒｖｅｒ和ＭａｐＧＩＳ ＩＧＳＳ组件访问

放源码。ＡＸＩＳ不能独立运行，在使

服务地址，需要将 Ｗｅｂ 地图服务注册

数据库服务器和文件服务器取得空间

用 ＡＸＩＳ部署、发布 Ｗｅｂ地图服务

到ＵＤＤＩ 注册中心。Ｗｅｂ服务的ＵＤＤＩ

数据（图２）。

前，将它配置到应用服务器中。以

为Ｗｅｂ服务提供了动态发布、查找、

４．２．２Ｗｅｂ地图服务的部署方法

Ｔｏｍｃａｔ为例，配置过程如下：首先将

绑定的功能。Ｗｅｂ服务的提供者使用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与其他应用程序的

＼ｗｅｂａｐｐｓ＼ａｘｉｓ＼ｗｅｂ－ｉｎｆ＼ｌｉｂ目录下的所

ＵＤＤＩ将服务发布到服务注册中心，也

区别在于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通过ＳＯＡＰ、

有ｊａｒ文件添加到Ｔｏｍｃａｔ的Ｃｌａｓｓｐａｔｈ

可到ＵＤＤＩ注册中心的网站注册服务。

ＷＳＤＬ和ＵＤＤＩ标准协议保证了Ｗｅｂ

中，然后要将ＡＸＩＳ的ｊａｒ文件设置到系

服务请求者或其他 Ｗｅｂ 服务或应用程

服务的跨平台互操作的特性。如何

统的 Ｃｌａｓｓｐａｔｈ中。配置完成后启动

序可使用ＵＤＤＩ 查找所需服务，得到服

使用它们来部署、描述、传输和注册

Ｔｏｍｃａｔ，并在浏览器中打开测试页，

务的ＷＳＤＬ描述文件，进行服务的调

一个Ｗｅｂ服务是实现Ｗｅｂ服务的关

确认配置是否成功。

用。

键。在完成了Ｗｅｂ地图服务应用程序

将Ｗｅｂ地图服务应用程序部署到

ＡＸＩＳ 服务器目前不支持 ＵＤＤＩ，

开发后，需要将其部署到应用服务器

ＡＸＩＳ服务器，需要编写部署文件，用

可采用ＩＢＭ推出的ＵＤＤＩ４Ｊ，它是一个

上，使之利用 ＳＯＡＰ、ＷＳＤＬ标准向

来提供一种机制，使ＡＸＩＳ服务器实现

ＪＡＶＡ类库，提供了与ＵＤＤＩ注册表进

外界提供服务。由于ＳＯＡＰ、ＷＳＤＬ

Ｗｅｂ服务名称和实现服务的应用程序

行交互的ＡＰＩ。利用 ＵＤＤＩ４Ｊ将Ｗｅｂ

和ＵＤＤＩ是一套标准不同的厂商可以

之间的映射，部署文件如下：

地图服务注册到现有的注册中心，如

有实现这些标准的不同产品，为实现

ＩＢＭ 或微软的注册中心，也可自己创

Ｗｅｂ服务提供了不依赖厂商的工具，

建注册中心。

极大地降低了开发Ｗｅｂ服务的复杂

４．３ Ｗｅｂ地图服务客户端实例

度。．ＮＥＴ平台为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的开发

Ｗｅｂ 地图服务部署好后，任何

提供了一个集成开发环境，在．ＮＥＴ

平台上的应用程序或Ｗｅｂ服务都可调

平台上部署服务较简单。下面以

Ｗｅｂ地图服务部署到 ＡＸＩＳ服务

用它。Ｗｅｂ地图服务的客户端可用任

ＡＰＡＣＨＥ ＡＸＩＳ为例介绍在ＪＡＶＡ平台

器上，即可被其他应用程序调用。

何语言写成，下面给出一个用ＪＳＰ编

上Ｗｅｂ地图服务的部署过程。

Ｗｅｂ服务提供了ＷＳＤＬ描述Ｗｅｂ服

写的调用 Ｗｅｂ 地图服务的客户端界

务的具体内容。ＷＳＤＬ使用ＸＭＬ来描

面实例。在这个实例中，客户端页面

ＡＰＡＣＨＥ ＡＸＩＳ是 ＡＰＡＣＨ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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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省国土资源厅提供的各
类基于ＭａｐＧＩＳ ＯＧＣ的Ｗｅｂ地图服务
中，对于来自不同地图服务器的相同
比例尺、相同投影方式的地图数据可
直接叠加；对于不同比例尺、不同投
影方式的地图数据要在返回客户端前
作进一步转换。
因此，基于ＭａｐＧＩＳ ＯＧＣ的江西
省国土资源数据共享服务的研究对于推
进江西省国土资源信息化发展，促进国
土业务深度应用，实现多源异构数据统

图3 返回地图图像

通过查询ＵＤＤＩ注册中心，找到Ｗｅｂ

服务是江西省厅国土资源ＯＧＣ Ｗｅｂ

地图服务的ＷＳＤＬ地址，调用服务的

服务模型中最基本的数据服务，本文

Ｇｅｔ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操作和ＧｅｔＭａｐ操作，

给出了使用Ｗｅｂ服务技术实现ＯＧＣ

返回地图图像，如图３所示。

Ｗｅｂ 地图服务的方法和关键技术，这
种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江西省国土资源

５ 结语

多源异构数据共享交换中，为实现基

基于ＭａｐＧＩＳ ＯＧＣ的Ｗｅｂ地图

于Ｗｅｂ 的ＧＩＳ互操作作了初步探索。

一管理、共享交换显得十分重要。

第一作者简介：陈伟，江西省国
土资源厅信息中心工程师，主要从事
江西省国土资源厅信息中心空间地理
数据处理及信息化建设相关工作。

《GIS时代》致您的一封信
亲爱的读者：
《GIS时代》为了更好地为大家竭诚服务，特同批推出《GIS时代》的PDF格式的电子杂志供浏览，
如果您或您的朋友希望收到电子杂志，或是有其他建议，请您按附表要求将完整信息发至newsroom@
gisera.com电子信箱（请在主题注明“GIS时代订阅”）。
（信息不全者，恕不寄送）

《GIS时代》发行部
附表：

姓名

电话

电子信箱

单位名称

地址

邮编

您希望收到：
纸质杂志(
电子杂志(

)
)

不需要该
杂 志（ ）

其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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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技术助水电站选址与水
资源循环利用
■ 文 │ 瑞恩·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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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 吴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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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无污染的，并且是可再生循环使用的。然而，现实中

早在2010年，当卑斯省水电局被要求向不列颠

的大部分国家的发电方法并非如此。在很多国家，由

哥伦比亚政府提交一份将会满足16项与经济和环境影

于不能找到更清洁的发电资源，他们还在使用石油、

响的能源目标的综合能源计划的时候，人们发现，这

天然气、核能和其他能源。不过，在不久的未来，这

份综合能源计划中，水力发电所输出的功率比较大，

种情况可能会改变。

这大大影响了成本效益。究其原因，卑斯省水电局只

在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他们通过利用GIS
技术，能有效帮助工作人员寻找无污染、清洁、可循

拥有一个能源设置的数据库，而其分析数据的能力是
很有限的。

环的发电资源，并能够很好地控制成本预算。通过应

于是卑斯省水电局与Kerr Wood Leidal联合有

用该项创新技术，可以定位出那些可能永远也不会被

限公司（简称：KWL公司）合作，通过应用GIS技

发现的水电站建址，这让加拿大卑斯省水电局能提供

术，并以地理学的角度，来检测该数据库，这让之前

更多可循环的发电资源。在将来，该项技术可能会被

不可能分析出来的结果成为了可能。通过该项技术，

广泛地应用于世界各地用以寻找新的清洁和可循环发

加拿大卑斯省水电局仅需花费很短时间就可以找出经

电资源，以减少石化燃料的使用，从而避免因过度使

济且可循环的发电点，并分析出这些发电点的合适程

用石化燃料而产生的温室气体引发全球变暖等气候变

度和相关费用。

综合资源计划提出
成立于50年前的卑斯省水电局一直致力于为不列
颠哥伦比亚省的广大家庭和企业进行开发和传输无污
染的、可靠的电力能源。随着城市的发展，干净的、
可循环的发电资源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在2010年
洁净能源法案被通过后，卑斯省水电局被要求向不列
颠哥伦比亚省能源和矿业部长提交一份综合能源计
划。该计划需要阐述出卑斯省水电局是如何实现不列
颠哥伦比亚省的16项能源目标，其中，主要分成四
类：第一，纳税人影响；第二，经济发展；第三，洁
净、可循环、需求方管理和温室气体影响；第四，能
源输出。
该计划不仅要平衡发电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满
足未来20-30年用户的用电需要，同时必须考虑到当
地居民和利益相关者理解此计划，并能很好地配合解
决环境问题。卑斯省水电局启动该计划仅需通过更新
其潜在的发电点配置的数据库。此项更新任务包括：
通过洁净或可循环资源产出并输送至少93%以上的
电量；应用可循环能源以实现全省的温室气体减排目
GIS密度分析显示出整个不列颠哥伦比亚潜在的装机容量（上图）和
能源分配（下图），这有助于加拿大卑斯省水电局定位出更加经济
的扩建当前基础设施的“热点”。

标；促进经济发展和创造、保留职业岗位；通过应用
和发展洁净或可循环资源来促进当地居民和农村社区
的发展。
53

o

海外 2015.NO.2
verseas

卑斯水电局数据库的完善
为了更新数据库，卑斯省水电局寻找了许
多新的能源资源。这些潜在的能源资源被逐一
进行检测，来判断是否符合未来20年综合资源
计划，如果能满足未来20年潜在用户的用电需
求，则可被利用。同时，能源的可靠性、成本效
益、风险、环境影响和促进经济发展程度等项目
也被列入能源检测项目中。
在过去，所有已经鉴定的资源检测项目都
会被贮存在微软评估资源项数据库中（简称：
RODAT）。然而，卑斯省水电局意识到发电备
选点的空间位置与利益相关者和当地居民所处的
地方有冲突，于是就委任KWL公司开发一个新

图中所示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评估电力线成本。邻近存在基
础设施、坡度和地形等元素，这些元素都是会影响成本效益
的。

的数据库，即资源备选点映射数据库（简称：
ROMAP）。
ROMAP是一个RODAT的GIS空间可行

卑斯省水电局就能轻易找出在限制区域如法律保护

版，这意味着可以通过地理位置和周边设施及地

区的资源点，以及国家重点保护的溪流、公园、冰

点，更好地分析出新能源的备选点。所有备选点

川等不可进入区域。另外，卑斯省水电局可以检测

均存在RODAT和ROMAP的数据库中，然后通

出潜在的通道和电力设施。在通常情况下，不符合

过IRP分析，该新资源的成本和影响就能得到系

规格的通道会使得该资源点不能很好地控制成本效

统的评估。评估报告显示ROMAP总共在GIS空

益。

间数据库找出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超过7700处
潜在的资源备选点。

此外，ROMAP能规划出必需的通道和输电通
道，使得潜在选点与现存设施连接起来。个别通道
和输电通道，包括互联成本等要素，GIS技术都能

ROMAP的优势
ROMAP数据库的版式可以与其他相关数
据库版式，如微软的Excel/Access及其他几个
程序相互转换，所以ROMAP中的潜在发电资
源详情可以很容易地应用于其他程序的现存模块

以最低成本标准逐一对每个潜在点进行评估。这为
卑斯省水电局在甄别候选资源点时提供了高级的成
本估算。同时，ROMAP还可以在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所有区域的表图上标出每个资源点，这有助于新
道路和输电通道连接到现存设施中去。

和数据库中。而且，ROMAP的空间数据库包

集群分析筛选最优资源点

括了资源备选点，这些资源备选点能科学地考虑

要想获得洁净能源，其中一个要求是要判断某

到道路和电力设施等基础设施的选址问题，从而
更好地控制成本效益。
为了鉴别和获取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完整的

公司通过应用GIS技术帮助卑斯省水电局推进密度

潜在备选点的详细目录，ROMAP评估了所有

分析以确定地理区域上所有拥有高能源及容量的密

能够产出满足未来30年商业需求的所有资源类

度。

型，包括经济上的可行点和不可行点。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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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储水储能点、天然气区域、资源区域和易变区域

特电机容量和每年输出50兆千瓦时电能的河流潜力发电

的能源选点。然后，在确定和评估同一区域内所有潜在

点被确定下来。KWL公司还估算了每个项目的成本，

的发电资源组别后，KWL公司开始进行集群分析，其

包括与现存电力系统相连接的出入通道和输电管道的费

中包括输电线路至新分电线路成本预算和最优互联点筛

用。

选，连接潜在新能源的输电线路与现存分散传输区域输
电线路的成本。
通过集群分析，工作人员能选出9个可能性较大的
资源点。随后通过应用ROMAP，卑斯省水电局就可以
科学地选出最优传输线路，并且避开公共设施，从而有
效地降低成本效益。

RHAM快速定位河流潜力发电点
为减少石化燃料，应对气候变化，如何鉴定可循环
发电资源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因此，ROMAP上的鉴
定能源的地点均来源于KWL公司的快速水电发电评估
模块（简称：RHAM）。
在RHAM评估模块上，通过利用GIS技术，水电站
项目的所有部分都可以在空间位置上显示出来，如地理
位置等。RHAM可以将数据与地理位置连接起来，并有
助于工程师开发计算模块，这大大加快了有效信息数据
加工的速度。
通过使用数字高程模型和区域水文数据，RHAM
可以计算出指定区域内河流的水能发电量，扫描出有公
园和环境敏感区域，并估算出项目成本。此外，RHAM

KWL公司的快速水力发电评估模型显示出在不列颠哥伦比
亚省的各个不同规模的潜在河流发电项目。这个模型通过
GIS技术可以迅速和自动分析出定位点。

还可以评估出指定区域的水力发电开发的合适性和水能
储量。
通过RHAM，KWL公司还分析出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每条河在100米河段的水力发电项目的潜在适合点。
这些信息能估算成本。工作人员随后通过这些信息进行
估算成本，并将其与生态制图和陆地使用信息进行比
较，以决定地址适合性。

GIS技术减少石化燃料的依赖
不久之后，寻找洁净、可循环发电的方法逐渐变得
至关重要，而卑斯省水电局已经通过GIS软件鉴定资源

RHAM除了可以为水力发电项目寻找和分析位置

潜力，分析出合适的资源点，并找出了上千个可能的水

外，还可以通过分析坡度、地理状况和地表覆盖等数据

电站建址。通过增强对这些潜在资源的空间意识，可以

对线性设施如道路、水渠和输电线等进行最优比对和成

更好地估算成本。

本估算。

没有GIS技术，整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发电资源选

KWL公司在RHAM的帮助下，在4个月内完成了

点的程序都不能进行。GIS技术为将来的基础设施建设

河流发电潜力评估工作。如果没有RHAM，评估工作可

提供了大量的理想地点，这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减少对

能要花费更长时间。有了RHAM的帮助，拥有120亿瓦

石化燃料的依赖有着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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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信息安全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短板

在之前结束的2015年“两会”上，对信息安全，

作为重要一环，在进行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之时，并未

包括个人信息、网络安全等进行立法又一次被众多与会

被忽视，各省市的智慧城市规划设计大多都建立了完善

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提出，在国家网络信息安

的体系系统，在信息安全方面也都有比较完善的规划设

全、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等方面，都有推动立法的呼声。

计。

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们呼吁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由于网络空间的特殊性，决定了信息安全将是至

等途径确保信息安全，而2015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指

始至终伴随信息化建设而生的艰巨任务。一个全面的信

出，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信用信息共

息安全体系，包括网络信息系统安全测评、风险评估及

享平台，依法保护企业和个人的信息安全。同时，全国

技术服务、信息安全认证、信息安全管理等多项工作组

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也宣布，网络安

成。只有经过精心的顶层设计和完善的基础建设，并且

全法已被列入了相关立法计划。

从技术和管理两个方面共同着手，这样的信息安全体系

这些代表、委员之中，许多人本身就是业界专家、
学者，或者从事信息化相关工作的政府官员，这说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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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智慧城市以及我们国家全面信息化进程健康推进的
基石。

整个业界都已意识到了信息安全的重要性，并给予了高

在笔者所参与的一些智慧城市建设实践当中，在规

度重视。智慧城市建设以物联网、云计算等大数据技术

划设计层面的问题被解决的同时，在管理与技术方面的

体系为支撑，数据信息巨大，并涉及政务、商业、生活

问题，往往还是非常明显的。最近，一家上海互联网软

等方方面面，一旦出现信息泄露、数据丢失等安全问

件有限公司在为一家大型园区管理企业开发建设信息安

题，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智慧城市的信息安全问题

全体系时发现，客户在信息安全管理方面，在思想观念

不容忽视。我国近年来智慧城市建设实践中，信息安全

和业务实践中都还存在很多的盲区和死角。例如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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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升级、拓展留有足够的余地。

段，但对健全IT设备、机房等的操作、管理制度却还停留

在智慧城市信息核心技术上，我国已经开始逐步摆脱

在非常初级的阶段，对设施设备的安全保障也只知道应该

早先由于IBM、Oracle和EMC等业界巨头在智慧城市建设

保障供电安全，对防水、防风，以及机房等关键设施的安

领域特别是业务信息系统、数据库管理和业务解决方案市

全保障、实时监控都还只有模糊的概念，需要技术供应商

场占据主导地位而产生的“IOE”依赖症，包括“BAT”、

提供非常详细的解决方案。

联想、浪潮等国内企业，已经在这一领域慢慢赶了上来，
实际上，由

并在国内的智慧城市建设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但在核心

于物联网、云计算

技术的基础上，应用层的信息安全技术仍略显不足，在信

等新兴技术的高速

息终端、数据监控、设备监控、存储安全等领域，技术创

发展，相应的信

新的脚步仍然跟不上核心技术的高速发展。如前文提到的

息安全保障技术

那家大型园区管理企业的信息安全体系建设中，在信息安

还没有达成十分成熟的程度，智慧城市的建设中还存在着

全监控软件上，从最初的终端监控应用软件开始，在两年

许多相对比较脆弱的问题。例如，对智慧城市而言，云端

多的规划建设期里，要持续的对应用软件做着升级更新，

数据资源的高度共享性，使得云平台在恶意软件作用下，

不断配合新技术、新设备的应用进行技术创新，形成了以

产生数据丢失、IP和身份窃取、金融欺诈和盗窃等隐患。

724服务器云监控平台产品为核心的系列信息安全监控应用

又比如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DDoS）也具有快速摧毁整

软件。然而即使是这样，在客户的应用实践和与业界的交

个云基础架构的潜力，并且当云平台受到攻击时，所有相

流探讨中，笔者仍然发觉存在一些信息安全方面需要再行

关账户也将牵涉其中，导致该平台服务的用户受到不可估

提高和加强的应用点，这也说明了在技术层面上，信息安

量的损失。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2010年的蠕虫病毒震网

全建设将会是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长期的过程。

（stuxnet），其感染了全球超过45000个网络，给各国的
电力部门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和破坏。

作为新一代城市生活形态，智慧城市能走多远，取
决于信息安全走多远。智慧城市为人们构建了一幅美好的

目前，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供应商都在不断强调事

蓝图，但在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中必须要高度重视信息安

前加密、安全监控等手段，加强对云服务的安全保障，但

全，只有建立完整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有效保障各类信

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仍需要通过长期的应用和发展

息、数据的安全，建设安全可靠的智慧城市，才能真正把

慢慢完善。而加强管理手段，是这一保障体系非常重要的

智慧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摘编自《赛迪网》）

一环，通过管理手段的优化，提高管理水平，也是在技术
手段力有不逮之时，补强短板的最好方法。建立合理、有
效的安全组织架构，配备和设立安全决策、管理、执行以
及监管的责任人、岗位和机构，明确角色与责任，是比起
技术手段来更易实现的方法，也是迫切需要建立的管理手
段。此外，建立信息安全等级评测和保护体系，加强信息
安全应急处置能力等，都是在管理方面需要提高的内容。
当然，另一方面，技术手段也具有同样的重要的作
用。智慧城市建设运用多种新型IT技术手段，而这些技术
的快速发展，往往远超决策者和建设者们的想象，使得信
息安全经常落后于技术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规划设计和
建设时，要充分考虑到技术的前瞻性，为整个智慧城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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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迁徙 ”
浅谈 GIS
分析大数据
“

“春运”被誉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大迁

位，能实现全面、即时反映人口迁徙状况。网民访问

徙。在 2014年春运期间，百度推出了“百度迁徙”项

“百度迁徙”主页，可以直接看到全国包括铁路、公

目，首次启用百度地图定位可视化大数据播报了国内

路和航空在内的线路，当前全国春运最热的线路，最

春节人口迁徙情况，引发了巨大关注。该项目利用百

热门的迁出城市、迁入城市。 用户还可以输入一个城

度 LBS定位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展现春节前后人口大

市名，查看到这个城市最近 8 个小时的迁徙情况，看

迁徙轨迹与特征。“百度地图春节人口迁徙大数据”

到迁入、迁出最热城市的排行榜。 这些数据可为相

是 LBS 与大数据概念结合产生的产品，对中国卫星

关部门提供参考，并帮助这些部门对资源进行优化配

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的发展具有启示作用。GIS 空间

置。

分析方法可以提供基于位置的服务，合理利用并发展
GIS 空间分析，这必定推动这一服务产业的发展。

开放平台，该平台为数十万款 APP 提供免费、优质
的定位服务，是中国 LBS 数据源最广的数据和技术服

迁徙数据从哪来？

务平台。2013 年 3 月份统计，国内移动通讯用户达

百度公司 2014 年 1 月 26 日凌晨推出“百度迁

到了 11.46 亿，而基于百度 API 的应用程序位置信

徙”服务项目。百度迁徙是运用大量数据分析计算并

息请求数量达到每日 35 亿次（截至 2013 年 8 月统

创新可视化的方式，可以让人们直观的看到中国春节

计），也就是说平均到每一个用户，我们每天都会请

期间人口迁徙的特点轨迹。其实对于这种创新可视化

求差不多 3 次位置数据，这样庞大的数据量为百度迁

方式是指针对大数据的可视化，传统的大数据分析计

徙提供了基础。“百度迁徙”的定位原理即为百度定

算结果是以表格或者文字方式呈现出来的，而对于大

位 SDK，当应用程序向定位 SDK 发起定位请求时，定

众百姓来说，这并不够直观，而百度地图通过结合地

位 SDK 会根据应用的定位因素（GPS、基站、WiFi 信

图的形式将大数据分析结果基于地理空间位置进行可

号）的实际情况（如是否开启 GPS、是否连接网络、

视化，同时实时动态更新，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所显

是否有信号等）来生成相应定位依据进行定位。如此

示，使人们更加清楚的了解数据分析结果，在全国整

大量的定位数据积累之后，“百度迁徙”中每一天都

体上来看，是可以看到人口的来源以及人口主要的去

可以积累相当的位置信息。百度迁徙本身就是基于地

向动态的。

理空间位置的大数据可视化的一个新面貌。作为一项

百度通过云计算平台数据处理能力，加上精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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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服务于政府部门，帮助其科学决策，赋予社会学等科学研

合可以是基于地理位置数据的空间分布可视化显示、海量地理

究以新的观察视角和方法，同时，为公众创造近距离接触大

空间位置数据的分布式存储、大范围的地理空间数据的采集等

数据的机会，科普数据价值。

等，以及与地理位置有关的大数据挖掘技术。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GIS 空间分析技术与大数据的结合

GIS 空间分析与大数据时代
百度这种结合定位系统与大数据平台的结合对于海量
地理空间信息的商业应用以及支持政府决策是一次很好的开
端，GIS 的发展也必将促进基于地理空间位置的大数据时代
的发展。
麦肯锡将大数据定义为：无法在一定时间内用传统
数据库软件工具对其内容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
合。较为统一的认识是大数据有四个基本特征：数据规模大
（Volume），数据种类多（Variety），数据要求处理速度
快（Velocity），数据价值密度低（Value），即所谓的四 V
特征。对于大数据可以说是继云计算，物联网之后 IT 行业又
一次颠覆性的技术革命，大数据未来的方向不在于数据挖掘
技术本身，而在于数据应用的商业化，从数据背后挖掘盈利
模式、嫁接整合数据和商业资源成为关键。正如百度地图这
次推出“百度迁徙”取得成功一样。
而地理空间分析可以提供对基于地理位置的空间分布数
据进行存储、管理、分析、处理等功能，GIS 的奠基人之一
Goodchild M F 曾指出“地理信息系统真正的功能在于其利
用空间分析技术对空间数据的分析”。GIS 空间分析使 GIS
超越一般空间数据库、信息系统和地图制图系统，不仅能进
行海量空间数据管理，信息查询检索与量测，而且可以通过
图形操作和数学模拟运算分析出地理空间数据中隐藏的模

点就是定位数据，这也是 GIS 的特点——处理与地理空间位
置有关的数据。海量的定位数据中隐藏着大量信息等待挖掘，
结合云计算、海量数据处理技术，把数以亿级甚至数以千亿级
的数据实时、安全存储下来，再结合地理空间以可视化的方式
展现给用户， 这种直观的感受带给用户的冲击力是显著的。
对于政府和公共机构而言，这些定位数据可以做地铁站流量图
分析，通过数据分析掌握人群密度，查看哪个出口人多，哪个
出口人少；可以应用到商圈和旅游景点分析，了解哪些超市、
购物中心、电影院、旅游景点等人非常多，哪些人流量不是很
大，这些数据可以帮助政府和公共机构优化资源配置。而头脑
敏锐的商人通过 “百度迁徙”这个产品会充分挖掘隐藏在其
背后的巨大商机。最近在全国流行的“快的打车”和“滴滴打
车” 就是阿里巴巴公司和腾讯公司将定位导航结合移动支付
创造的的两个成功的商业应用案例。
大数据时代地理信息系统极大丰富数据已经成为一种类似
水电气等立等可取的基础设施，研究人员也会发现在 GIS中集
成空间分析程序将会有助于揭示空间分析的一些基本问题，同
样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空间分析功能会被开发成软件模块以便自
如地进行空间点线面格网数据的分析和计。大数据时代，空间
分析的应用方式也会有很大改变，如面对 PB 级别的大数据，
数据本身无法全部下载到本地进行分析处理，因此需要发展一
种“数据不动软件动”的处理方式进行在线空间分析。

式、关系和趋势，挖掘出对科学决策具有指导意义的信息，
从而解决复杂的地学应用问题，进行地学综合研究。

未来无限的空间分析大数据

之所以说 GIS 的核心是空间分析，从 GIS 的功能定义

大数据时代数据的精度越来越高，空间数据也越来越丰

中我们就可以看出，GIS 的一半功能是分析数据，甚至可以

富，这对于 GIS 的空间分析应用的发展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说，GIS 处理地理数据的目的也是为了分析数据，空间分析

在实际应用中空间分析对于交通建模，位置建模，商业地理

使得 GIS 区别于一般的信息系统，不仅仅是简单的数据存

学，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规划，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等有着重要

储，管理等功能，也是评价一个地理信息系统的主要指标。

的应用价值，可用于区域空间综合评价、资源空间优化配置、

对于空间分析与大数据的结合，主要体现在分析数据集拓

突发事件优化管理以及空间决策支持等。大数据的应用将显著

扑、几何或地理编码性能技术的统计方法。数据通常来源于

促进地理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空间大数据更多的需要处理

采集地址或地理坐标等位置的地理信息系统。应用实例包括

数据的空间性，时间性，流动性，多元性等多种因素混合导致

空间数据的空间回归（例如，消费者是否愿意购买与位置相

的复杂大数据，未来通过空间分析大数据充满了挑战，也充满

关的产品或者说特产）或模拟（例如，如何将制造业的供应

了机遇，作为一个 GISer，任重而道远。（摘编自《中国大数

链网络分布到不同的地点）等等。简单的 GIS 与大数据的结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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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先后顺序排列，接到录用通知后不再改动；

● E-mail正文请附作者简介：作者姓名、单位、联系方式（电话、

４．

● 投稿后如在三天内未收到来自编辑部的邮件回复，请致电编辑部查询。

文中如有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际标准；文中如有参考文献，应依照引

www.gisera.com

E-mail地址、通讯地址等）；

欢迎您的来稿，感谢您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