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矿测绘

Geological and Mine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第 4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中图刊号）：561GL001

测量标志网络化动态监管技术应用和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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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测量标志是标定地面测量控制点位置的标石、觇标以及其他用于测量的标记物的通称。每一
个测量标志都经过精确的测量、计算,求出它在地面上的平面位置和海拔高程数据。测量标志是国家重
要的基础性设施,在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科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以山东省测量标志动
态监管信息系统升级改造为例,通过网络化动态监管技术的应用,进一步优化系统设计,开发系统功能,对
提升测量标志信息化管理水平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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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U212.23 文献标识码：A

Application and system design of network dynamic supervision technology for surveying signs
Zhengzhang Hou
Shandong Institute of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Abstract] survey mark is the general name of the landmarks, targets and other markers used to calibrate the
position of ground survey control points. Each survey mark is measured and calculated accurately, and its plane
position and elevation data on the ground are obtained. Survey mark is an important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nation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national defense construc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is paper, Shandong Province survey mark dynamic supervision information system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as an example,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network dynamic supervision technology, further
optimize the system design, develop system function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surveying 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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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化动态监管技术应用
山东省于2014年在国土资源业务内
网环境下进行了建设测量标志动态监管
信息系统的尝试,有效提高了全省测量
标志管理信息化和管护水平,积攒了宝
贵经验。但是初版系统在易用性、效率
和用户体验等方面存在不足,不能充分
挖掘测量标志管护效率的潜力。2019年
对全省测量标志动态监管信息系统进行
升级改造,通过修改系统架构、新增或调
整完善功能,解决制约系统效率的关键
问题,进一步实现测量标志管理信息化。

自下而上的测量标志信息准确动态实时

标准和国际标准的相互衔接,又充分考

新版系统使用的技术包括分布式架构、

逐级上报,提供综合性统计报表以便管

虑测量标志动态监管项目不断发展对标

高可用架构、微服务架构、面向“云”

理人员决策。系统建设遵循《标准体系

准提出的更新、扩展和延伸的要求,遵循

的云原生架构等,对全省测量标志信息

表编制原则和要求》中的有关规定,注重

科学性、完整性、系统性、先进性、预

终端和作业人员网络化组织管理,实现

与现行信息技术有关的国家标准、行业

见性、可扩充性原则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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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山东省测量标志动态监管信
息系统设计
2.1运行网络环境变更。(1)原系统
网络运行环境。原版系统主体为B/S架构,
运行在国土资源业务内网(暨电子政务
内网)上,是连接省、市测绘行政主管部
门的测量标志动态监管信息系统,为省、
市、县、所四级测量标志管理用户提供
应用服务。主服务器架设在山东省地理
信息中心机房,并与部分市自建测量标
志管理信息系统对接。
原版系统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多
地网络条件受限,县局(分局)直到2018
年才基本达到普遍连通。而国土所级别
大部分并不具备内网条件,上传巡查信
息需要县局(分局)支持,甚至要去临近
的其它县区。网络限制明显造成了巡查
上报工作滞后。
(2)升级后系统网络运行环境。新版
系统基于互联网山东省国土资源浪潮云
平台以及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构
建全省标准统一和信息联通的测量标志
数据库,开发全省测量标志管理、业务管
理等系统功能,构建全省测量标志动态
监管信息平台,横向上实现与各级国土
资源综合监管平台的集成,纵向上实现
省、市两级测量标志管理部门的系统互
联和数据的动态同步更新,促进测量标
志管理的规范化、巡查的信息化、服务
的网络化、信息更新的同步化、准实时
化,提升全省测量标志管理、维护、巡查、
使用、迁建等监管水平,提高全省测量标
志的使用效能。
2.2业务功能设计与变更。(1)巡查
管理。系统巡查管理功能的升级,一是系
统内容和实际测量标志管护业务结合起
来。原系统中,巡查人员上报测量标志各
附属设施详细情况,只有模糊文字描述,
上传的数据库信息不规范不充分,无法
为测量标志维护提供参考信息。新系统
中对此进行细化,并实现自动生成统计
报表。二是新增批量提交审核功能,大幅
减少作业人员提交审核时间。三是精简
审核流程。例行巡查上报完成市级审核
就结束。只有异常巡查或例行巡查中发
现危害测量标志使用效能的情况以及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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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标志损毁时,才上报到省级审核。简化

会出现信息提示,点击后可查看详情。

3 远景展望

审核流程对于尽快获得统计数据和结论

(4)统计和排位。把自定义统计模板

新版系统将于2020年下半年开始全

很重要。四是简化操作。系统记忆用户

直接列入统计模块二级菜单,点击一次

面试运行,并根据用户反馈意见对当前功

上次填报信息,作业员只需要上传图片

即进入季度巡查统计页面。根据季度巡

能修改完善。其它主要改进方向有：添加

和修改变化的信息。审核人员再次登录

查上报情况,自动生成下属单位统计饼

导出委托保管书功能,便于办理委托保管

时,审核界面会自动读取上次巡查信息

状图,同时按照上报率,与同级单位进行

业务；利用移动端返回位置信息,网页端

与本次做对比,并用红框标记出两次不

排名,方便省市县审核人员直观了解测

动态显示巡查人员位置,方便测绘行政主

同的巡查信息便于审核。五是允许用户

量标志巡查进度,便于实时督促县、所级

管部门组织调度,提高测绘应急保障能

修改点之记信息。巡查上报时可以对测

人员的巡查工作开展。其它统计内容击

力；提供查询接口,以便规划部门了解工

量标志所在地、交通路线、点位略图等

后可查看详情,例如根据不同地区、条件

程项目区域内测量标志情况等。这些都是

可变点之记信息进行修改,一并提交审

类型、时间段测量标志的巡查上报率、

今后系统更新完善的方向。系统建设并不

核,保持点位信息现势性。

上报条数、完好率、附属设施情况进行

能一次性解决测量标志管护工作中的所

统计,指导测量标志管护工作。

有问题。当前测量标志管护主要依靠人力,

(2)巡查派发功能。原版系统巡查

但今后可能引入新技术,例如：部分山地、

信息流是单向的,管理用户只能被动接

2.3移动端设计。原版系统APP第一

受巡查人员上报。新系统增加的派发功

次登录时,“离线登录”因缺少账户信息

湿地范围内测量标志难以开展巡查,可以

能,弥补了业务管理层面信息流向的缺

无法使用。需要通过连接内网WIFI登录系

使用无人机代替人力进行巡查；有的测量

陷。应用场景主要是应对发现水灾等突

统后在设置页面将相关用户、点位信息下

标志附近有摄像头,如果可以利用到这部

发事件、测量标志附件有工程建设、巡

载后方可正常使用。因多地网络安全规定

分资料,就可以直接取消人员实地巡查；

查人员未完成例行巡查,或其他任何管

用户可能无法开启内网WIFI。后续上传巡

部分县区已经尝试使用新材料的附属设

理用户认为有必要补充巡查的情况。

查信息则需要互联网服务器中转,并且中

施,如果更进一步在其中放入北斗芯片,

派发流程设计为,省 (市 )级派 发的任

转后需要再次提交。这种设计既需要额外

就可以实现对重要测量标志部分信息的

务到达市(县)级用户时 ,如果 近一周

的服务器资源,又限制了巡查效率。

实时监控。无论进展怎样,今后系统都将
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内该 点 有 巡 查信 息 上 报 则 进行 提 示 ,

新版系统APP基于互联网运行,支持

没有或者仍然需要巡查则逐级派发。

移动数据,支持到点巡查导航。手机端平

4 结束语

次级用户或所级人员收到巡查任务后,

台有新的推送消息时,终端设备震动并

新版系统推广使用可以实现省市县

如自 发 起 之 日起 有 巡 查 记 录,则 返 回

且提示灯常亮。
“傻瓜式”的手机端信息

乡四级互联互通,尤其是“傻瓜式”的手

作为上报信息,任务派发流程结束；若

填报保证了所级用户进入系统后页面

机终端应用,大大方便了一线巡查人员

无巡查记录,需去现场进行填报。

少、内容简单,自动定位身边最近的测量

的实际操作,提高巡查工作效率,节约测

(3)组织管理。系统省市县所四级用

标志一键转入填报页面,并且每次填报

量标志管理、维护和迁建成本,提升测量

户基本与行政区划挂钩,但实际管理可能

前会自动读取上一次的填报记录,现场

标志动态监管水平,有效降低测量标志

有不一致的情况,或者因区划变动等原因

拍摄照片可以直接上传转入审核流程,

损毁率,确保测量标志使用效能,为国家

需要修改测量标志归属。原版系统没有修

保证了所级人员信息录入尽可能快捷。

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科学研究提供空

改渠道,如果系统某座测量标志管辖关系

2.4界面美工和其它优化。系统界面

与实际不一致,可能导致该点无人巡查。

沿用老版布局,风格简化,字体放大方便

系统新增组织管理模块,允许用户对各级

点击。显示模式由单窗口变更为浏览器的

单位名称,隶属关系,标志点归属单位的

多标签模式,允许在打开的功能模块中快

修改。省市县用户拥有操作权限。

速切换,大幅缩减等待时间。允许点之记

[2]李玉琳,曲筱筱,张颖.山东省测

间定位基准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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