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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管线普查可视化项目监管平台的设计理念、总体架构和功能特点等，并简要分析平台在东莞管线普查工程中的使用效

果。平台真正实现了管线项目的过程可视化、数据质量可视化、协调可视化和成果可视化，具有良好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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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管线是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是城市的“生命

线”，它的安全运行是现代化城市高效率、高质量运

转的保证。然而，目前的管线普查项目管理存在以

下问题: 业主对监理、对项目质量失控，开会和汇报

成了了解项目的唯一手段，没有实时性; 权责不清

晰，出现质量问题时监理和作业方互推责任; 工程

完工后业主难于更新维护数据，项目难于深化。而

传统的“普查—监理—信息管理”模式只能解决数

据的存量问题，增量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

改变这种传统的管线普查模式已成为当务之急，在

管理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充分

利用计算机网络和信息化平台来处理和管理管线

普查项目中所涉及的大量数据、表格、文档信息也

成为了管线工程管理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设计理念

针对管线普查项目综合性强、复杂性高、技术

性强和严格性高的特点，管线项目可视化监管平台

主要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引入先进的项目管理技术，使项目管理更加

规范，档案资料电子化，实现无纸化办公。
2) 实现多数据的汇总、统计和入库，方便业主

或上级主管部门的查询和后期管理。
3) 完善数据动态更新机制，在保证数据质量的

前提下，延续项目成果的生命力。
4) 实现业主方、监理方和承包商三方业务的全

面管理和信息共享，提高工作效益。
5) 通过集成系统实现网上业务处理，缩短业务审

批周期，提高管理工作的透明度，确保工程按计划进

行，真正实现管线项目管理的过程可视化和标准化。
平台在项目中主要起过滤器的作用，作业过程中

产生的大量数据、资料等经过平台过滤后进行入库管

理，从而在入库前确保数据的质量( 如图 1 所示) 。

图 1 平台定位

平台设计的指导思想是“先把复杂问题简单

化，再把简单问题深入细化”，遵循 PMI( pertinent ＆
matched information) 原则，对周期长、多部门协同、
内容复杂的项目进行分解管理; 按照系统工程原理

组织内外业和建库紧密配合的项目管理; 以工序控

制的原理，进行工序同步进行或无缝衔接的全过程

监管; 记录各阶段和各工序的监管过程，可视化展

示原始数据、过程数据和成果数据。

三、总体架构

1． 基础平台

( 1) 网络操作系统

网络操作系统是构建整个平台的基础，是整个

平台运行安全可靠的保证。本平台选择了 Microsoft
Windows 2000 Server 作为操作系统。Microsoft Win-
dows 2000 Server 是一个功能强大、多用途的网络操

作系统，它的易用性、灵活性及扩展的 Internet / Intra-
net 和通信服务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各种规模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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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环境的需要。
( 2) 数据库选型

平台采用 Oracle 11g( 或以上版本) 企业版作为

平台的后台数据库管理系统。Oracle 11g 是一个业

界公认的最高效、最稳定的大型数据库管理系统之

一，它为关系型数据和结构化数据提供了更安全可

靠的存储功能，能管理大量的空间和非空间信息数

据，也有比较强大的应用开发能力。
( 3) GIS 平台

Esri ArcGIS 系列软件是业内安全性和稳定性

最好的 GIS 平台，它具有强大的数据编辑、制图、元
数据管理、数据输出、网上数据发布等功能，可实现

本平台精细化的数据管理。
2． 体系结构

平台采用 4 层体系结构( 如图 2 所示) 。

图 2 体系结构

( 1) 应用层

应用层是用户接口部分，担负着用户与平台间

的对话功能，用于检查用户输入的数据和显示应用

输出的数据。为使用户能直观地进行操作，平台使

用图形用户接口( GUI) ，操作简单，易学易用。在变

更用户接口时，只需改写显示控制和数据检查程

序，而不影响其他层。检查的内容也只限于数据的

形式和值的范围，不包括有关业务本身的处理逻

辑。图形界面的结构是不固定的，这便于以后能灵

活地进行变更。
( 2) 服务层

平台的 Web 服务层是面向服务架构 ( 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SOA) ，将功能层的不同单元通

过定义良好的接口和契约联系起来，使得构建在系

统中的服务可以以一种统一和通用的方式进行交

互。服务层通常还包含确认用户对应用和数据库

存取权限的功能及记录系统处理日志的功能。
( 3) 功能层

功能层是应用的底层构建，它将具体的业务处

理逻辑地编入程序中，如工作单的生成、传递、执行

和查询等，所需数据从表示层或数据层取得。
( 4) 数据层

数据层( DBMS) 负责管理对数据库数据的读写。
DBMS 必须能迅速执行大量数据的更新和检索。

四、功能特点

平台提供可视化的任务管理、周期监管、特殊

事件处理、项目交流、会议管理、质检管理、项目文

档、阶段管理、仪器设备投入、人员考勤、进度管理、
成果数据检查等功能，实现对项目的全过程、标准

化、精细化管理。平台功能有以下特点:

1． 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平台的管理功能覆盖管线项目的全生命周期，

涵盖物探、测量、内页成图、数据入库与动态更新、
项目竣工、动态监测与运维等各阶段，也实施对投

资方、作业方和监理方的全方位计划、组织、协调和

控制，从而避免了资产闲置，资金浪费的现象，实现

经济效益最大化。
2． 项目管理标准化

把管线项目及其他项目管理的优秀经验和做

法，如阶段管理、进度管理 ( 如图 3 所示) 、仪器管

理、人员管理、周期监管 ( 如图 4 所示) 、成本控制

等，定制成为平台标准模块进行实施，从而实现项

目目标管理标准化、业务管理标准化、资源和要素

管理标准化，使项目管理实现从人为管理到制度管

理的转变。

图 3 进度管理

图 4 周期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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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强大的质量检查和数据管理

质量是一个项目的生命，全过程的质量检查可

保证整个项目的质量。本平台建立了完备的质量

管理体系，对工程的各个部分进行质检统计( 如图 5
所示) 。平台也具备精细的数据差错功能，实现错

误数据可视化，如管线埋深检测( 如图 6 所示) 和碰

撞检测( 如图 7 所示) 等，用以规范数据的逻辑属性

关系和空间拓扑关系。

图 5 项目质检统计

图 6 管线埋深检测

图 7 管线碰撞检测

4． 多元客户端应用

平台提供了常规浏览器客户端及基于 iOS 和

Android 的移动终端 ( 如图 8 所示) ，可视化和智能

化的设计，能让用户轻松进行使用体验。移动终端

的应用，可以摆脱时间和空间对项目管理人员的束

缚，提高工作效率，加强远程协作，尤其是可轻松处

理常规办公模式下难以解决的紧急事务。

图 8 平台的多元客户端

五、案例分析

东莞管线普查二期工程测区面积 29． 3 km2，探

测综合管线长度为 1 363． 18 km。本平台在该项目

的全过程中投入使用，使用效果如下:

1) 平台进行信息动态编辑查询的管理方式与

工程实际相一致，符合用户操作习惯，用户普遍乐

于接受。
2) 基于可视化平台的海量信息查询功能为用

户提供及时、准确的项目信息。
3) 平台改变了传统的项目管理模式，提高了工

程的科学准确性和工作效率。
工程在可视化监管平台的辅助下，实现了可视

化集成管理，查明了该地区地下管线分布状况，完

善了地下管线档案管理系统，实现了地下管线信息

的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管理。

六、结束语

事实证明，在信息化平台上开展管线普查工程，

解决了普查的存量入库、更新机制、数字档案管理的

问题，以及人员考核和质量控制等项目管理的难题，

真正实现了项目的过程可视化、数据质量可视化、协
调可视化和成果可视化。因此，管线普查可视化项目

监管平台具有良好的推广价值。

参考文献:

［1］ 李丹农． 城市地下管线数据的计算机监理检查［J］．
城市勘测，2007( 4) : 61-63．

［2］ 万 建 成，卢 雷． 软 件 体 系 结 构 的 原 理、组 成 与 应

用［M］．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2．

661 测 绘 通 报 2013 年 增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