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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从根本上改变通信管线网络规划(建设(管理及资料保存的传统模式&将?J2技术引入通信管线网络的管理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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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代城市通信网络&是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之

一&它犹如人体的神经系统&担负着各种信息的传输

工作’由于其具有种类繁多(纵横交错(结构复杂(分
布极广(不透明(信息量及查询量大(保存期长(要求

不间断运行使用等特点&靠传统的图纸(图表等形式

记录(保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人工管理&已无法适

应城市通信建设与维护管理的需要’采用新的技术

和手段来管理城市通信管线网络资源&以替代落后

的人工管理模式&使城市通信管线网络的规划(建设

和管理步入定量化(科学化(自动化的轨道&已成为

通信部门当前十分迫切的任务’
地理信息系统$?J2%是建立在地球科学(信息

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基础上的边缘学科’它是一个

通过描述地理环境信息的地理坐标及信息进行采

集(存储(管理(查询(分析(显示和成图的计算机软

硬件相 结 合 的 综 合 性 技 术 系 统$地 矿 部 科 技 司&
",,+%’由于?J2具有反映地理空间关系&综合(统

计(分析各种空间和属性信息能力的特性&而通信网

络的基础设施&如’局址(管道(人$手%井(杆路(线

路(交接*分线设备(KN2等均与城市地理信息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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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连"不可分割’实质上#它本身就属于城市地理信

息的一个独立而最为复杂的层面’因此#实现通信管

线"无线地理信息管理的计算机化#必须以?J2为

基础’

"!系统建设目标

系统将?J2技术引入通信管线网络管理和业

务中#以城市地理地图为背景#从根本上改变通信管

线网络规划"建设"管理及资料保存的传统模式#实
现通信管线网络规划预算"工程设计"建设及施工管

理"运行维护"资产统计分析"市场分析及预测"综合

查询"资料的输入和输出"通信综合业务"线路实时

监控等的计算机管理一体化’表现为!
$"%系统以城市地理地图为背景#实现通信管

线资源从机房"配线架到用户分线盒全方位的可视

化计算机管理’它将室内设备"地下$上%管线的分布

和埋深情况"各种设施设备以图形和表格的形式表

现出来#为电信部门的管线资源管理提供强大和有

效的工具’管理的设施包括!局点"机房"地下进线

室"管道闸"人手孔"管道段"管孔及其穿放信息"电
杆"吊线及其附挂信息"拉线"引上管"电缆&光缆及

路由信息"线对&纤芯"接头"气门"气塞"充气机"传
感器"[\O"]\O"$光%交接箱"分线盒"光分纤盒"
光终端盒"综合配线箱"无线基站等’系统能较方便

扩展添加各种设备"设施"线路等信息#以适应电信

网及业务的高速发展’
$)%系统将根据准确的资料$数据和属性%管

理#对各种管线$及其附属%设施以及物理路由分种

类"区域等各种条件实现查询"统计"分析’对管线资

源的科学规划"决策"设计进行支撑#同时也能使工

程布局更合理"预算更准确"资料使用更及时’直接

为企业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带来效益’
$!%系统能将新建工程竣工资料通过系统及

时"准确地传送到各个应用系统#使得通信管线网络

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大大减少了以前由于资料不

全"靠人工记忆或由于相关管理人员变动而造成的

大量线路资源浪费’
$D%系统为行业各个系统提供必需的图形数

据#为电信企业内其他的系统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同时也为跟上今后的市政管理系统建设步伐#与
各类需要管线信息的系统建立良好的接口打下了基

础’

)!系统设计原则

为实现系统目标#最大限度地满足相关需求#并
有利于系统的进一步扩充与扩展#在进行系统设计

时将遵循如下原则!
$"%先进性’系统采用目前国际上主流的体系结

构#在先进的同时不失成熟和可靠’采用?J2的原

理和方法对通信管线网络数据进行分析和建模#并
采用大型商业数据库来存储"管理数据’

$)%实用性’系统对地下大量不易见"不可见的

通信管线网络数据实现可视化#便于维护"更新"管
理’结合业务流程#满足各类人员的使用习惯及日常

工作的需要#实现(人E软件E业务流程)的有机统

一’能进行动态数据的管理#并保持数据的一致性#
满足数据更新及操作响应的实时性要求’

$!%可扩充性’系统的信息编码"系统功能和数

据库结构#留有充分的扩充余地#便于在其基础上进

一步开发#易于扩充其他专业应用系统’
$D%可靠性’采用大型商用数据库的数据管理"

备份功能’及时补充"更新"备份已变动的数据#图形

信息和属性数据准确可靠’
$#%高效性’提供海量数据的快速处理能力’
$+%标准化’直接引用现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或实际工作标准#必要时予以扩充#并考虑利用有关

研究成果’
$C%完备性’数据库中存贮的图形及属性等信

息#应能充分满足日常工作条件下#系统的正常运行

和数据更新的需要’

!!系统结构

@AB!管线资源管理系统在%.C9模型中的位置

5L][$561.635T05&53%G%@5/.04%6G.@%是一

种业务流程模型或框架#它为服务提供商提供所要

求的企业流程’5L][较好地代表了电信运营业的

真实世界#很多电信运营商已经在运用5L][#因

为在采购软件"设备#以及面对愈加复杂的业务关系

网络中与其他服务提供商的接口#都需要行业的标

准框架’5L][ 作为电信运营业务流程向导的蓝

图#是(?]22$新一代运营系统和软件%的重要概

念和关键组成元素$晓亚等#)**!%’
资源对于电信运营商来说#是企业的生存之本#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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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系统体系结构"据武汉中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D$

O4I’" B/31405308/5%9015=>=05G

图)!系统总体结构

O4I’) O/.G5W%/X%9015=>=05G

是对客户提供服务的基础’管线资源是电信运营商

整个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线资源管理系统是资

源管理与运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22的核心系

统之一’
@’D!系统体系结构

在体系结构上#考虑到各种不同用户对系统的

要 求 不 同#采 用 :%2":&4650%25/<5/$与 %̂2
"̂/%W=5%25/<5/$结合的模式’:%2模式是被授权的

用户通过网络#以专业的程序界面#直接访问后台

?J2数据库中的数据’这种模式是?J2系统中被普

遍采用的模式#在客户端要安装软件#用户可以直接

查询浏览&修改更新?J2数据库’在 %̂2模式下#由
P5V?J2服务器根据客户端的请求#访问数据库服

务器#生成相应的页面#再传输到客户端#这样不仅

可以使网络数据流量大为减少#也无需对客户端进

行升级#有利于系统调试和升级’数据维护&设计&分
析&数据处理等交互性强的功能可采用:%2模式#
而数据浏览&查询&办公等交互性不强的功能则采用

%̂2模式"图"$’
@’@!系统构架

系统支持)种最重要的系统架构#即集中式和

分布式’集中式构架’在系统中只建立一个数据中

心#其他的机器都到数据中心上来存取数据’它的优

点是’可减少系统复杂程度#网络结构简单#维护简

便#能很好的维护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性#同时#建
设成本和维护费用较低’但所有数据集都存在一个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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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其缺点也不可避免!所有客户连接到一个

数据中心"容易形成网络阻塞和服务器事务阻塞"这
对网络带宽和服务器的处理能力要求较高’随着网

络与硬件的发展"这种方案几乎可以满足目前我国

电信公司按照地市一级建设管线系统的需要#张发

勇和李才仙")**)$’分布式构架!分布式构架主要解

决的问题是在集中式架构下"当系统用户数量太多

时"中心数据中心系统处理能力不能满足要求的情

况下"配置适当的二级%缓存服务器"在二级%缓存服

务器上保存全部%部分数据"不同的二级%缓存服务

器服务不同的客户"中心数据中心需要跟二级%缓存

服务器进行数据同步"由中心数据中心跟所有二级%
缓存服务器共同组成分布式数据库系统’分布式系统

的优点是"可以适当降低对中心数据中心的处理能力

要求及网络压力"系统性能较高’缺点是!升级&维护

难度大"投资较大"由于多个资源数据库分别存放"数
据同步工作量较大"且易出现数据不一致的情况’
@’E!系统总体结构

管线系统是一个大型系统"数据量大&使用系统

的用户多"因此"后台采用大型通用的商用数据库"
考虑到用户对数据库的要求不同"系统支持目前市

面上流行的大型商用数据库#如 ]/.3&5&2>V.=5&
2_R25/<5/等$’地理信息系统平台采用自主知识

产权的[BK?J2"通过[BK?J22\-#空间数据引

擎$访问数据库"整个系统基于 [BK?J2的组件进

行开发’客户端提供各种B304<5‘控件&\RR&类库

等形式的功能组件"方便二次开发和定制"充分实现

组件级的代码重用"各个模块开发具有相对独立性"
方便开发或扩充各个模块的功能#图)$’
@’F!系统接口

一个应用系统要最大地发挥效益"需要最终用

户真正的去使用系统"用户使用系统的前提有!用户

通过使用系统给工作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用户感

觉到系统减轻了工作的强度&难度"系统能够满足用

户日常工作的需要’将系统融入到用户工作流程中"
成为日常工作不可缺少的环节"通过流程来促进系

统的应 用’电 信 行 业 是 信 息 化 比 较 高 的 行 业#从

5L][中可以看出$"电信企业存在各种各样的JL
系统"各个系统之间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客户

而言"不可能为完成一件事情需要在各个系统之间

来回进行切换"因此需要将各系统的功能进行有效

的集 成"方 便 用 户 操 作’管 线 资 源 管 理 系 统 属 于

]22中的核心系统之一"需要跟各个系统之间提供

图!!系统接口

O4I’! J605/9.35=%9015=>=05G

接口#图!$’

D!系统主要功能

#"$规划预测 ’通过实时监测系统"根据用户

密度的增长动态"进行市政&电信建设同步满足分

析"电%光缆路由设置及局所设置规划分析"网络资

源统计分析及网络资源的优化等’
#)$工程设计’能根据给定的条件&地理位置&

网络资源现状等"给出最合理&最优化的方案’建立

概预算数据库&设计图纸库和竣工图纸库’自动编制

概预算表"施工完成后"资料自动转入到系统’
#!$工程建设管理’系统把将建设的工程直观

的反映在地图上"根据工程的施工范围"确定受影响

的用户"方便客户服务系统及时与客户沟通交流"提
高服务质量’实现全程非现场监控"进展控制完全按

事务处理流程进行"系统随时显示流程进度"工程正

式验收后"系统将工程资产纳入固定资产管理’
#D$管线维护管理’实现对本地网所有管线设

施&设备数据的编辑&实体图形和属性资料的查询&
各种条件下的路由查询&实体资料统计&故障点定

位&图%报表输出等’
##$固定资产管理’实现对固定资产建立固定

资产卡片"对资产进行折旧处理"提供各种固定资产

的统计报表等’
#+$公话管理’实现对公用电话信息与业务的

管理"提供公用电话数据#话亭&话机$的输入&编辑&
查询和统计功能’

#C$线路%设备监测’实现与现有监控系统的对

接"将实时数据直观地反映在地理底图上"并设报警

功能"指示故障出现的地点’基于用户信息&故障信

息等对故障产生的影响进行估计和预测’
#A$底图维护管理’提供图幅拼接"栅格图&矢

量图叠加功能"提供图形录入"图形变换&整饰&编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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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图形操作"图形输出"地图库管理及更新等功能’
#,$地名库维护’提供区域"路名"门牌%小区%

乡"栋名%单元号的输入"修改"删除的功能’实现城

市地名的管理&从而实现动态地名显示&地名定位等

功能’
#"*$工程图件管理’建立图档库#管线资源图档

库"工程设计文件图档库"建设单位工程与维护管理

图档库"竣工文件图档库$&按标准的文档管理模式

进行检索和维护的功能’
#""$系统接口’系统跟长途资源管理系统"设备

资源管理系统":a[系统"服务开通系统"固定资产

管理系统"故障监控等系统进行接口&将各种系统进

行整合应用&集中发挥各个系统的优势’
#")$系统维护管理’提供应用功能的分类管理"

用户管理"系统公用数据维护"系统参数配置"日志

维护和重要数据自动备份等功能’

#!结论

城市通信管线网络与城市地理信息紧密相连&
是城市地理信息的一个独立且最为复杂的层面’在
通信领域引入地理信息系统&开发并建立通信网络

地理信息系统&不仅可丰富我国地理信息系统的种

类和数量&也有利于缩小我国在地理信息系统应用

方面与国外的差距&加快我国地理信息系统产业的

发展’同时&也是电信部门管理手段创新"技术创新"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减
少资源浪费的新举措’应用该系统的基本原理与设

计原则&可方便地扩充至整个本地网"一个省乃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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