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２卷 第８期

２００７年８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２Ｎｏ．８

Ａｕｇ．２０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６１２。

项目来源：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资助项目（ＩＲＴ０４３８）。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０７）０８０７３１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地下管线数据的智能化检查研究

黄　鸿１　龚健雅１　钟　正２

（１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２　南洋理工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南洋大道，新加坡）

摘　要：分析了当前地下管线数据检查中的缺点与不足，引入领域驱动设计方法和 ＵＭＬ来对检查规则进行

分析建模，提出建立可定制的管线检查知识规则库及其推理机，并结合ＧＩＳ来对管线数据进行智能化检查。

在多个城市的实践验证了智能化检查具有高效、深入、快速定制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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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城市地下管线的普查、建库及系统建设过

程进行全面监理已经成为行业共识，特别是对管

线普查成果数据进行计算机检查是保证建库质量

及有效应用分析的基础。目前，依据相关的国家

标准和特定城市的地下管线普查技术规程，已经

研制出一些管线数据检查系统并用于工程实践，

有效地避免了人工检查中存在的疏忽并极大地提

高了检查效率［１３］。然而对于设备设施连接的逻

辑合理性、设备规格参数的相互限定约束以及空

间关系等方面的内容，由于需要借助大量领域专

家经验才能进行推理分析，目前的管线数据检查

系统一般很少涉及。更为遗憾的是，大量的管线

数据检查逻辑分散地隐藏在程序源代码当中，导

致系统的可调性、可定制性、可扩展性都非常差，

同时也失去了通过原子检查逻辑的自定义组合来

灵活实现多任务、多步骤的复杂检查的能力。

本文引入领域驱动设计方法与监理专家共同

分析提取地下管线数据检查逻辑，并提出将检查

逻辑描述为形式化的产生式规则来建立可定制的

检查知识规则库及其推理机，然后结合ＧＩＳ技术

对管线普查成果数据、管线矢量图形数据进行智

能化逻辑推理检查。同时，采用统一建模语言

（ＵＭＬ）
［４］对管线数据检查规则进行建模和面向

对象的封装，从而实现检查逻辑与程序源代码的

分离以便于用户定制和系统扩展。

１　检查规则分析与建模

１．１　检查规则体系分析

地下管线数据检查除了具有普通地形要素的

检查要求之外，还应更多考虑其特殊性。普通地

形要素检查主要集中在点位精度及量表属性（名

称、等级、数量），而地下管线管理属于 ＡＭ／ＦＭ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ｍａｐｐｉｎｇ／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５７］范

畴，其数据检查更加关注设备设施之间的拓扑关

系、设备设施连接的合理性、运行参数规范性等方

面。

针对地下管线数据检查的特殊性以及现有检

查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引入领域驱动设计（ｄｏ

ｍａｉｎｄｒｉｖｅｎｄｅｓｉｇｎ）方法来与领域专家一起深入

分析管线数据检查规则。领域驱动设计既是一种

思考的方式，也是一系列的优先级，目的在于加速

处理复杂领域的软件项目［８］。根据领域驱动设计

思想，按照一定的知识规则处理流程来提取分析

管线数据检查规则体系（表１），以便根据适当的

规则建立模式来设计出合理的、可用计算机语言

描述的检查知识规则库及其推理机，从而模拟领

域专家进行管线数据的智能化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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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地下管线数据的检查规则体系（部分）

Ｔａｂ．１　ＣｈｅｃｋＲｕ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Ｄａｔａ（Ｐａｒｔ）

检查内容 ＤｏｍａｉｎＤｒｉｖｅｎＤｅｓｉｇｎ分析 重要 优先

属

性

检

查

字段间约束与限定关系

对应于现实世界的逻辑关系，与领域专家共同提取，并描述为形式化的规则表

达式。比如管线直埋时，套管尺寸不填；当为管块时，套管尺寸应填“整数（高）

×整数（宽）”。
√

点、线表之间的引用关系
对应于管线数据模型，每一个管点必须被线表引用，每条管线的起点、终点也必

须存在于点表中。
√

拓

扑

检

查

设备设施的拓扑关系

对应于现实世界的逻辑关系，与领域专家共同提取。主要包括基于管线、管点

引用关系进行特征点关联管线数目、非中断点关联管线数目、隐蔽直通点属性

一致性、排水流向等分析。
√

三维交叉碰撞分析
模拟现实世界的真实管线网络场景，对管线进行三维空间碰撞分析，找出数据

采集、内业录入以及管线设计中的错误。

管线接边关系
对于不同测区、不同图幅的同名管点，检查数据一致性及数据存储的冗余，从而

保证整个区域的管线图形的连通。
√

图
形
检
查

管线图形叠加分析

根据外业普查成果数据库生成矢量管线图，同外业单位提交的管线图进行空间

叠加分析，检查外业单位提交的普查成果数据库和管线图之间是否存在无意或

者有意的误差。
√

１．２　产生式检查规则的犝犕犔建模

根据表１的检查规则体系，采用产生式方法

来对地下管线数据检查规则进行ＵＭＬ建模。产

生式规则［９］的基本形式为：犘→犙或ｉｆ犘ｔｈｅｎ犙。

产生式管线检查规则可用面向对象方法封装为

类，其 ＵＭＬ定义如图１所示。ＣｈｅｃｋＲｕｌｅ类中

主要由检查字段集合Ｆｉｅｌｄｓ和参数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共

图１　检查规则类ＵＭＬ建模

Ｆｉｇ．１　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ＣｈｅｃｋｉｎｇＲｕｌｅＣｌａｓ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ＵＭＬ

同构成前件或后件；同时，一个ＣｈｅｃｋＲｕｌｅ对象

还可以和其关联的ＣｈｅｃｋＲｕｌｅ对象（由ＬｉｎｋＩＤｓ

定义）共同组合成前件或后件。检查规则的定义

是规则组合、规则参数自定义、规则匹配与执行的

关键，下面从两个方面对其进行阐述：① 检查规

则分级。通过表１的分析，可看出管线检查规则

具有严格的逻辑层次，执行顺序必须有先后之分，

比如线表中起点、终点引用的管点编号有误，则后

续的拓扑检查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检查规则具

有等级（Ｇｒａｄｅ）之分：优先、普通、暂停。② 检查

规则执行方式———检查规则实现推理的控制策

略。由于产生式规则的前件或后件可能是有限个

事实或结论的逻辑“与”、“或”的合取式析取［９］，规

则执行类型（ＥｘｅｃｕｔｅＴｙｐｅ）被划分为单独执行、

作为条件执行、作为结果执行、联合执行四种类

型，从而某一条规则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按不同

的类型来执行。根据实际需要对多个原子规则

（部件）的ＥｘｅｃｕｔｅＴｙｐｅ和Ｅｘｅｃｕｔｅｄ进行自定义

设置，使得最终用户可以获得对多任务、多过程的

综合性复杂项目进行检查的能力。

２　基于规则推理的智能化检查

２．１　核心类架构

智能化检查系统应该按照“应用层→业务逻

辑层→数据层”的三层架构进行设计。数据层是

整个系统的基础，由检查知识规则库、管线成果数

据库、管线矢量图形库、检查成果数据库、关系数

据库管理平台、空间数据库管理平台共同构成。

业务逻辑层是对各种数据访问、规则推理与规则

定制等核心业务处理功能的提炼与封装，保证了

检查规则与系统源代码的逻辑分离，有助于实现

检查规则的用户参数化定制，并使系统具有可扩

展性。

在这个三层架构中，关键是要解决管线数据

建模以及管线数据检查规则的形式化表达、动态

加载与逻辑推理。采用ＵＭＬ来定义智能化检查

中的基本概念，可以获得层次结构合理、类之间的

调用关系清晰的智能化检查核心类架构。

在如图２所示的基于ＵＭＬ的智能化检查核

心类架构中，检查规则类ＣｈｅｃｋＲｕｌｅ和管线类

Ｐｉｐｅ是其中的关键，并与其他类建立了紧密的关

联，从而共同完整地揭示了智能化检查的核心思

想。同时还可以看出，图２的核心类架构与检查

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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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规则库之间以及管线普查成果数据库、检查

成果数据库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映射关系，从而

便于检查规则、管线成果数据的动态加载与配置，

也有利于检查成果快速准确地写入数据库中。在

智能化检查的核心类架构的支撑下，一方面可以

实现业务逻辑处理，主要是数据访问与规则加载

与推理；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应用层的用户界面暴

露出检查规则类ＣｈｅｃｋＲｕｌｅ有关属性，在不修改

程序源代码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管线数据检查规

则的增加、删除、修改以及参数定制。

图２　基于ＵＭＬ的智能化检查核心类架构

Ｆｉｇ．２　ＣｏｒｅＣｌａｓｓ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ｏｎＵＭＬ

２．２　检查知识规则库

地下管线检查知识规则库及其推理机分别包

含在数据层和业务逻辑层中，是管线数据智能化

检查的基础与核心，是集中表达领域专家经验并

在其上通过决策控制策略进行模拟推理的完整体

系。如图３所示，作为一个完整体系，地下管线数

据检查规则库除了存储用于表达专家经验的管线

数据检查规则外，还必须包括规则推理控制策略

（规则执行类型定义）、规则逻辑运算方法的程序

图３　地下管线数据检查知识规则库（核心部分）

Ｆｉｇ．３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ＲｕｌｅＢａｓｅｏｆ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Ｄａｔａ（Ｃｏｒｅ）

接口标识，另外还有辅助推理的管线类型定义和

从领域知识中提取的各种设备设施规格、运行控

制参数代码集合等数据表内容。

２．３　检查规则的逻辑推理

如图４所示，采用正向推理方法
［９］对产生式

检查规则进行逻辑推理，根据管线普查成果数据

库及管线矢量图形中的已知事实，正向使用规则，

即把规则的前件与管线数据记录进行匹配来选取

可用规则，经过规则逻辑运算之后将检查结论添

加到检查成果数据中，直至问题求解或没有可用

规则。以电力管线隐蔽直通点关联的多条管线的

相关属性特征一致性的智能化检查为例进行规则

推理说明。电力管线隐蔽直通点的检查规则犚

为：

犉１ ∧犉２ ∧犉３ →犕１ ∧犕２ ∧犕３

式中，犉１为管点类型Ｓ＿Ｃｏｄｅ为１（直线点）；犉２为

设备特征 Ｆｅａｔｕｒｅ为 Ｎｕｌｌ（直埋）；犉３为偏心井

Ｏｆｆｓｅｔ为Ｎｕｌｌ；犕１为两端电压一致；犕２为两端材

质一致；犕３为两端电缆条数一致。

图４　基于知识规则的管线数据智能化检查流程

Ｆｉｇ．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Ｃｈｅｃｋ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Ｒｕｌｅ

首先调用事实赋值函数ｓｔｅｑ定义隐蔽直通

点：ｓｔｅｑｆａｃｔｓ（犉１，犉２，犉３）；然后调用正向推理

机函数ｄｅｄｕｃｅ，找到对应的检查规则及其执行方

式进行推理；最后检查地下管线成果数据库中的

相关记录是否符合ｆａｃｔｓ的结论（犕１，犕２，犕３），

并将检查结果写入检查成果数据库中。由于采用

了确定性推理结合不确定性推理的方式，检查结

果相应地分为严重错误、一般错误、警告、疑似错

误四种类型，从而对用户的提示指导更有针对性。

对于包含空间计算的检查规则需要借助ＧＩＳ

空间分析功能。比如执行三维空间碰撞分析检查

规则时，如图４所示，规则推理机会对管线矢量图

形调用空间交叉函数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检测出在二维投

影平面上相交的管线，然后再计算它们之间的中

心垂直距离是否大于两条管线半径之和。

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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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应用实例

根据上述研究成果，采用 ＶｉｓｕａｌＣ＃．Ｎｅｔ、

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ＥＳＲＩＡｒｃＧＩＳＥｎｇｉｎｅ成功研制出了

地下管线数据智能化检查系统。到目前为止，该

智能化检查系统已经成功地对青岛开发区、江苏

常熟、浙江宁波等多个城市共计２万多ｋｍ地下

管线普查成果数据库及管线矢量图形进行了计算

机检查，从而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综合地下管线

监理工作，实现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用户可以按照管线类别、

点类检查规则、线类检查规则进行自由组合，从而

使检查更加具有针对性。图５为饮用水管线数据

的检查成果。

图５　饮用水管线数据的检查成果

Ｆｉｇ．５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Ｄ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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