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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基于社区现有的建设应用将其数据进

行融合共享利用，进以提高社区管理人员

管理效率，服务居民为设计思念。将物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空间计算 ,GIS 相结合的

一次创新产品。利用云计算的能力对感知

设备所在的大数据和静态的空间数据进行

资源共享并快速分析，对社区管理进行预

判，实现管理前置，有利于促进社区工作

的科学决策。

2、智慧社区建设基本理念和策略研究

基于 GIS 可视化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

台建设主要是构建于社区基础库之上的综

合信息系统。本次建设内容主要是通过建

设社区基础库，基于大数据分析模型于一

体的社区综合分析管理平台，实现数据分

拣、筛选、整合、分析处理一步到位，实

现对社区管理进行预判，实现管理前置，

有利于促进社区工作的科学决策做到社区

的供需改革。主要的建设内容包括：基础

数据库建设、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建设、数

据实施采集、智库模型建设、社区综合运

营管理平台建设 5 大块建设内容。

2.1 社区网格化管理基础数据库建设

社区网格化管理基础数据库主要包含

社区人口信息库、社区事件信息库、社区

物件信息库、统计分析信息库、其他信息

数据库。

社区人口信息库，是涵盖社区全部居

民基本信息，同时也包含党组织在社区所

有党员信息，对社区居民服务管理相关的

居民医保、农保信息进行集中管理检索，

对社区重点人群（如问题青少年、刑释解

教人员、精神病患者、信教人员等）信息

进行集中管理。

社区事件信息库主要管理的对象是社

区发生的与社区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

事件和突发情况，主要涵盖社区居民物业、

邻里、婚姻家庭、涉法涉诉、房屋宅基地、

征地拆迁以及其它社区关心的事件。事件

是社区管理中人、事、物中重要的一项，

事件的及时有效处理，跟营造和谐稳定的

社区居民生活环境至关重要。社区事件信

息库包括事件基本信息和事件处理信息的

管理。

社区物件信息库管理对象主要是社区

的所有房屋信息和社区的部件（监控设备、

路灯等）。针对房屋信息的管理为通过以房

找人或者以人找房提供房屋基本信息支持，

部件信息管理为社区基础部件的位置和后

期维护提供支持，记录部件状态和设备管

理者信息，为社区部件的正常维护维修或

者位置查找提供基础数据支持。

统计分析信息库数据是为 GIS 展示等

提供统计分析数据存储的管理，对于单一

指标类数据在统计指标数据中进行管理，

对于涉及到时间维度（月度），或者涉及到

社区网格（全社区 7 个网格）的多维度数

据在统计数据（月 / 网格）中进行管理。统

计数据的集中管理可以减少或者避免统计

数据的多源性或者不一致性。

其他数据信息库管理的对象包括社区

网格划分信息、社区管理人员、楼栋信息、

数据字典信息。这些数据主要是为辅助系

统或者社区管理工作服务所需要的数据，

同时又不属于人事物的数据分类。

2.2 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建设

资源目录管理是数据共享交换的核心

功能之一，资源目录是指将所有待共享交

换的数据资源进行编目，形成资源目录体

系，便于数据资源的检索、管理和维护，

为后续的数据交换提供目录支持。资源目

录管理的主要功能有前端码分配，编目申

请、审核、注册和发布，以及资源目录查

询服务。

数据交换管理涵盖了数据的前置对接、

存储配置、数据发布、数据订阅等共享交

换的必要环节。随着目前智慧社区管理工

作中信息化技术的不断提高，数据对接的

部门越来越多，分散的系统和日常事务极

易形成信息孤岛现象。因此需要建设标准

统一的数据共享交换体系与数据共享目录，

使各业务部门、系统之间实现上下贯通、

左右衔接、互联互通、安全畅通的数据共

享与交换。

安全权限管理主要是针对用户、角色、

机构三类数据进行管理和维护，角色维护

支持对自定义角色和给角色分配权限，机

构维护支持新增机构和给机构（部门）分

配角色，用户维护支持新增用户同时为用

户分配角色，同时还包括重置密码、修改

密码、系统参数重置的功能。安全权限管

理为系统的权限分级分配提供支持，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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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用户可以有不同的权限。

2.3 数据实施采集建设

由于本项目中的数据来源可能涉及多样

性和复杂性，有社保、医保、户籍、综治、

社区采集等等数据来源，每一个来源都可能

有其不同的标准，会使得数据的值在各个系

统中的真实意义产生歧义，为了尽可能的消

除或减少这种因数据来源不同而造成的影

响，需要对一些关键数据进行标准化。

标准化数据从整个范围来看，涉及到

社区人口信息库、社区事件信息库、社区

物件信息库等相关数据。这些进行标准化

后的数据，相互之间进行共享交换或者与

其它系统之间进行数据的共享将更加容易

和易懂，也使得基础数据库能更好的为社

区的综合服务和管理提供支撑。

数据整合实施涵盖了数据汇聚（ETL）
全过程。数据汇聚需要将现有业务系统数

据和外部数据源的数据按照模型进行一系

列的整合，并最终生成统一的标准化的数

据为专题分析提供数据支撑。在这个过程

中需要完成数据的抽取、清洗 / 转换、加载

等操作。数据整合属于后台应用，有专业

的数据整合技术人员人工完成和系统工具

辅助完成，数据整合的所有操作都是为形

成标准化、准确有效的基础数据库提供支

持，最终的结果体现在基础数据库表中的

数据上。

2.4 智能模型库建设

对社区事物、人员的属性、特点等能

够有利于分析挖掘行为取向、兴趣倾向的

一切具有明确或隐含语义的、可量化的数

据总称。

2.5 智慧社区综合运营管理平台建设

社区综合运营管理平台 GIS 应用中具

有对地图放大、缩小、移动、图层控制等

功能，使操作更加灵活、更加方便简洁。

并且通过 GIS 地理信息将社区内的各部件

设施以及社区内网格的组织划分通过地理

属性叠加在 GIS 地图上，结合网格化管理

“以人找房，以房管人”原则，采用空间化

地理信息展示系统，可以有效的查询、检

索、直观的看到社区房屋信息、人口信息等。

可以使社区中的各种数据资源通过地址信

息反映到空间位置上来，提高空间信息的

可读性。通过地理编码技术对社区部件进

行分类分项管理，最终实现社区管理由盲

目到精确，由人工管理到信息管理。

人口服务管理是对当前辖区下的所有

户籍人口的管理。在网格层级管理下，全

面实现人与房、人与事件的关联分析。叠

加上 GIS 系统实现一张图上对社区人口的

全景展示和全面管理。

社区综合运营管理平台通过网格人员

录入更新的事件信息，快速提供给社区网

格管理服务人员，叠加上 GIS 系统实现一

张图上对社区事件的全面感知，实现事与

人的全面关联，及时了解发生事件的当前

情况，发生地、事件关联人等基本情况。

从而有效的分析事件的发生趋势，建立高

效的事件管理机制。

社区综合运营管理平台遵循以楼管房，

以房管人。通过楼宇的地理属性实现 GIS
一张图上对社区房屋的管理。

基于社区数据分析模型应用，实现数

据分拣、筛选、整合、分析处理一步到位，

实现对社区管理进行预判，通过对社区的

人群类型的分析，事件发展趋势分析，人

事房的关联分析，有利于促进社区工作的

高效执行，从而科学的指导社区管理发展

方向。

3、小结

主要围绕服务社区居民为主，从共性

与特性的角度去分析决策，主动服务居民，

并且做到供需匹配通过分析居民的社会关

系属性，为社区的管理人员在政法宣传下

提供便利。通过网格化的手段与 GIS 平台

相结合，将社区内的事件分析直观显示和

定位到平台，精细化的分析事件今后的发

展趋势、预警等，提供决策依据。同时精

细化的分析出居民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结合 GIS 地理信息，直观定位，提供主动

服务。

3.1 面向社区管理者

社区综合服务平台基于大数据分析对

社区静态和实时的数据进行挖掘、分析，

通过围绕社区的人、事、物关联分析中发

现问题，及时预警，果断应对，对社区管

理进行预判，实现管理前置，有利于促进

社区工作的科学决策。

3.2 面向社区工作人员

通过 GIS 网格化的手段，将社区内业

务中的各种信息与空间位置的图形信息有

机的结合在一起，全面直观的展示出社区

人口信息（社会关系属性）、楼物信息、特

殊人群（闲散青少年、重型精神病人、吸

毒人员、重点上访人员等）、帮扶人群、设施、

事件等信息在地图的分布情况。实现了以

图找房，以图找事，以房找人，以人找房

的目标，人、事、物、信息的紧密关联提

高了社区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改变之前

滞后的传统模式。

3.3 面向社区居民

社区综合服务平台给社区的服务模式

带来创新改革，从行政管理为主转变成主

动服务为主，从指令性服务转变成社会化

服务，从粗放式管理转变成精细化服务并

且从本质上解决社区服务的供给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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