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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地球物理场流动观测数据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和关键技术。本系统主要功能包

括流动地磁观测基础信息管理、数据入库、数据目录总览、数据浏览及备份、备份数据入库、数据库
检查等。通过本系统的数据备份和备份数据入库功能，可按观测任务期次进行数据备份，并较好地解
决了单位间的数据交换问题。数据目录让用户和管理者能够一目了然地了解库里的数据内容。数据库
检查则可以定期对数据的正确性和一致性进行检查，以清除数据垃圾，保持数据库的健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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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震系统每年都要进行大量的地球物理场流动观测（包括流动重力、大面积水准、流动
GPS、断层形变和流动地磁测量）
，产出了大量宝贵的观测数据，但对这些数据的管理一直相
对滞后。虽然也开展过数据库系统建设，如“十五”期间的流动数据库系统建设（薄万举，
2008；苏瑞等，2011），但一直没有建立比较完善和统一的地球物理场流动观测数据的数据
库、数据管理、数据应用系统，以及从观测数据产出到数据应用的完整流程。而且，数据没
有汇集到国家地震前兆台网中心进行共享服务。为了填补这个空白，从 2013 年开始，在地震
行业专项“地球物理场流动观测信息融合关键技术研究”的支持下，国家地震前兆台网中心
开始进行地球物理场流动观测数据管理平台的建设，包括硬件平台、流动观测数据库系统、
数据管理与共享服务系统等。目前，该平台已初步建成并投入使用。本文主要介绍地球物理
场流动观测数据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和关键技术。限于篇幅，地球物理场流动观测数据库设
计将另文介绍。

1 主要功能
系统架构和模块
本系统是在 Windows .NET 平台下采用 C#开发的 C/S 模式应用，后台数据库是在 Linux
平台上使用 Oracle 数据库系统建设的，本系统与后台数据库之间的连接通过 Oracle 客户端进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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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系统采用模块化结构，3 个主要模块是：
（1）流动地磁数据管理模块，包括流动地磁观测基础信息、观测数据以及产品录入、浏
览、导出等。
（2）流动形变数据管理模块，具有流动形变数据浏览、导出等。
（3）其他功能模块，包括数据库检查、数据服务用户管理、服务日志管理等。
1.2 流动地磁观测基础信息管理
流动地磁观测基础信息管理包括以下功能：
（1）测量单位信息管理；
（2）作业员信息管理；
（3）项目课题信息管理；
（4）测量任务信息管理；
（5）测网信息管理；
（6）测点信息管理；
（7）仪器类型信息管理；
（8）测量仪器信息管理。
对以上基础信息的管理功能包括添加、修改、删除基础信息记录，信息查询等。各种基
础信息的管理除内容不同外，界面和操作是相同的，下面以测量单位信息管理为例，其操作
界面如图 1。

图1

测量单位信息管理界面

Fig. 1 Interface of data management by different administration units

流动地磁数据入库
将流动地磁测量的数据文件导入到数据库中。包括总强度测量的观测、通化数据，三分
量矢量测量的观测、通化、长期改正和异常数据，以及地磁点志记文件。系统界面如图 2，
入库结果提示信息如图 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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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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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地磁数据入库操作界面

Interface of operation for data uploading

图3

入库结果提示信息

Fig. 3 Displaying result of data uploading

将数据导入数据库中时，软件自动根据观测的主测点（A 桩）的 6 组（或 8 组）观测数
据的通化值，计算地磁总强度通化均值和通化均方差，并将北京时间转换为世界时间。
1.4 数据目录
数据目录是数据库中所有数据的总览。本系统对流动地磁和区域水准观测提供了数据目
录功能，可按观测任务列出与数据有关的信息。对流动地磁观测，数据目录中包含测量单位、
测量任务、测网名称、观测点数、观测开始和结束日期，以及观测、通化、长期变化改正、
异常数据等种类数据的条目数等信息。区域水准数据的数据目录中包含测量单位、测量任务、
水准大区域、测段数、观测点数、开始和结束观测日期，以及测段观测和成果数据等信息。
以流动地磁观测数据目录为例，数据目录显示如图 4 所示。
1.5 数据浏览及备份
对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浏览，导出 EXCEL 文件以便用户共享，并可按观测任务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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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及相关信息备份，以便进行数据交换和备份。以区域水准数据为例，界面如图 5 所示。

图4
Fig. 4

图5
Fig. 5

数据目录
Data catalogue

数据浏览及导出界面

Interface of data browsing and exporting

查询浏览时，可首先选择测量单位、任务年份，即可列出符合条件的观测任务。选中某
观测任务后，按“水准大区、测线、测段”的层次结构列出该期任务所测量的水准大区域、
该区域的测线及各测线中的测段。选择大区、测线或测段后，即在界面右上部的表格中列出
条件下的所有成果数据，在其下方的列表中，显示测段成果的观测信息。如果在“水准大区、
测线、测段列表”中选择的是水准大区，则显示该水准大区该期观测任务的所有测段的成果
数据；如果选择的是某测线，则显示该测线该期观测任务观测的所有测段的成果数据。
“备份数据”按钮的功能是将该期观测任务的所有测段的观测信息、成果数据及所有的相
关基础信息进行备份，包括：
（1）水准大区域、测线、测线节点、测段、测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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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准仪、标尺组合、检定信息；
（3）测段观测信息、测段观测成果；
（4）测量单位、作业员信息；
（5）项目课题、测量任务信息。
备份数据时，将数据库相关表中的数据条目以 SQL 语句的形式写入一个文本文件中。在备
份基础信息时，将存放图形或 WORD 文档的 LOB 字段的内容也导出到文件中，保存为.JPG 图
形文件或 WORD 文档。
一次备份后将形成一个 SQL 语句文件和若干个图形文件或 WORD 文档。
备份是为了将数据从数据库中导出，以便进行数据交换，也可作为数据备份保存到备份介质上。
“导出数据”按钮的功能是将该期观测任务所测量的所有测段的成果数据导出为 EXCEL
文件以便用户共享。
流动地磁数据的浏览及备份与区域水准类似。跨断层水准测量数据按跨断层测量场地进
行备份，定点台站水准测量数据按台站进行备份。在浏览时，跨断层水准测量、定点台站水
准测量可显示该测段或测站高差的时间序列曲线。
1.6 备份数据入库
备份数据入库将本系统备份的流动地磁、区域水准、跨断层水准、定点台站水准观测的
备份文件数据及相关基础信息导入到数据库中。比如，从中国地震局第一监测中心将某期观
测任务的数据备份后，通过光盘报送给国家地震前兆台网中心，再通过本功能将备份数据导
入国家地震前兆台网中心的数据库中，以实现数据库数据的交换。此功能要求两边的数据库
的结构完成相同。
其操作为选择备份数据文件或文件所在目录，点击“入库”按钮后，逐个将文件进行入
库。运行完毕后，将提示入库情况。
1.7 数据库检查
对数据库中数据的正确性及各个表格之间的数据一致性进行检查，确保数据库中数据的
正确性。检查内容包括：
（1）水准测线、测段表、测段观测、成果表中的单位、任务是否与任务表一致；
（2）观测成果表中的单位、任务、测段是否与观测信息表一致；
（3）观测信息表中的测段是否与测段信息表一致；
（4）测段信息表中的测线是否与水准测线表一致；
（5）水准测线、测段表中的测段起点、终点编码是否相同，是否与水准点表一致；水准
测线表中的水准大区编码是否与水准区域表一致；
（6）观测信息表中的水准仪编码是否与水准仪和水准标尺表一致；
（7）观测信息表中的水准标尺组合编码是否与水准标尺组合表一致；
（8）观测信息表中的观测者、记录者编码是否与作业人员信息表一致；
（9）作业人员信息表中的单位编码是否与单位信息表一致。
检查结果以文本文件格式保存在应用程序目录下，用户可打开该文件进行核对改正。

2 关键技术
2.1

数据交换问题的解决
根据中国地震局有关数据管理的规定，数据应从生产单位汇交到学科中心，再从学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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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汇交到国家中心进行数据共享服务。从生产单位汇交到学科中心可以文件方式进行，学科
中心进行质量检查后将数据入库。但数据应如何从学科中心汇交到国家中心呢？如果也以数
据文件的形式汇交，国家中心在进行数据入库将费时费力，因为除观测数据文件外，还有一
些基础信息（如项目、任务、人员、仪器及检定信息等）需要入库，这些信息不包含在观测
数据文件中，需要单独录入。因此，在国家中心和学科中心间基于数据库进行数据汇交是比
较好的方式。但问题是，学科中心每次将数据入库后，如何将库中新增的数据汇交给国家中
心。如果利用 Oracle 数据库系统提供的数据备份与恢复工具，则只能对整个库进行，无法单
独添加新增数据，每次都将整个库进行汇交显然是不可取的。如果人工逐个将新增数据导出
进行汇交，则非常繁琐且容易出错。对此，为了使学科中心向国家中心汇交数据时更加方便
快捷易操作，开发了数据备份及备份数据入库功能。该功能根据流动观测的特点，以任务期
次为单位进行数据备份，可将该期任务观测的所有测点的数据以及相关基础信息全部导出。
而且，备份的数据还可作为数据库的冷备份进行保存，将来如果数据库损坏重建时，也可以
使用该备份恢复数据。
2.2 数据库健康检查
关系型数据库在设计时，为了保持数据库的正确性和完整性，需要满足一定的要求，一
般是第三范式的要求，通常包括各种完整性约束，如数据取值的正确性、相关数据的一致性
等。此外，还有很多业务规则的要求，如本系统中的各种编码的规则等。完整性约束通过数
据库各表之间的主键外键关联、唯一性、非空性、指定取值范围等等形式实现。其中，有些
约束可在数据库上实施，如主键外键关联、唯一性、非空性，但有些业务规则无法在数据库
上实施，如各种编码的正确性检查等，需要在数据入库软件中进行。
在数据入库时，可通过多种方式将数据导入到数据库中。比较普遍的方式是通过开发的
各种数据入库软件进行数据录入，或通过 Oracle 数据库系统的数据导入工具进行入库等等。
如果在数据入库时没有很好地实现数据库设计的各种完整性约束，则可能导致库中的数
据不正确，如编码不符合规则，数据之间不匹配等。因此，为了确保数据库中数据的正确性，
本系统开发了数据库检查功能，用于根据设计的业务规则对数据库进行检查，对不正确的数
据进行改正。一般来说，为了保持数据库的健康性，需要定期进行检查，以清除数据垃圾。
2.3 数据库数据总览
数据库就像一个仓库，了解库里有哪些数据对于用户和管理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
此通常要编写目录，但这个目录往往并不好列。本系统中，根据流动观测的特点，以观测任
务期次为线列出库中数据的目录，让用户和管理者可以对库里的数据内容一目了然，较好地
解决了这个问题。
2.4 二进制大对象数据对象（BLOB）管理
为了保存原始记录，本系统中有大量图形、照片、文档、电子手簿等，以二进制大对象
（BLOB）的形式完整地保存在数据库中。对 BLOB 的操作比普通的字符字段要复杂很多。本
系统使用 Oracle 客户端底层函数，成功实现了对 BLOB 类型字段的读写操作。

3 结束语
在国家中心，采用了主、备 2 台数据库服务器保障系统安全。2 台服务器均安装了 SUSE
Linux 操作系统和 Oracle 10g 数据库管理系统，硬盘存储容量分别为 1.8TB 和 16TB，可以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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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目前地球物理场流动观测数据存储的需要。按照制定的数据库结构，编制了数据库建库脚
本，并在服务器上创建了流动地磁和流动形变观测数据库。
目前，地球物理场流动观测数据库已在国家中心部署使用，并根据使用情况和用户需求
不断完善。由于地球物理场流动观测数据的敏感性，无法在线提供数据服务。下一步，将在
国家网站上提供元数据服务，以方便用户查找和获取数据。相信本平台的建成将为加强地球
物理场流动观测数据的有效管理、促进数据共享和应用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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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introduce the main functions and key aspects of the System for Geophysical Field

Surveying Data Management, including the management of basic information of mobile geomagnetic surveying,
data loading, data catalogue, data browsing and backup, importing of backup data, and database consistency
checking. This system achieves the goal of data backup and exchange by episode, thus is capable of solving the
problem of data exchange from one data node to another. The data catalogue function in the system can help users
in database consistency checking, which can be used to maintain the health condition of the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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