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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能手机的GPS&GIS&LTE网络集成应用方案

苏振涛　陈　磊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

针对移动通信工程勘察中机房查找定位问题，为了能够在室外快速准确地确定通信机房位置，对通信工程勘
察设计导航定位工具应用现状进行讨论，提出勘察设计工作对导航定位工具功能需求，并提出一种基于智能
手机的GPS&GIS&LTE网络集成应用解决方案。解决移动通信机房勘察中机房定位及查找问题，为室外勘察
移动通信机房查找定位提供一种新思路，最后分析应用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应用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提高
机房查找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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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航定位工具应用现状及功能需求
近年来，勘察设计信息化水平日益提高，主要表现为：

设计资料的电子化、数据库存储；借助计算机信息管理系

统，网络资源信息查询系统化，更加快捷方便；结合GIS系

统将网络资源信息可视化。这些技术的发展逐步改变传统的

勘察设计技术，促使勘察设计朝更高的水平发展。

1.1	 导航定位工具应用现状

目前，在通信工程勘察中使用的导航和定位信息化工具

主要包括两大类别平台：桌面电脑版和移动终端版。

(1)桌面电脑版GIS工具

桌面电脑版GIS工具主要包括GoogleEarth、OvitalMap、

Mapinfo等，在实际勘察设计中结合BaiduMap、GoogleMap等

在线WebGIS工具配合使用。每种工具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如

GoogleEarth为高清三维图形，山脉、河流、房屋建筑清晰可见，

但缺陷是图层比例放大到一定程度后缺少道路名称做支撑，对

于不熟悉某地区区域情况的陌生人，如果只告诉某机房或网络

资源的具体地理位置，在地图上寻找会比较困难。像Mapinfo、

BaiduMap、GoogleMap这些WebGIS使用的地图为二维地图，各种

道路路名标识非常全，但不能清晰看到该地理区域内的真正地

貌特征。所以只有将二维和三维各种工具配合使用才能发挥这

些工具的最大效能。桌面电脑版GIS工具主要优点是：硬件处理

速度有优势，网络带宽和速度有保障；缺点是：携带不方便，

没有GPS功能模块，不具备移动性和实时定位功能。

(2)移动终端版GPS/GIS工具

移动终端版GPS/GIS工具主要包括专业GPS、定制开发的

智能勘察终端、百度地图、高德地图、GoogleMap、OvitalMap

等。其中专业手持GPS能测试固定节点经纬度信息；定制开发

的智能勘察终端是基于特定移动版操作系统开发，适用性受

限，另外，前期开发和后期维护成本代价较高；移动公开版的

BaiduMap、OvitalMap、GoogleMap等适合于各种版本的智能手

机，因为智能手机集通话功能、GPS、磁阻传感器、加速传感器

等各种功能模块于一体，这些公开版的地图工具不仅能用于测

试经纬度、导航服务，还兼具指北、测速等功能。移动版GPS/

GIS工具主要优点是：移动性强，携带便利，具有实时定位功

能；缺点是：移动网络具有不稳定性，对于像地图这种具有大

数据特征的数据对网络带宽要求比较高，在网络速度达不到要

求的情况下，地图数据无法加载，系统的导航功能无法使用。

1.2	 导航定位工具功能需求

移动通信蓬勃发展，通信网络资源日益增多，移动基站

及汇聚机房的规模越来越大，设计院的勘察频次及难度也相

应地增加，尤其是勘察过程中查找站点和机房问题，精力、

成本及时间的浪费，成为拖延勘察进度的主要问题。但是随

着各种智能手机GPS小工具和导航产品的出现，从根本上解

决了此类问题。勘察中对于利用GPS、 GIS及移动互联网络

提供的应用解决方案工具的功能需求主要集中在：机房位置

经纬度的测定；从起始点到目的地的路径规划及导航；从起

始点至目的地的线路路径的追踪记录。

	 基于智能手机的GPS/GIS/LTE网络应用
针对上述对导航定位工具提出的功能需求，结合目前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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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上各种GPS导航工具的应用情况，以某款GPS工具软件在

工程中的实际应用，提出并描述基于智能手机的GPS/GIS/LTE

网络集成解决方案在通信工程勘察设计中应用。

2.1	 基于GPS的经纬度采集应用

手持专业GPS能够精确测试出固定点的经纬度数据，但周

围有遮挡物时，或搜索到的卫星还不够稳定时，测出的经纬度

可能偏差很大，测试人员现场无法验证该经纬度是否正确及其

精确度。智能手机上集成GPS、GIS地图为一体，在测试经纬

度的同时，可以通过在线地图上丰富的地理信息清晰直观地验

证并测出的经纬度是否和实际的所在位置一致，如图1所示。

经过实践中的应用测试，智能手机上集成的GPS模块精

确度能满足实际项目对于测出的经纬度精度要求，表1为实

际项目中专业手持GPS和智能手机GPS测出的10组经纬度信

息对比，对于郊区空旷地带两者相差距离在4～6m，在城区

周围高层密集区域，两者测出的经纬度相差约33m，平均距

离约17m，可满足实际工程对于经纬度精度要求。

2.2	 基于GPS的定位服务

定位技术包括GPS卫星定位、无线网络定位、辅助卫星

定位。GPS卫星定位是借助全球定位系统的卫星体系实现，

精度比较高；无线网络定位借助无线网络IP地址实现定位，

精度误差较大；辅助卫星定位是利用基站信息辅助GPS作为

参考进行定位的技术，使用最多的就是A-GPS定位技术，需

要在手机上集成A-GPS芯片才可实现。

GPS卫星定位被广泛应用在各种定位技术中，因为普通

智能手机上都集成了GPS模块，所以在智能手机上的导航定位

都是基于GPS卫星进行定位。在通信工程勘察中，对于山区或

沟壑中没有通往目的地的道路时，导航工具就无法自动规划

出行路径信息，此时，可以通过在GPS中输入目的地的经纬度

信息，系统根据所在位置和目的位置计算出两者之间的直线

距离，并指出目的地相对于当前所在位置的方位角，通过方

位和距离就可以快速地找到所要勘察的通信机房。

该功能主要应用在：对于已经到达站点附近，而导航系

统无法规划路径的站点，根据目的站点信息应用系统“扫描

坐标”功能，如图2所示，测出目的站点与所在测试位置的

方位与直线距离，快速找到目的站点。 

2.3	 基于GPS/GIS的路径规划导航服务

基于智能手机的GPS导航系统，就是运行在智能手机上

的一个应用程序，图2能读取到全球定位系统（GPS）的信

号，并与运行在无线运营商网络后端的服务器通信获得路线

和地图等信息，向用户提供实时导航及其他相关功能的一项

服务。基于智能手机的GPS导航系统的最大优点在于它的可

携带性和数据的实时性，以及所有功能基于一体，成本低。

在通信工程勘察中，为了顺利到达目的地，勘察出发

图1　在线地理信息辅助验证经纬度数据

表1　专业GPS与智能手机GPS经纬度采集数据精确度对比

站点名称 场景
专业GPS 智能手机GPS

相差距离（m）
经度 纬度 经度 纬度

xx建材城 城区（周围空旷） 108.xxx288 34. xxx142 108.xxx321 34. xxx 089 6.63

xx北田 郊县乡镇（周围空旷） 109. xxx27 34. xxx919 109.xxx301 34. xxx 946 4.13

xx街办 郊县乡镇（周围空旷） 109. xxx284 34. xxx972 109.xxx273 34.xxx934 4.34

xx营业厅 城区（周围高层） 108. xxx238 34. xxx993 108.xxx163 34.xxx155 19.29

xx学院 郊区（周围空旷） 108. xxx227 34. xxx 973 108.xxx249 34.xxx58 43.75

xx印刷厂 郊区（周围空旷） 108. xx 893 34. xxx 669 108.xxx936 34.xxx662 4.03

xx南关 郊县乡镇（周围空旷） 108. xxx223 34. xxx 303 108.xxx224 34.xxx242 6.78

xx福地 城区（周围高层） 108. xxx 43 34. xxx 712 108.xxx26 34.xxx04 39.68

xx六院 城区（周围高层） 108. xxx 95 34. xxx 774 108.xxx877 34.xxx79 6.94

xx花园 城区（周围高层） 108. xxx 91 34. xxx 226 108.xxx685 34.xxx468 33.93

平均距离 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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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必须规划一条出行路线。勘察人员通常是根据自己对于该

区域的地理环境熟悉程度规划到达目的地的路径信息，对于

陌生人来说只有靠“边走边问”的方式到达目的地，这样漫

无目的地寻找机房的方式，无疑降低了工作效率。导航工具

的出现，改变了以往人为因素的影响，只要在导航中输入目

的地地址，系统自动规划路径，勘察人员不必再因为出行前

如何到达目的地而烦恼。尤其近年来手机导航产品的出现及

技术的发展，更加方便了勘察中查找机房。只要知道该通信

机房的经纬度信息，在导航产品中输入经纬度后，系统根据

经纬度自动规划出不止一条出行路线，勘察人员可以自由选

择。加之手机的移动特性，在出行的路途中可以实时观测导

航路径信息，GPS和LTE网保证导航信息的实时性。

将要勘察的机房信息按照要求整理成.txt或.kml格式，

导入系统中，如图3所示，系统图上将呈现出所有站点的地

理信息，只要选择目的站点进行导航，系统就可以根据起始

点和目的地进行路径规划和导航，极大地方便了勘察设计人

员对出行路径的规划。

2.4	 基于GPS/GIS的线路轨迹追踪服务

GPS配合地图使用，可以实时跟踪导航线路，对于通信

工程管道和线路专业非常有用。在勘察管道和线路时，可以

记录从起始点至终止点的路由段落信息，计算出路由长度，

中途在此段落上标记有意义的点信息（电杆、管井等），

完成数据采集后导出该部分数据用以保存记录，下次勘察

此段路由时就可以根据本次采集的数据很方便地完成勘察。

再者，此功能对于检查勘察设计人员是否现场勘察也非常有

用。只要要求勘察设计人员携带并开启具备该功能的智能手

机，完成勘察后提交该部分数据，可以检查出勘察设计人员

是否亲临现场勘察。该功能主要用于线路追踪轨迹记录。

对于光缆线路和管道路由的勘察，如图4所示，从起始

点开始至终止点记录下勘察过的路由信息，在中途遇到有标

识意义的点时，可以中途记录该点经纬度信息。

2.5	 基于位置的网络资源推荐服务

基于位置的推荐服务是近年来发展的一个热点，像微信

的摇一摇、QQ软件的摇一摇、新浪微博的附近的人、百度地

图的附件酒店和美食等都是基于位置服务应用的典型案例。

在移动通信工程建设中，将基于位置的服务应用于工程建设

中，可以根据位置推荐周围的网络资源，如机房、网络设

备、光缆资源等。这种基于位置的网络资源推荐服务在通信

工程建设中非常有用，因为网络规划人员或设计人员在现场

就可以通过该工具，根据周围的网络环境和现网资源进行网

络规划和设计，保证网络规划和设计的准确性和合理性。

	 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经过在实践中的应用发现，基于智能手机的GPS/GIS/

LTE网络集成应用解决方案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网络安全、网

络稳定性和盲区定位三个问题。

图2　雷达扫视功能

图3　导航路径规划

23min
11km

20min
11km

27min
13km

图4　线路轨迹追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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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始终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存在，有网络的

地方就有网络安全问题，尤其在LBS业务中，涉及个人位置

隐私问题。应用软件提供商可以通过软件收集到用户每天的

行动轨迹路线和位置，通过这些数据分析可以挖掘出个人的

隐私信息，如工作单位、职业等内容。网络安全和应用方便

性是一对矛盾体，如何能既使用方便又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

性，是应该解决的一个问题。

3.2	 网络稳定性

随着LTE网络的建设和规模应用，移动互联网各种应用

大量涌现。LTE网络有着GSM和3G网络无可比拟的优势。在

2G、3G时代，由于网络带宽和速率的限制，许多互联网的

应用都局限在PC端，尤其像地图这种具有大数据特征的数

据应用，在手机终端就根本无法实现。而随着LTE网络的应

用，这些问题都不再存在。但是，目前LTE网络在国内只建

设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应用不足两年，覆盖区域局限于主城

区及人口密集区域，没有实现连续的覆盖。在手机终端实现

某些应用会受到LTE网络覆盖的限制，也就是说，网络不具

备稳定性，在使用的过程中会出现中途断网的情况。对于这

种情况，如何在不具备LTE网络环境时，继续很好地应用该

工具，是应该解决的一个问题。

3.3	 盲区定位

GPS以其全球性、实时性定位等优点应用在航天、航

空、航海及许多民用领域，GPS在拥有强大优势的同时也存

在致命的弱点，即它只有在接收到空中未被遮挡的卫星信号

才能提供准确、连续的位置信息。它的卫星信号一旦被树

木、高层建筑、高山等遮挡，GPS接收机就无法输出定位信

息。通常移动通信机房位于城市大楼内部或山区农村室内，

对于这种情况，尤其在室内定位精度要求比较高时，如何实

现快速、准确定位，是应该解决的一个问题。

	 结束语
在GSM及3G时代，无线网络带宽和速率都达不到导航

系统对于数据传输的实时性要求，LTE网络改变了传统无线

网络技术的瓶颈，实现网络上数据的高速传输。LTE时代，

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质量的改进，各方面条件的成熟都促

使基于智能手机的GPS/GIS/LTE网络集成应用的实用性得到

充分地发挥。该应用方案通过在多次移动通信机房勘察中使

用验证，具有两点优势：便携性和实时性较好，地理参考信

息准确；能提高机房的定位和查找效率，通过大规模实践验

证，该方案应用可以将每个机房查找时间缩短约1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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