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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数据时
代来临，数据与信息
的传统处理方式发
生改变的同时，也为
生态环境的精细管
理和精准治理带来
前所未有的机遇。

近年来，随着
“智慧环保”建设的
推进，逐步将生态环
境事业推向了新高
度，促使环境监管更
加精细化、污染治理
更加精准化、环境决
策更加智慧化。在
此背景下，我市生态
环境大数据平台应
运而生——

诞生之初
更新理念更高起点

重庆市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的
诞生，秉承了生态环境部门一贯的

“高标准”，其顶层设计理念除了贯
彻国家和市政府关于大数据智能
化、智慧城市的要求，加快推进生态
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和区域生
态环境治理体系建设之外，还包含
了梳理现有“烟囱式”的信息化系
统，理清生态环境大数据业务、数据
关系，以及利用先进技术感知数据、
挖掘数据潜在价值，提高生态环境
智能调度、科学指挥、精准研判和高
效监管能力，全面提升生态环境管
理的智能化水平等理念，可谓在设
计之初就“雄心勃勃”。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对现有信息化建设“1+5+N”
（一个大数据平台、五类综合环境要
素、多个专项业务系统）架构进行继
承的基础上，重庆市生态环境大数
据平台按照“一平台、两体系、三中
心”的总体架构进行设计。

发展到今天，平台已基本形成
一次采集、集成融合、数据共享、分
析应用和服务开放的工作格局，建
立起动态分析、污染溯源、科学研判
和精准施策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很好地契合了当初的设计理念。

智能感知
蛛丝马迹尽在掌握

“高大上”的大数据平台，具体
要如何应用？

重庆市生态环境大数据应用中
心综合室主任张艳军表示，该平台
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强化感
知技术应用能力和提高数据感知获
取能力，夯实大数据发展基础。

5G、人工智能、边缘计算，这些
都是我市当下重点布局的新型网络
和智能计算基础设施，推动其在生
态环境领域的落地应用，也就成了
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的“使命”之
一。

“我们利用走航监测、遥测、遥
感、无人机、智能机器人等手段强化
污染排放和环境风险监测，实现点
源、面源、移动源的实时动态监测及
智能分析。”张艳军介绍道，此举的
目的就是筑牢生态环境数据“聚通
用”能力基础，进一步加密、优化传
统环境监测点位，通过外部数据交
换、社会数据共享、市场化数据合
作、互联网数据抓取等方式，全方位
多途径获取生态环境数据。

全能体系
污染信息一网打尽

数据的采集、传输、处理、应用、

共享、开放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对这
个过程进行全面规划，从而实现数
据从汇聚到服务的全过程管理，逐
步形成层次清晰、科学完善的数据
资源体系，是重庆市生态环境大数
据平台的又一项任务。

“以重庆市入河排污口‘一张
图’管理系统为例，这套系统以可视
化技术为基础，开发了综合查询、统
计汇总、关联分析等功能，全面展示
全市长江、嘉陵江和乌江入河排污
口‘查、测、溯、治’管理画像，通过信
息系统平台的建设，可以降低基层
人员现场检查的频次，提高入河排
污口监管的工作效率。”张艳军说。

通过展示可以看到，在渝北和
两江新区试点入河排污口现场调查
中，无人机航测、管道机器人和无人
监测船等高科技轮番上阵，将入河
排污口的基本信息、快检采样数据、
标识牌和整治方案等信息悉数采
集；在洛碛镇洛碛码头雨洪排口，

“三维+无人机倾斜射影”可视化技
术融合VR场景，实现了全视角的排
污口画像飞行浏览，使得污水溯源、
排污去向以及更多污染源档案信息
一览无余。

一专多能
不止感知一域，不只服务一城

大数据平台的“百宝囊”里，还
包括了提高协同支撑、深化大数据
创新应用的功能。

张艳军介绍，通过构建分析应
用模型，深挖生态环境大数据潜在
价值，能够探索不同场景下的大数
据分析应用，全面提升生态环境预
测研判能力。而建设多个场景下的
综合应用服务和综合监管APP，能
够起到辅助智能调度、科学指挥、精
准研判和高效监管的作用，加快建
设国家—市—区县—企业四级互联
互通、业务协同、信息共享的生态环
境管理大系统，最终实现大数据应
用业务全覆盖，全面提高业务精准
监管能力。

最终，通过成立区域大数据创
新示范中心、加强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大数据协同、加强长江经济带
大数据协作和加强区县大数据协作
协同等后续动作，大数据平台能够
加强与周边地区自然生态数据共享
和业务协同，更好地构建“天—空—
地一体化”生态保护监管体系，服务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国家战
略，共同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
障。

数据治水
明察秋毫“千里眼”

被赋予了如此“重任”的大数据
平台，在具体领域是如何施展拳脚
的？首先是水污染防治领域，大数

据平台起到了如同“千里眼”一般的
作用。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
境处高军介绍，水环境大数据系统
按照“目标—现状—问题—措施”
闭环管理思路，面向宏观决策层、
处室管理层、区县执行层三类用
户，建成了指挥调度大屏端、日常
管理电脑端、巡查管理移动端三大
应用，全程提供数据服务、分析服
务和智能服务三类服务，全面支撑
环境形势综合研判、事中事后环境
监管、重点工作会商研究、日常移
动巡查等工作。

按照科学治污、精准治污的要
求，我市生态环境部门利用大数据
平台，对包含国控以及重要市控的
81个断面周边1—3公里实施了重
点流域视频监控，运用AI图像识
别技术，自动分析、自动预警，自动
识别可疑污染，生成排污口、漂浮
物、沿江垃圾堆放等问题清单，实
时推送短信预警，根据问题清单向
区县派发任务进行跟踪监管，极大
地提升了重点流域环境治理效率。

“今年9月9日，我们通过大数
据系统分析，在线监控到奉节白帝
城水域附近存在大量漂浮物。当即
通过视频系统现场督办，对该处水
域进行了实时的清理和处置。”高军
说，“区县在处理水污染问题时，会
通过系统将处理结果进行反馈，我
们再来对反馈的情况进行核实。比
如针对流域漂浮物的问题，我们可
以通过照片和视频来形成问题清
单，对区县下达期限整改的要求。
区县也可以拍摄清漂前后的对比照
片和视频，来佐证整改的完成情
况。”

“除了定点的视频监控之外，我
们也会运用无人机航测技术开展沿
江问题巡查，采集重点流域沿河1公
里的正摄影像和VR全景影像，以此
来识别是沿河排污口排污，还是垃
圾、漂浮物等污染问题，并针对智能
监管发现的问题开展跟踪管理。”高
军说。

除了用于日常监管，在环境应
急方面，大数据平台监测系统也能
派上大用场。

高军举了个例子：“比如一艘船
舶在上游倾覆了，平台可以通过信
息采集和监测布控，及时了解现场
情况以及预判影响程度，为下一步
应急响应提供技术支撑。”

有了AI自动识别功能的视频
监控系统，同之前相比有何不同？
主要是在实时性、可视化、监控范围
得到重大突破，大大提高了工作效
率和质量。

高军又举了个例子：“对于漂浮
物，按照以前的传统方法，我们只能
靠人力，通过乘坐船只人工巡河之
类的方式，对周边的区域环境进行
巡查，发现问题的难度大、时间长。

现在通过大数据系统的电子‘千里
眼’进行了图像识别之后，不仅能够
实时地发现问题，还能自动对问题
进行通报，将过去可能要1周才能完
成的工作缩短到现在1天就能够处
理好。除了提升时效，更重要的是
逐步形成了从以人防为主向以技防
为主的转变，极大地增强了管水治
水的能力。”

据了解，我市生态环境部门通
过建立水质监测自动站，将重点流
域水质监测频次由原来的1个月1
次提升至现在的每4小时1次，还具
有大数据分析水质变化趋势和超标
风险的能力，研发出碧水日历、时序
分析、超标分析、河段贡献、水质评
估、水质预测、自动发送预警短信等
功能。

目前，该系统已形成流域水环
境管理的多维度数据画像，可向市、
区生态环境局和市级各部门提供水
环境、水资源、水污染、水空间、水监
管等多项数据服务。今年1月—8
月，系统共向市、区县水环境管理人
员发送预警短信7090条，生成《水
环境每日简况》126份，支撑起我市
水环境形势时分析、日分析、周评
判、月调度的工作机制。

数据治气
通天彻地“乾坤镜”

坐在大数据平台的电脑终端
前，重庆市生态环境大数据应用中
心副主任刘海涵轻点鼠标，展示了
大气环境大数据系统的“神通”。

通过微型监测站和视频监控，
加上现场走航车回传的信息，大数
据分析将所有的污染源数据进行
汇总，再结合风速风向等气象数
据，在屏幕上形成了污染特征雷达
图，然后根据污染特征，自动锁定
了符合特征的污染源。这一系列
程序自动运行，极短的时间内就可
完成。

“放在过去，从发现空气质量超
标，到找出污染源头，我们可能要挨
家挨户巡查1000家企业，最后才能
把污染源锁定在其中的10家左右，
然后再进行定点巡查，这个过程可
能要花费1至2天时间。现在有了
大数据系统，一旦污染超标，1至2
个小时就能发现污染源，极大地提
高了处置效率。”刘海涵说。

在实现精准溯源的同时，大气
环境大数据系统还可以预测未来7
天的污染走势情况，对可能会发生
超标的情况提前下达污染防治措
施。

“今年我们接入了中心城区和
4个传输通道区的大气网格化微站
监测数据，这是除了国控和市控站
点外的加密站点，这样不仅可以了
解国控、市控站点环境质量状况，
还可以了解重点区域，比如工业园

区的大气环境质量情况和变化趋
势。藉此针对不同企业的不同情
况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比如对能
源类企业采取错峰生产等。”刘海
涵说。

据了解，目前我市大气环境大
数据系统全面汇聚全市73个国市控
空气自动监测站点实时监测数据、
600余个大气网格化微站实时监测
数据、近5万家涉气污染源数据、重
点区域与道路实时视频和问题识别
数据，以及国家和我市“蓝天保卫
战”工作进展及目标考核数据，初步
形成了“空气质量—污染源管理—
预警应急—指挥调度—考核评估”
响应模式，实现了6000余万条数据
动态管控，对于大气环境治理过程
中寻找问题差距、研判达标形势、倒
逼目标管理，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

制胜法宝
55个业务应用、2.3亿条数据

如今，通过视频监控、无人机航
飞、遥感解译、AI图像分析、机器学
习等技术，生态环境部门手中掌握
了可供开展关联分析和综合研判
的海量数据，初步形成了“早发现、
早溯源、早预警、早处置”的工作模
式，拥有了“用2.3亿条数据为流域
画像”的能力，建立了一整套动态分
析、污染溯源、科学研判和精准施策
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目前，重庆市生态环境大数据
平台已经囊括了55个业务应用，按
环境要素分为大气、水、自然、生态、
噪声等，除了固废业务系统，已经全
部上线运行。今年信息智慧城市运
营中心已经接入水和气的系统上线
运行。

下一步，重庆市生态环境大数
据平台将突出重点，服务管理，继续
为重庆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提供技
术服务支撑。预计到2022年，重庆
市生态环境大数据特色应用将取得
突破并初步发挥成效，推动我市生
态环境信息化水平进入国内一流行
列。

徐松
图片由市生态环境局提供

智慧环保

生态环境大数据应用演示
水环境大数据系统水环境大数据系统

手机APP定位入河排污口

大数据炼就精准治污“神兵利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