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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奖提名书 

（2022年度） 

一、 项目基本情况 

学科评审组：电子通讯与仪器仪表组 

项目类别：软科学类 

项目编号 2022JB40009 提名等级  

项目 

名称 

中文 基于精准定位和边界吸附算法的智慧网格 GIS可视化平台 

英文 （选填） 
Smart grid GIS visualization platform based on precise positioning 

and boundary adsorption algorithm 

主要完成单位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 魏国华,郭翔宇,王波 

提名者 

内蒙古自治区通信管理局 

联系人 郭敏 联系电话  

学科 

分类 

名称 

1 通信技术其他学科 代码 5105099 

2 数据处理 代码 5104030 

3 计算机应用其他学科 代码 5206099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任务来源 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 结题时间 

G 企业 
基于精准定位和边界吸附算法的智慧

网格 GIS可视化平台 
2020年 03月 31日 

   

   

项目起始时间 201305 项目完成时间 202003 

成果登记号 9152021Y0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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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名意见 

提名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通信管理局 

联系人 郭敏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nmgtxxh99@126.com 传真 0471-6684140 

提名意见： 

 

 

提名该项目为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进步奖 。 

声 

明 

本单位遵守《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和内蒙

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的具体要求，对提名书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严格

审查，确认该项目符合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提名资格条件，并履行了公示程序，

公示期间无异议。 

本单位承诺，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如产生争议，将负责核实查证并出具调查核实意见。 

 

 

 

                                             提名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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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简介（可公开宣传） 

1、项目研究的目的意义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网格化管理日益成为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而信息化作

为改进网格化服务管理的助推器，其重要性也日益凸显。积极推进“网格化+信息化”

治理模式创新，是促进社会治理效能提升、全社会大局稳定向好、治安环境不断优化的

重要手段。然而，受限于内蒙古独特区情，我区网格化治理在信息化支撑层面仍然面临

信息资源整合不足、问题发现不及时、应用水平不高、缺乏信息化支撑导致的“控制失

灵”等挑战。 

内蒙古移动充分利用运营商资源禀赋，针对基层网格化治理中存在的信息资源整合

不足、应用领域零散、应用水平不高以及缺乏信息化支撑导致的控制“失灵”等问题，

探析结合运营商大数据的网格数字化管理新思路，实现各类治理资源的整合。可以为政

府相关部门开展疫情防控（新冠、鼠疫）、防旱防涝、扫黑除恶等社会治理工作提供数

字化手段，为全区构建电子护栏支撑及时复工复产工作，极大提升社会治理的精密智控

水平。 

2、主要技术创新点 

1）创研基于 GIS 的网格划分边界吸附方法，解决网格划分过程出现的网格间空隙

及网格区域重复问题，实现网格对地图区域的 100%精准覆盖。 

2）创研基于 GIS及关联规则算法的网格用户归属识别方法，利用 MR等用户位置数

据及指纹识别算法，建立用户-基站-网格归属关系，以更准确、更可靠的方式实现人员

及物理资源的精准入格。 

3）大数据电子护栏产品，充分体现了运营商大数据与基层网格治理结合的创新思

想，实现观察人员、高危人员实时寻址，及时安监预警，助力社区矫正、守护网格区域

安全。 

4）采用 GIS可视化技术打造网格管理、任务管理、考评管理、风险管理、联动管

理等环节的一站式数字化、可视化平台（Web+App），有效激发网格化+信息化管理效能。 

3、成果产生的价值 

该项目已授权国家专利 3项，受理国内专利 1项，发表学术论文 4篇，获得中国大

数据技术与应用联盟英诺·双推奖项 1项，获得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大数据“星河”案

例奖项 1项，获得省部级创新成果 3项，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首批大数据标准化示范单位。 

该项目为政府相关部门开展疫情防控（新冠、鼠疫）、防旱防涝、扫黑除恶等社会

治理工作提供数字化手段，累计发送区域智能短信覆盖超 4500万人次；为全区构建 478

个电子护栏支撑及时复工复产工作，平均复工复产率由 0.51提升至 0.80，疫情排查效

率提升了近 100倍，实现 100.1万外地返乡及近 21万武汉返乡人员信息化管理，获得

政府及行业客户高度认可，极大提升了社会治理的精密智控水平。累计创造合同价值

1090.56万元，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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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 

4.1 研究背景和总体思路 

1、项目的研究目的和意义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网格化管理日益成为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而信息

化作为改进网格化服务管理的助推器，其重要性也日益凸显。积极推进“网格化+信息化”

治理模式创新，是促进社会治理效能提升、全社会大局稳定向好、治安环境不断优化的重要

手段。然而，受限于内蒙古独特区情，我区网格化治理在信息化支撑层面仍然面临信息资源

整合不足、问题发现不及时、应用水平不高、缺乏信息化支撑导致的“控制失灵”等挑战。

为探索基层“网格化+信息化”治理新路径，实现社会基层治理精细化、智能化的同时依托

疫情治理需要，研究本项目形成该成果，极大提升了社会治理的精密智控水平。 

2、国内外相关科学技术现状 

        国内网格化管理的概念最早于 2004 年提出，这一概念的关键导向在于如何利

用信息技术，以公众需求为导向实现精细化、全方位覆盖的“无缝隙管理”，最终达到提升

社会资源运转效率、改善居民生活质量的目标。但是，即便有了概念，却始终没有统一的定

义和路径来予理解和实践，所谓“看山不是山”，现实的“智慧网格”仍处于初期探索阶段。 

3、以及项目研究的总体思路和方案 

        充分利用运营商要素禀赋，将运营商海量数据、IT 能力作为社会治理资源的

有力补充，创研“基于 GIS 的网格划分边界吸附方法”、“基于 GIS及关联规则算法的网格

用户归属识别方法”，构建基于运营商大数据的智慧网格 GIS可视化平台。并应用于多个领

域方向，重点解决网格划分过程出现的网格间空隙及网格区域重复问题，建立用户-基站-

网格对应关系，实现人员及物理资源的精准入格，支持观察人员、高危人员实时寻址、安监

预警，助力社区矫正，提供覆盖决策者、管理者、执行者及群众的一站式网格管理工具，为

“网格化+信息化”落地提供了新思路。实现了网格在地图区域的 100%高精度无缝覆盖、人

员等的精准入格、网格异动预测性防护、网格治理的全流程数字化支撑和可视化感知。实现

疫情防控的精细化管理，为卫健委、社区等政府职能部门提供更多疫情防控风险评估渠道和

手段。极大的解决目前基层网格化治理存在的信息资源整合不足、问题发现不及时、应用水

平不高、缺乏信息化支撑导致的“控制失灵” 等落地难问题，加速推进社会治理数字化进

一步落地，争做基层网格化治理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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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 

4.2 主要创新点 

 

四、主要科技创新 

4.2 主要技术创新点及其主要内容 

1、科技创新点 

①该项目中，网格在地理区域精准划分能力是采用一种基于 GIS 的边界吸

附方法，属通信技术其他学科。 

当前国内现有技术是在网格划分时，在地图上点选网格关键边界点进行网格

划分，这种划分方式不仅导致网格与网格的边界之间出现空隙或区域重复的问

题，还会导致在网格资源计算缺失或重复的问题，如果网格资源分布在网格边界

空隙区域则无法进行网格资源归属计算导致网格资源计算缺失，如图 1所示；如

果网格资源分布在网格区域重复区域，则会出现网格资源计算重复的问题，如图

2所示，灰色区域为网格重复覆盖区域。最终导致网格资源计算不准确的问题。 

 

 

 

 

 

图 1 网格边界区域存在空隙       图 2 网格边界区域重复覆盖 

与现有网格划分技术相比，该项目是基于 GIS技术，通过网格区域边界吸附

容差算法和新划分网格与历史网格交叉点替换算法，解决了网格边界缝隙与网格

区域重复覆盖的问题，实现了网格对地理区域精准、完整覆盖，如图 3所示。 

 

 

 

 

 

 

图3 网格边界吸附实现全覆盖 

边界吸附核心算法实现： 

a) 网格边界吸附容差计算 

首先，设置网格划分边界吸附容差t，用户在GIS地图上绘制网格区域时面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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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面1有多个有序经纬度序列组成，( [经度11，纬度11]，[ 经度12，纬度12]，……， 

[ 经度1n，纬度1n])，将网格图层中现有网格看成一个整体网格区域面2( [经度21，

纬度21]，[ 经度22，纬度22]，……， [ 经度2n，纬度2n])，计算面1的边界点[经度

11，纬度11]到面2的最短距离d，依次将面2的两个相邻序列经纬度组合成线（[[经

度2n-1，纬度2n-1]，[经度2n]，纬度2n]]）进行距离计算，首先计算直线斜率k 

 

计算点到直线的最短距离交点经纬度p1(经度，纬度)： 

 

 

通过直线斜率、及对应的坐标计算点[经度11，纬度11]到直线的最短距离： 

 

如果[经度 11，纬度 11]与将面 2的 2个相邻序列经纬度组合成线（[[经度 2n-1，

纬度 2n-1]，[经度 2n]，纬度 2n]]）进行距离计算结果小于边界吸附容差 t，则边界

经纬度点[经度 11，纬度 11]替换成点到直线的最短距离交点经纬度 p1(经度，纬

度)。通过容差的控制实现网格边界吸附，避免网格见出现区域缝隙，实现网格

对地理区域的 100%覆盖。 

b) 网格边界重复覆盖边界替换 

当划分网格时，网格区域交叉边界点距离大于吸附容差 t时，就会出现网格

区域重复覆盖问题。设定网格区域面 1的经纬度序列为：( [经度 11，纬度 11]，[ 经

度 12，纬度 12]，……， [ 经度 1n，纬度 1n])，新划分网格区域面 2的经纬度序列

为( [经度 21，纬度 21]，[ 经度 22，纬度 22]，……， [ 经度 2n，纬度 2n])。假设

面 1 线段( [经度 11，纬度 11]，[ 经度 12，纬度 12])为 ab，面 2 线段( [经度 21，

纬度 21]，[ 经度 22，纬度 22])为 cd，由叉乘判断是否相交，如果相交则进一步进

行交点计算，如图 4 所示，交点坐标计算变量为 r： 

 

通过交点坐标计算变量计算交点[经度 1，纬度 1]的经度、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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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网格边界吸附处理结果 

按以上算法依序循环计算出面 1、与面 2的所有交点坐标，( [经度 1，纬度

1]，[ 经度 2，纬度 2]，……， [ 经度 2n，纬度 2n])。从  [经度 1，纬度 1]，[ 经

度 2，纬度 2]两个交叉点开始处理网格区域边界，将新划分的网格边界点在[经度

1，纬度 1]，[ 经度 2，纬度 2]两个点之间的所有边界点经纬度替换为历史网格边

界点经纬度，再依次对( [经度 1，纬度 1]，[ 经度 2，纬度 2]，……， [ 经度 2n，

纬度 2n])中所有偶数交叉点之间经纬度进行替换，经过对新划分网格边界点的替

换处理，实现了所有网格重复区域的删除，解决了网格边界重复覆盖问题。 

②该项目中的人员及物理资源精准入格采用一种识别终端归属网格的方法

及系统，属通信终端技术学科，已授权国家专利 2项（附件 2、3）。 

该项目中采用的一种识别终端归属网格的方法及系统，是基于中国移动 MR 

数据、信令数据等用户位置信息，利用指纹识别算法，将用户精准归属到每个网

格中，定位精度可达 300米。随着项目的开展及行业要求的不断提高，团队基于

终端通信归属基站结合 MR 数据实现了人员及物理资源的精准入格，将定位精度

提升至 100米。实现步骤及核心算法： 

数据降噪： 

通过分析原始信令数据，可根据信令中记录的用户位置轨迹数据的冗余/错

误情况，进行分类治理，提高基站位置校验输入数据的准确性。如连续基站位置

剔重处理、ABA基站位置切换剔重、基站位置漂移处理及信令完整性处理。 

 

 

 

 

 

 

图 5 原始信令数据降噪前后对比示意 

基站校准： 

基于上述技术架构，进行基站小区经纬度校验与纠偏。算法处理原理及算法

处理流程为基站切换信令清洗转换→相邻基站切换数据计算→相邻基站数据预

处理→相邻基站群修正→基站经纬度测算→基站经纬度校验。 

 

 

 

 

 

 

图 6 基站校准示意 



 

第8页/共30页 

MR定位算法： 

本定位方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步定位阶段，通过最小二乘法得到

MR所代表用户的初始位置（即估算得到的大致位置）。第二阶段是精细定位阶段，

通过指纹定位算法得到MR所代表用户的精确位置。通过最小二乘法构建MR估值模

型如下： 

MR距离主邻区求解距离公式为： 

 

其中，RSPWR是对应小区发射功率，MR.scRSRP是MR中的UE测量值， K1, K2, 

K3,K4和Clutter_offset参数值通过模型校正得到。 

nddd ...,，， 21 为半径，各基站位置坐标 ),(),...,,(),,( 2211 nn yxyxyx 为中

心坐标的圆公式（假设主控小区与邻区合计n个基站）： 

 

MR最可能的值必然会使得 2

1i

222 ))()((
=

−−−−
n

iimrimr dyyxx 最小，因此

对上式求解可求得XMR和YMR值，即得到MR的初始值坐标。 

指纹算法定位MR位置： 

通过最小二乘法得到MR定位的初始位置后，可在本位置周围一定范围内（1/2

小区覆盖半径）搜索与本MR数据中的指纹最为匹配的栅格指纹，通过KNN算法可

得到MR定位位置。本方法采用了相关性距离测试算法为余弦距离算法，算法原理

如下图所示： 

 

  图7 余弦距离算法原理 

KNN算法的处理。通过余弦相关性计算到4个相关性最大的栅格，将这4个栅

格中心点坐标求平均得到MR的精确定位位置。指纹算法定位MR位置算法示意图。

如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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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栅格定位算法示意图 

自动校准： 

算法原理及应用： 

在实现MR单点定位之后，利用同一业务中的多个MR点的时间相关性对单个MR

定位结果进一步校准。主要体现在两点，其一对于不具备指纹定位条件的MR点，

通过其前后MR点值及时间差为其估计定位位置。其二，通过平滑滤波对定位的噪

声点进行抑制，这样可减少定位位置明显错误的定位点。 

平滑滤波抑制噪声： 

有平均滤波和 滤波可供选择。本方案中暂时选择平均滤波，滤波器长度选

择为3（滤波器长度根据MR上报周期而设定）。 

经纬度计算公式如下： 

3/)( 11 +− ++= iiii LonLonLonLon  

3/)( 11 +− ++= iiii LatLatLatLat  

MR位置插值： 

用于对不具备定位条件的MR点估算其位置。按照时间顺序取UE出现过的MR

分别为1、2，…， 1−i 、i 和 1+i ； 1+i 次测量报告发生时间t分别为 1t 、 2t ，…，

1−it 和 it 、 1+it 。 

如果i 没有定位位置，而 1−i 和 1+i 有定位位置则， 

)/()(*)( 111111 −+−−+− −−−+= iiiiiiii ttttXXXX  

)/()(*)( 111111 −+−−+− −−−+= iiiiiiii ttttYYYY  

③该项目中大数据电子护栏产品属通信网络技术学科，已授权国家专利 1

项（附件 4）。 

目前国内“电子护栏”产品大多依赖物理主机和前端探测围栏，及基于人脸

识别系统的各类社会视频资源两种方式实现，存在成本较高、资源整合困难等问

题。该项目中的大数据电子护栏产品是应用运营商手机号码实名、高精度实时寻

址等资源优势，实现通过GIS地图自由划定防护区域或者按照行政区指定区域（行

政区最细粒度可到村级），实时监控人员位置、还原真实轨迹，及时预警违规出

行、直观展示出行轨迹、停留时间，可快速响应、助力社区矫正、防旱防涝、疫

情防控（鼠疫、新冠）及扫黑除恶等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如图9： 

 

 

 

 

 

 

 

 

图 9 不合规出行可视化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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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该项目中“智慧网格 GIS 可视化平台”基于 GIS 可视化及大数据挖掘技

术搭建，属通信技术其他学科。 

基于前文所述网格精准划分、人员精准入格、电子护栏等技术，及运营商手

机号码实名、用户实时寻址、数据实时自动采集处理等优势，利用 GIS可视化及

数据挖掘技术搭建“智慧网格 GIS 可视化平台”，实现网格工作的智能流转、联

动处置、闭环运作、全程留痕。 

日常展现：基于运营商大数据建立面向网格化管理的综合多维数据指标体

系，提供给上层组件的呈现及调用。同时基于 GIS可视化技术实现网格管理、任

务管理、资源管理等全链条网格可视化能力，网格工作全程留痕。 

指挥调度：根据基于 GIS 地图实时掌控的网格内异动或网格发展短板情况

（Web），以点选、圈选等方式将网格任务派发给网格员，或网格员识别本网格异

动及短板，通过网格作战工具（App）进行网格内作业。 

安监预警：基于“电子护栏”产品实现针对重点观察人群及高危人群的监控

预警，支持预警指标配置、查看、预警处理、反馈的全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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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三方评价 

1、查新评价： 

本项目主要创新点包括：采用一种基于 GIS 的边界吸附方法实现网格在地理区域精准

划分、采用一种识别终端归属网格的方法及系统实现人员及物理资源精准入格、采用大数据

电子护栏技术实现网格区域监控预警能力、采用 GIS 可视化技术打造的智慧网格 GIS 可视

化平台。 

在上述检索范围内，未见早于该课题组已开展的研究内容和创新点相同的国内外文献报

道。 

2、应用效益和经济社会价值评价： 

信息化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推进器，对于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率、推动智慧城市落地进

程大有裨益。通过大数据+信息化+网格化具体工作开展的方式方法研究，为网格化管理和信

息化对接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内涵。随着该体

系对精准定位、分析、预警等功能的不断完善，不仅在打击违法犯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

且在应急救援等民生领域的作用也逐渐凸显。 

本项目将网格进出信息采集方式由人工变为自动，网格内异动情况定位由 4-5个小时升

级至自动实时定位，按每个网格至少节省 1 人计算，年节省人员成本 1947.6万元，实现基

层网格治理的减人提效；提供覆盖决策者、管理者、执行者及群众的一站式网格管理工具，

网格区域智能短信精准触达群众超 4500 万人次；疫情期间，为全区构建 478个电子护栏支

撑及时复工复产工作，平均复工复产率由 0.51提升至 0.80，疫情排查效率提升了近 100倍，

实现 100.1万外地返乡及近 21 万武汉返乡人员信息化管理。该项目开展及推广期间获得政

府及行业客户高度认可，极大提升了社会治理的精密智控水平。 

该项目易复制、可拓展性强，相关技术已被行业客户应用于智慧城市、智慧安监、智慧

政务、智慧城管、智慧厂区 / 社区、智慧党建、智慧旅游等多个领域，累计创造合同价值 

975.5 万元，具有较高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3、学术及刊物评价： 

本项目在《信息通信》期刊 2020 年第 7 期发表论文《基于中国移动大数据的智慧网

格运营管理研究》（附件 12 ）； 

本项目在《信息通信》期刊 2019 年第 11 期发表论文《内蒙古移动旅游大数据平台应

用创新》（附件 13 ）； 

本项目在《信息安全与技术》期刊 2014 年第 3 期发表论文《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定

制终端潜在客户挖掘模型研究》（附件 14 ）；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一种识别终端归属网格的方法及系统》（附件 2 ）；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一种通过移动终端展示实时路况的方法和系统》（附件 3 ）；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一种道路交通状态预测的方法及装置》（附件 4 ）。 

4、重要科技奖励评价： 

2021 年《“科学精准治疫，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大数据智慧网格 GIS 可视化》

获得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及大数据技术标准推进委员会大数据“星河”案例行业大数据应

用标杆案例奖（附件 21）； 

2020 年《大数据“疫动+电子护栏”防疫复工复产“攻-守”堡垒》获得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及大数据技术标准推进委员会大数据“星河”案例行业大数据应用优秀案例奖（附件 

16 ）； 

2020年《基于大数据能力的 5G资费潜在客户挖掘方法》获得内蒙古自治区通信学会学

术年会一等奖（附件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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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获得内蒙古自治区大数据与云计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评定的“首批大数据标准

化示范单位”荣誉（附件 20 ）。 

2019 年《“一网在手”一体化智慧网格创新体系》获得英诺双推活动组委会中国大数

据技术与应用联盟“英诺双推优秀案例”奖（附件 17）； 

2016 年《企业级数据中心的精益管理体系》获得二十三届自治区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

新成果二等奖（附件 18）； 

2015 年《“四管”齐下开创网格化管理新局面》获得第二十二届自治区级企业管理现

代化创新成果二等奖（附件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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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果价值 

6.2 成果采用和应用情况 

内蒙古移动充分利用运营商资源禀赋，针对基层网格化治理中存在的信息资源整合不足、应

用领域零散、应用水平不高以及缺乏信息化支撑导致的控制“失灵”等问题，探析结合运营

商大数据的网格数字化管理新思路，实现各类治理资源的整合。为政府相关部门开展疫情防

控（新冠、鼠疫）、防旱防涝、扫黑除恶等社会治理工作提供数字化手段，累计发送区域智

能短信覆盖超 4500 万人次；为全区构建 478 个电子护栏支撑及时复工复产工作，平均复工

复产率由 0.51提升至 0.80，疫情排查效率提升了近 100 倍，实现 100.1万外地返乡及近 21

万武汉返乡人员信息化管理，获得政府及行业客户高度认可，极大提升了社会治理的精密智

控水平。 

本课题研究成果形成的智慧网格平台包含 550 余个网格，实际覆盖全自治区 12 个地市近

1800万移动通信用户，理论上讲是已经覆盖了全自治区 2000余万用户。相关技术成果已被

行业客户应用于智慧城市、智慧安监、智慧政务、智慧城管、智慧厂区/社区、智慧党建、

智慧旅游等多个领域。覆盖全区小区数量共 44162家，园区建筑共 299个，且还在持续增长，

全区覆盖 5000家物业单位。 

        本课题采用了国内先进的技术，并且自研创新了多项技术点，研究成果在生产、性

能等方面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该基于精准定位和边界吸附算法的智慧网格 GIS可视化平台

具有较高的价值与意义，利用在社会基层治理中，包括智慧城市、政务云、智慧城管等能够

产生较高的直接经济效益，能够创造极大的社会效益。 

        同时本成果被应用与多个企业项目，详见：八、应用情况支撑材料目录，及其对应

附件。该项目于 2018年 6月 7日首次由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应用于“通辽

市科左中旗智慧城市项目 ICT 集成及开发服务项目二、四标段”中“智慧城管”及“政务

云”项目，主要应用主要科技创新点 1、2、4，实现针对全市户外广告、景观灯光、建筑物

外墙、建筑物外附属物及建筑面等地上立体城市领域以及地下综合管线、地道桥等地下空间

部件的统一 GIS 可视化网格化监管，及通辽市、旗县市区、苏木乡镇（街道）、嘎查村（社

区）四级的政务服务网格体系。2019 年 -2021 年先后由本项目完成单位应用于“内蒙古自

治区政府采购中心服务采购合同-外来游客入区短信宣传项目”、“呼和浩特文化旅游广电

局发送旅游提示短信服务项目”、“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泊江海敬老院 SMAT 智慧物业信息化

项目”及“内蒙古顺德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五原县分公司 SMAT 智慧物业信息化项目”，整体

经济收益及社会价值十分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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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果价值 

6.2 社会和经济效益 

1、社会效益 

        网格化管理是近年来推进基层放权、社区治理的关键举措，是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和

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实现路径。但单纯靠人力管辖万人的社区工作让我们看到了“网格化”

的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也是中央多次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打造网格化+

信息化治理模式创新的原因。 

        基于精准定位和边界吸附算法的智慧网格 GIS 可视化平台，利用运营商资源禀赋，

结合 GIS 空间计算、边界吸附算法等大数据技术，形成了基于运营商大数据的“网格化+信

息化”的全新治理模式，不仅加速推进了我区基层网格化治理落地进程，而且可作为智慧城

市的有力补充，将数据及模式运用在公安、消防、医疗等系统，对于智慧城市的建设而言无

疑是最好的助力。 

        该平台实现了网格在地理区域的 100%高精度覆盖、网格内人员的 100%精准入格、

可针对政府及行业客户提供个性化支撑能力，为社会减轻了压力，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和显

著的直接以及间接的经济效益。 

        在疫情等突发公众事件面前，城市管理亟需从最小单位，即网格及人员入手。该项

目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增加个人信息的多维度认证，将政府的疫情排查范围从原来的千

人缩小到几千、几百人之中，降低了一万倍的工作量。2020 年，实现 100 多万名外地返乡

人员，21 万名武汉返乡人员信息化管理。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基础之上，对相关疫情数

据进行可视化分析，进而实现科学的“网格化管理”，对抗疫发挥了积极作用。 

2、经济效益 

        2019年-2021年累计创造经济效益 9754756 元，其中：2019 年完成单位新增销售

额 1300000 元，详见附件 9；2019 年应用单位新增销售额 1929200元+2149680元=4078880

元，详见附件 6、7；2020 年完成单位新增销售额 1629800 元，详见附件 10；2021 年完成

单位新增销售额 2736900 元+9176元=2746076元，详见附件 8、11。 

        人员成本节支：网格进出信息采集方式由人工变为自动，网格内异动情况定位由

4-5 个小时升级至自动实时定位，按每个网格至少节省 1 人*每人每月薪酬平均 3000 元*12

个月计算，年至少节省人员成本 1947.6 万元，实现基层网格治理的减人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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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支撑材料目录（限 15个） 

序号 
知识产权（标准

规范）类别 
名称 国家（地区） 

授权号

（标准

规范编

号） 

授权公告日

（标准规范发

布日期） 

发明人（标准规范

起草单位） 

权利人（标准规

范起草人） 

应用方式（自

用、生产销

售、技术开

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

务、实施许可

等） 

1 发明专利权 
一种识别终端归属

网格的方法及系统 
中国 

ZL20151

0004437

.7 

2019-11-12 

魏国华，王波，郭

翔宇，郭向红，孙

颖飞，蔚丽娟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内蒙古有限公

司  

自用 

2 发明专利权 

一种通过移动终端

展示实时路况的方

法和系统 

中国 

ZL20161

1258041

.6 

2020-08-21 

魏国华，王波，郭

翔宇，郭向红，孙

颖飞，孙加峰，蔚

丽娟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内蒙古有限公

司  

自用 

3 发明专利权 
一种道路交通状态

的预测方法及装置 
中国 

ZL20171

450559.

4 

2020-11-20 

魏国华，郭翔宇，

王波，郭向红，孙

颖飞，孙加峰，包

志刚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内蒙古有限公

司  

自用 

        

1 论文 

内蒙古移

动旅游大

数据平台

项目应用

信息通信  
2019-11

-01 
魏国华 魏国华 魏国华，郭翔宇  

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内蒙

古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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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2 论文 

以客户需

求为导向

的定制终

端潜在客

户挖掘模

型研究 

信息安全

与技术 
 

2014-03

-01 
魏国华 魏国华 魏国华，康志英  

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内蒙

古有限公司  

3 论文 

基于大数

据能力的 

5G 资费

潜在客户

挖掘方法 

长江信息

通信 
 

2021-06

-01 
魏国华 魏国华 

魏国华，郭翔

宇，康志强  

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内蒙

古有限公司  

4 论文 

基于中国

移动大数

据的智慧

网格运营

管理研究 

信息通信  
2020-05

-01 
王波 王波 王波，郭翔宇  

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内蒙

古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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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应用情况支撑材料目录（限 10个） 

序号 应用单位名称 
支撑材

料种类 

支撑材料名称

（限 20 字） 
应用的技术或成果名称 

应用方式（自用、

购买使用、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

实施许可等） 

收入（万

元，非必

填） 

应用起止

时间 

应用单位联

系人及电话 

应用规模及

效果 

1 

北京东方国信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合同 

通辽市科左中

旗智慧城市项

目 

对应主要科技创新点对

应创新点 1、2 
技术服务 192.92 

2018-07-1

8 

许冬雪 

13947162486 

应用于通辽

市科左中旗

智慧城市 -

智慧城管软

件项目，依

托全市统一

的 GIS 平

台，实现对

户外广告、

景观灯光、

建筑物外

墙、建筑物

外附属物及

建筑面等地

上立体城市

领域以及地

下综合管

线、地道桥

等地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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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部件的统

一网格化监

管  

2 

北京东方国信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合同 

通辽市科左中

旗智慧城市项

目 

对应主要科技创新点对

应创新点 1、2、4 
技术服务 214.97 

2018-06-0

7 

许冬雪 

13947162486 

应用于通辽

市科左中旗

智慧城市-

政务云项

目，覆盖通

辽市、旗县

市区、苏木

乡镇（街

道）、嘎查村

（社区）四

级的政务服

务网格体

系，支持政

务网格员对

网格内居民

区、商业综

合体、产业

园区等重点

项目进行走

访，建立各

服务对象档

案信息卡并

留下网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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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等。  

3 
内蒙古自治区

文化和旅游厅 
合同 

内蒙古自治区

政府外来游客

入区短信宣传 

对应主要科技创新点对

应创新点 3 
自用 130 

2019-05-1

4 

姜宇 

13474808350 

面向外来入

区游客进入

电子护栏时

实时进行智

能短信宣

传。  

4 
呼和浩特市文

化旅游广电局 
合同 

呼和浩特市文

化旅游广电局

旅游提示短信

服务 

对应主要科技创新点对

应创新点 3 
自用 162.98 

2020-05-0

7 

武建芳 

0471-552666

0 

针对进入呼

和浩特市内

电子护栏区

域的外地人

员实时进行

智能短信宣

传。  

5 

内蒙古顺德传

媒广告有限公

司五原县分公

司 

合同 
SMAT智慧物业

信息化 

对应主要科技创新点对

应创新点 1、2、3、4 
自用 0.91 

2021-04-1

5 

康存良 

15147870050 

应用于内蒙

古自治区巴

彦淖尔市五

原县 SMART 

智慧物业项

目，针对五

原县 30 万

出入小区人

口进行网格

化实名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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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鄂尔多斯市东

胜区泊江海敬

老院 

合同 
SMAT智慧物业

信息化 

对应主要科技创新点对

应创新点 1、2、3 
自用 273.69 

2020-02-2

2 

张贵延 

13604779061 

针对该敬老

院老人及工

作人员，基

于电子护栏

技术开展智

能防疫安监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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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排名顺序 1 单位名称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1500007566830

405 
法定代表人 马险峰 所在地区 呼和浩特市 

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 单位类型 企业 

联 系 人 李岩 办公电话 0471-2301827 移动电话 15104718832 

通讯地址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路甲 39

号 
传   真  

电子信箱 liyan8@nm.chinamobile.com 邮政编码 010010 

对本项目实质

性贡献、与其他

候选单位的合

作情况说明（限

300 字） 

1、创研基于 GIS 的网格划分边界吸附方法，解决网格划分过程出现的网格间空隙及

区域重复问题，实现网格对地图区域的 100% 精准覆盖。 

2、创研基于 GIS 及关联规则算法的网格用户归属识别方法，利用 MR 等用户位置数

据及指纹识别算法，建立用户-基站-网格归属关系，实现人员及物理资源的精准入格。 

3、大数据电子护栏产品，充分体现了运营商大数据与基层网格治理结合的创新思想。 

4、采用 GIS 可视化技术打造网格管理、任务管理、考评管理、风险管理、联动管理

等环节的一站式数字化、可视化平台，有效激发网格化+信息化管理效能。 

5、与合作单位对接，对项目成果推广应用和产业化做出了贡献。 

主要贡献及合作情况支撑材料（附件编号）：主要贡献及合作情况支撑材料（附件编

号）：附件 2、3、4，12、13、14、15、16、17、18、19、20、21 

 

声明： 

本单位同意主要完成单位排名顺序，遵守《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

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本单位已按要求对

提名材料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无异议。 

本单位承诺，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如产生争议，将负

责核实查证并出具调查核实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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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要完成人情况 

候选人排序 1 姓名 魏国华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党派名称 中共 民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50302198301223514 

毕业时间  归国人员 否 

工作单位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 

二级单位  办公电话 0471-2301827 

通讯地址 呼和浩特市呼伦南路 5号 邮政编码 010010 

电子邮箱 weiguohua@nm.chinamobile.com 手机 15848185008 

毕业学校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现从事专业 大数据应用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行政职务  

熟悉学科 电信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自治区总工会 2021年全区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三等奖； 

2021大数据“星河”案例-行业大数据应用标杆案例； 

2020年大数据“星河”行业大数据应用优秀案例优秀奖； 

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质量科技成果二等奖； 

《“一网在手”一体化智慧网格创新体系》荣获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2019 年度英诺

（Innovation）“双推优秀案例”； 

《提升双卡槽用户识别准确率》获得 2018 年内蒙古自治区质量管理二等奖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13-06-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21-03-31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 字） 

主持本项目的设计、基础研究、落地实施和推广应用的全部工作。完成基于终端通

信归属基站结合 MR 数据实现人员及物理资源精准入格的设计研发及边界吸附算法

设计，参与本项目的总体修改完善、质量控制和监督，课题的结题和验收工作。参

与本项目论文及著作的撰写及专利申请（附件 2-4 、 13-15 ）。对主要技术创新点

1、2、4 做出实质性贡献。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附件 2-4，13-15 

完成人声明：本人同意主要完成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

且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本人工作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

争议，将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

违规违纪等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本人签名：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人情

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假、

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候选

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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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注：完成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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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要完成人情况 

候选人排序 2 姓名 郭翔宇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党派名称  民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50102198004104542 

毕业时间  归国人员 否 

工作单位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 

二级单位  办公电话 0471-2301827 

通讯地址 呼和浩特市呼伦南路 5号 邮政编码 010010 

电子邮箱 guoxiangyu@nm.chinamobile.com 手机 13722111200 

毕业学校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硕士 

现从事专业 大数据应用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行政职务  

熟悉学科 电信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2021大数据“星河”案例-行业大数据应用标杆案例； 

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质量科技成果二等奖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13-06-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21-03-31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 字） 

主持本项目的设计、基础研究、落地实施和推广应用的全部工作。2013 年起主导开

展基于运营商大数据对内及对外应用的网格化管理研究工作，创新提出利用运营商

资源禀赋，整合 B域、O域数据，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网格化+信息化” 落

地提供了新思路。实现入选首批内蒙古自治区大数据标准化试点单位 , 牵头数据总

质量和数据安全两项标准化方案的制定。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附件 2-4，附件

12-15 

完成人声明：本人同意主要完成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

且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本人工作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

争议，将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

违规违纪等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人情

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假、

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候选

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完成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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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要完成人情况 

候选人排序 3 姓名 王波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党派名称  民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50102198011190514 

毕业时间  归国人员 否 

工作单位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 

二级单位  办公电话 0471-2301827 

通讯地址 呼和浩特市呼伦南路 5号 邮政编码 010010 

电子邮箱 wangbo1@nm.chinamobile.com 手机 13474700233 

毕业学校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现从事专业 大数据应用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行政职务  

熟悉学科 电信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质量科技成果二等奖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13-06-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21-03-01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 字） 

该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完成部分网格划分、精准入格、电子护栏产品的研发设计，

作为中国移动网格化运营改革 IT 支撑的骨干人员，完成客户、集团、家庭、渠道

等各要素入格算法的研究，并实现落地支撑。基于此项技术主导设计研发了“大数

据疫动+电子护栏”产品，参与本项目论文及著作的撰写及专利申请。作为牵头人，

实现本科技进步成果的直接变现收益。对主要技术创新点 1、2、3做出实质性贡献。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附件 2-4，附件

12 

完成人声明：本人同意主要完成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

且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本人工作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

争议，将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

违规违纪等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人情

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假、

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候选

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积极

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完成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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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页/共30页 

十一、诚信承诺书 

本项目参加 2022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评审，项目第一完成人、

第一完成单位做出如下承诺： 

1.本提名书严格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内蒙古自治区

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和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的

具体要求（含年度提名工作手册）填写，保证所提交材料真实有效，不存在任何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 

2.本提名书所提交的知识产权支撑材料归国内所有或与国外共有，均已征得

未列入项目主要完成单位和完成人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发明人、代表作作者的同

意，并已告知如本年度获奖，上述支撑材料将不得用于以后年度内蒙古自治区科

学技术奖的提名； 

3. 本提名书所提交的主要科技创新及所有相关支撑材料均未在国家科学技

术奖、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或者被提名项目中使用过。 

4.本提名书所涉及的主要完成单位、主要完成人符合科研诚信有关规定。 

因未如实告知上述情况而引起争议，本人（单位）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项目第一完成人（签字）： 

项目第一完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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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附件目

录 

附件请按如下顺序排列（限 40 个）： 

1. 主要知识产权支撑材料； 

2. 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行业批准文件； 

3. 直接经济效益支撑材料；  

4.  其他附件 

序号 目录名称 附件名称 

1 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支撑

材料目录：1_一种识别终端归属网

格的方法及系统 

一种识别终端归属网格的方法及

系统.pdf 

2 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支撑

材料目录：2_一种通过移动终端展

示实时路况的方法和系统 

一种通过移动终端展示实时路况

的方法和系统-NM1610007-专利证

书.pdf 

3 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支撑

材料目录：3_一种道路交通状态的

预测方法及装置 

一种道路交通状态的预测方法及

装置-NM1710007-专利证书.pdf 

4 应用情况支撑材料目录：1_通辽市

科左中旗智慧城市项目 

附件 6：通辽市科左中旗智慧城市

项目 ICT集成及开发服务项目二标

段（智慧城管软件）开发合同+财

务证明.pdf 

5 应用情况支撑材料目录：2_通辽市

科左中旗智慧城市项目 

附件 7：通辽市科左中旗智慧城市

项目 ICT集成及开发服务项目四标

段（政务云）开发合同+财务证

明.pdf 

6 应用情况支撑材料目录：3_内蒙古

自治区政府外来游客入区短信宣

传 

附件 9：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中

心服务采购合同-外来游客入区短

信宣传项目.pdf 

7 应用情况支撑材料目录：4_呼和浩

特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旅游提示短

信服务 

附件 10：采购向外来游客发送旅游

提示短信服务-呼和浩特文化旅游

广电局发送旅游提示短信服务项

目.pdf 

8 应用情况支撑材料目录：5_SMAT

智慧物业信息化 

附件 8：中国移动内蒙古公司

SMAT 智慧物业信息化业务协议-

内蒙古顺德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五

原县分公司.pdf 

9 应用情况支撑材料目录：6_SMAT

智慧物业信息化 

附件 11：中国移动内蒙古公司

SMAT 智慧物业信息化业务协议-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泊江海敬老

院.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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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附件 附件 12：基于中国移动大数据的智

慧网格运营管理研究（论文）.jpg 

11 其他附件 附件 13：内蒙古移动旅游大数据平

台项目应用创新（论文）.jpg 

12 其他附件 附件 14：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定制

终端潜在客户挖掘模型研究（论

文）.jpg 

13 其他附件 附件 15：基于大数据能力的 5G 资

费潜在客户挖掘方法（论文）.jpg 

14 其他附件 附件 17：2019 年英诺双推活动组

委会中国大数据技术与应用联盟

“英诺双推优秀案例”奖《“一网在

手”一体化智慧网格创新体系》.jpg 

15 其他附件 附件 18：2016 年第二十三届自治

区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二

等奖《企业级数据中心的精益管理

体系》.jpg 

16 其他附件 附件 19：2015 年第二十二届自治

区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二

等奖《“四管”齐下开创网格化管理

新局面》.jpg 

17 其他附件 附件 20：2020 年内蒙古自治区大

数据与云计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首批大数据标准化示范单位”.jpg 

18 其他附件 附件 21：2021 年星河案例-大数据

应用标杆案例.jpg 

19 其他附件 附件 5：应用满 2 年证明.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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