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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输管道测绘地理信息政策解读与应用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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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的保密管理要求，长输管道坐标数据共享一直以来是困扰管道运营单
位信息化应用的难题；同时，2013 年《石油石化行业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的发布，使行业对于管道
坐标数据的定密问题也产生了较大的争议。为此，通过对近期相关信息安全案例分析，并对国家、行
业相关政策加以深入解读，明确了管道坐标数据的定秘问题。针对目前长输管道坐标数据应用中的
难点和业务需求，结合国家自然资源部的相关政策与技术，构建了基于 GCJ02 保密坐标系的技术方
案，并从安全保密意识、地图数据及服务、业务应用 3 个方面提出了管理对策，以满足国家监管要求
和管道运营企业深化应用的迫切需求。（图 2，表 1，参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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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policies
for long-distance pipeline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application
YANG Baolong1, REN Wu1, GAO Haikang1, ZHANG Xinjian1, MU Yunting2
1. Pipeline R & D Center, PipeChina North Pipeline Company; 2. CPP Longhui Automation Engineering Co. Ltd.
Abstract: Due to the national requirements for keeping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confidential, the
sharing of long-distance pipeline coordinate data is always a difficulty for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of the pipeline
operators. Meanwhile, due to the release of the Provisions on the scope of state secrets in petroleum and petrochemical

industry in 2013, great controversies were generated on the confidentiality classification of pipeline coordinate data. Hen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the recent cases for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the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evant national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the problem on confidentiality classification of pipeline coordinate data was clarified. In view of the pain
points and business requirements in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of long-distance pipeline coordinate data, a technical scheme
based on GCJ02 coordinate system was develop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relevant policies and technologies of the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were proposed in terms of the
sense of security and confidentiality, map data and service, and business application, so as to meet the national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and the urgent needs of pipeline operators to deepen the application. (2 Figures, 1 Table, 27 References)
Key words: long-distance pipelines, integrity, surveying and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pipeline coordinate, data
security, confidential treatment, GCJ02 coordinate system

测绘地理信息成果是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性

表示内容的规定（试行）》等，明确要求测绘与应用单

信息资源，关系到国家战略安全和核心利益，国家相关

位应加强对基础测绘成果数据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和保

管理部门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基础测绘成果数据管理

密工作。长输管道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基础设施，管道

和保密的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

测绘地理信息是指管道规划、建设及运营期以测绘手

例》
《公开地图内容表示若干规定》
《基础地理信息公开

段获取的管道坐标数据，主要包括中心线、各类站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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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设备设施等要素。根据《测绘管理工作国家秘密

于国外的数据中心，中国无法对其进行实时安全监管；

范围的规定》
（国测办字〔2003〕17 号）文件要求，管道

同时，对于互联网发布的地图系统均应依法经过中国

测绘地理信息一直以来作为国密数据管理和应用。在

相关部门审核后才能发布，如具备审图号、进行过保密

企业的管道完整性信息化应用中，原中国石油的管道

处理等要求。目前，谷歌地图和 Bing 地图均无法满足

完整性管理系统（Pipeline Integrity System，PIS）和原

相关要求。修改的第 2~4 条内容主要是指取消原系

中国石化的智能化管道管理系统（Intelligent Pipeline

统提供的数据采集、存储及管理功能。作为一个第三

Management System，IPMS）均采用第三方数据保密处

方互联网地图服务平台，大量涉及国土、资源领域的定

理、坐标精度降密或降维处理（通过线性参考将二维

位数据（含属性信息）公开在不受本单位监管的互联网

坐标数据转换为里程一维数据）等方式开展管道测绘

平台，并叠加在未经依法审批的第三方地图上，功能越

[1-3]

，应用初期极大地提升了管

强大，潜在的危害也将越大。虽然这些功能能够解决

道安全的综合管控能力和工作效率。随着系统的深

基层单位一些应用与数据共享的问题，但其是以牺牲

化应用，管道坐标数据的国密属性致使其在管道现场

大量政企的数据安全为前提的。

地理信息的合规化应用

定位、采集、共享等环节的问题越发突出

[3-6]

。2020 年

1.2

6 月，
《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

美国科洛尼尔网络安全事件
美国科洛尼尔管道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成品油管

（自然资发〔2020〕95 号）发布，结合《石油石化行业国

道系统，由 9 家石油公司合股投资建设，系统支干线总

家秘密范围的规定》（国能综合〔2013〕77 号），管道行

长 8 600 km，管径为 762~1 016 mm，泵站 83 座，交油

业对于管道坐标数据的国密属性问题产生了较大的争

站 281 座，年输量达到 9 300×104 t[18-20]。2021 年 5 月

议，如何正确解读这些政策，不仅需要对政策中的文字

7 日，
美国科洛尼尔公司遭网络攻击，
被迫中断运营 3 天

内容进行专业解读，同时还需结合目前国家在数据安

以上，
5 月 10 日美国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此事件

全上的宏观政策、方向以及典型案例进行综合分析，从

促使美国立法者要求加强美国关键能源基础设施的保

管理与技术两个维度构建管道坐标数据的应用方案，

护，以防止遭受黑客攻击。此事件充分说明，长输管道

才能更好地、长久地解决目前管道坐标数据在实际业

作为国家的关键能源基础设施，若发生此类网络安全

务应用中的困局。

事件将会给国家安全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管
道相关的重要信息系统（含工控系统）和敏感数据都应

1

信息安全案例

是国家重点关注对象。

1.1

奥维互动地图整改事件

2

相关政策解读

2.1

国家层面

奥维互动地图作为一个移动端的第三方互联网地
图服务平台，
近些年在油气储运、
电力、
林业、
国土调查、
地质勘察、通信、交通、水运等领域开展了大范围的应
[7-17]

2015 年 7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虽然这些应用极大地促进了现场业务应用和坐

正式发布施行，明确了 11 个国家安全领域和相关具体

标数据共享，但随着手机定位精度的提高，无形中对国

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颁布日期 2016

土、
资源、
网络、
经济等国家安全问题带来了潜在的风险。

年 11 月 7 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颁布日

用

2021 年 1 月 11 日，奥维互动地图突发通知，对一

期 2021 年 6 月 10 日）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

些互联网服务和功能进行了修改：
①下架未经依法审

条例》
（颁布日期 2021 年 8 月 17 日）相继正式施行，网

核批准的地图，如谷歌系列地图、Bing 地图等；
②暂停

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均上升到了国家法律的范畴，
相关的

轨迹发布和搜索功能；
③暂停本地对象的同步功能，届

要求也更加明确，如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关键信息

时用户也将无法查看自己账户下的云端数据；
④取消

基础设施的运行安全等。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信息

基于奥维高程数据库的等高线绘制功能。

化技术的飞速发展，
从国家宏观层面不难发现国家对于

修改的第 1 条内容中提到的谷歌地图和 Bing 地

安全方面的监管力度呈趋严态势，
对于数据与网络安全

图均属于国外互联网地图服务，其数据与服务均部署

的要求更高、更具体。因此，对于管道测绘地理信息国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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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属性的解读应充分结合国家的宏观政策和监管案例。

可供参考的相关规定主要为《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工作

2.2

行业层面

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和《石油石化行业国家秘密范

目前，对于管道测绘地理信息是否属于国密数据，

围的规定》（表 1）。

表1
规定名称

条款号

石油石化行业国家 正文第 3 条
秘密范围的规定
附录第 6 条
正文第 3 条
测绘地理信息管理
工作国家秘密范围 附录第 19 条
的规定
附录第 25 条

2.2.1

管道测绘地理信息相关条款对比表

条款内容
石油石化行业涉及其他部门或者行业国家秘密的，应当按照相关国家秘密
范围的规定定密
国家石油储备库规划方案、布局、统计数据和地理坐标
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工作中涉及其他部门或者行业的国家秘密，应当按照相
关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定密
含有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定禁止公开内容的水系、交通、居民
地及设施、管道等分要素测绘地理信息专题成果
涉及军事、国家安全要害部门的点位名称及坐标；与军事、国家安全相关的
国民经济重要设施精度优于（含）±10 m 的点位坐标及其名称属性

正文部分

密级

保密期限

机密

公布前

秘密

长期

秘密

长期

类要素，因此管道测绘地理信息属于此项规定中的分

两个行业的国密规定正文部分第 3 条都明确了

要素。同时，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内部下发的

“涉及其他部门或者行业的国家秘密，应当按照相关国

《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释义》中

家秘密范围的规定定密”。从当前的社会发展来看，不

还明确指出“水系、交通、居民地及设施、管道等分要

同行业间业务和数据的融合非常紧密，各行业或多或

素测绘地理信息专题成果叠加测量控制点、地貌要素

少都会生产或使用其他行业的一些数据，但各行业的

时，或平面精度优于 10 m 且连续覆盖范围超过 25 km2

国家秘密范围规定一般仅是从各自行业自身业务特点

时，应从严管理”。因此，国家管网集团的管道测绘地

出发，不可能穷举到此行业中相关行业的数据。因此，

理信息成果属于国密数据。如果想避开这个管理要

虽然石油石化行业中未明确规定管道测绘地理信息为

求，根据 Q/SY 1180.7— 2009《管道完整性管理规范 第

国密数据，但管道行业中的坐标数据基本都是由专业

7 部分：
建设期管道完整性数据收集导则》中“应覆盖

测绘单位完成的，因此在使用这些数据时仍应按《测绘

管线两侧至少各 2 km 范围”的要求，25 km2 则只能存

地理信息管理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中的相关规

储 6.25 km 管道的多要素数据。以目前国家管网集团

定定密。

10×104 km 管道的体量，
这些数据要部署在 1.6×104 个

2.2.2

数据中心才能规避此项规定，对于企业而言这并不现

附录部分

《石油石化行业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中与管道测

实，也无法实现。

绘地理信息相关的条款只有附录中的第 6 条（表 1），

《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第

且保密期限仅为“公开前”，建成公开后将不再以国密

25 条是关于点位的规定。长输管道作为国家重要的

要求进行管理，这是从国家重大规划的角度作出的规

能源基础设施，一旦发生重大事件必定会影响国家或

定，重点不在坐标。因此，该规定仅明确的是自身行业

军事方面的安全，同时管道的坐标数据精度至少是亚

内的国密数据管理要求，不适用于本行业内所涉及的

米级的，因此，根据此项要求，管道测绘地理信息也应

其他行业数据。

属于国秘数据。

《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中
与管道行业的相关的条款为附录第 19 条和第 25 条
（表 1）。第 19 条是关于分要素测绘地理信息成果的

综上分析，
无论从国家宏观政策、
近期的相关案例，
还是对石油石化和测绘行业规定的专业解读，
目前管道
测绘地理信息还是无法脱离国密数据管理的要求。

规定。参照 GB/T 13923— 2006《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
类与代码》，测绘地理信息通常包含 8 类要素：
测量控

3

应用现状与难点

制点、水系、居民地及设施、交通、管道及附属设施、境
界与政区、地貌、植被与土质。其中，管道在国标的分

长输管道在地理分布上呈点多线长分布广的

类体系中特指输电线，通信线，油、气、水输送主管道和

特点，在进行管道完整性信息化建设时不仅需要管

城市管道，分要素测绘地理信息专题成果是指其中一

道自身的坐标数据，而且还需要结合大量的地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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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数据开展综合分析、应用。因此，以地理信息系统

的不同主要采用两种方式进行定位：①通过漏磁+惯性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技术为手段对

测量单元（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IMU）检测发现的

管道进行完整性管理也是目前解决管道安全运营的通

缺陷，
可直接通过 IMU 解算的坐标进行定位；
②非 IMU

用信息化手段，PIS 系统和 IPMS 系统均是基于 GIS

检测发现的缺陷，
只能通过缺陷的里程值结合建设期提

[21-22]

技术构建的

。由于管道中心线坐标等测绘地理信

交的管道坐标进行定位，
定位多以桩+偏移量的方式为

息的国密属性，真实坐标数据必须在具备国家认证的

主。两种方式都是在线下完成解算后到现场找点，
无法

保密机房进行物理隔离，无法在企业网络上发布使用。

解决实时应用问题；
由于现场桩数据与系统桩数据的不

为确保数据共享与应用的合规，大多基于 GIS 的管道

匹配，
第 2 种方式经常会造成定位不准的问题。

完整性管理系统均采用管道坐标数据脱密的方式来解
决合规问题[1-3]。脱密后的管道坐标数据虽然保持了

4

应用对策

与基础地理要素的位置逻辑关系，但脱密后会造成数
米至数百米的位置偏移，在实际定位时使得现场终端

通过以上案例和政策解读，管道测绘地理信息仍

设备上获取的真实坐标数据无法与脱密数据进行位置

属于国家秘密数据，因此，需要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将数

匹配。综上，运营期的主要应用难点在数据采集、管道

据进行保密处理后才能在网络上发布共享。同时，原

巡检、定点开挖 3 个方面。

有的保密方式无法解决现场高精度定位应用的问题，

3.1

数据采集

因此，需要借助国家测绘部门和相关行业的成熟技术，

在管道运营期，现场数据采集需求最大、最频繁的

构建面向管道行业、覆盖技术与管理两个维度的总体

是管道桩数据。管道桩是管道日常管理中重要的地上

解决方案。

标识，代表了管道的位置和走向，大多现场业务的填报

4.1

技术对策

均采用“桩定位”的方式进行位置描述，如高后果区起

目前，国家测绘部门和军方认可的保密坐标系只

止点、高风险起止点、巡检关键点等。在管道的数十年

有 GCJ02，该坐标系由中国测绘科学院（原国家测绘

运营周期内，局部改线、自然破坏、人为破坏等因素经

局）研发并在全国推广应用，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中

常导致桩位置的变化。基于合规管理的要求，桩的现

国所有的电子地图必须至少采用此保密技术处理才

场定位数据不能实时回传至系统中，需要线下脱密后

能发布应用[25]。该技术可实现对原始坐标数据的加

才能在系统上发布。这种模式造成大量零碎数据汇总

偏处理，具备非线性、不可逆等技术特点，在国际上比

上报慢、脱密周期长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基层

美国早 3 年、比印度早 4 年。现在中国主流的互联网

用户的工作量，且数据上报积极性不高，逐渐造成系统

地图服务商（百度地图、高德地图、腾讯地图及四维地

上大量桩数据为“假数据”的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了系

图等）都采用了 GCJ02 保密坐标系，其中百度地图在

统的应用效果。

GCJ02 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地图进行加偏，得到 BD09

3.2

管道巡检

坐标系[25-27]。同时，基于 GCJ02 保密技术，中国测绘

管道巡检是目前管道业务中提前发现各种管道隐

科学院还提供了终端加密插件，可将终端获取的真实

患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也是管道安全防护工作中的

坐标数据直接加密，而且最新技术已可满足自动驾驶

重点工作。目前中国各大管道运营商多采用基于 GPS

场景亚米级定位精度需求，既解决了坐标数据传输的

终端的巡检管理系统，该系统的使用大幅提升了巡检

合规问题，同时也确保了移动定位数据与地图的无缝

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23-24]

，但终端设备实时采集的是真

匹配，解决了现场高精度定位应用的难题。目前手机

实坐标，无法与系统中脱密管道的位置匹配，因此，对

上应用的导航 APP，如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等均采用

于巡检轨迹、巡检关键点到达率等考核指标的准确性

了该项技术。管道信息化系统应用的测绘地理信息数

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据主要包括全国基础地理数据、管道坐标数据、业务应

3.3

定点开挖

用中的移动端定位数据，基于 GCJ02 保密技术不仅可

管道本体的维修工作需要根据缺陷的位置进行精

以解决国密数据合规应用问题，同时还可实现这 3 类

准开挖。目前，
管道运营单位的定点开挖根据检测手段

数据的无缝匹配，解决现场业务应用的难题（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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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密意识
由于企业内的数据安全保密措施和制度大多体现

的是本行业的特色，因此，应加强管道测绘地理信息
方面的制度与保密措施建设，建议做好以下 3 个方面：
①将测绘地理信息的相关管理要求融入到企业管理体
系文件中，作为一项常规工作开展，并定期对执行情况
开展监督、考核；
②加大宣贯力度，定期组织测绘地理
信息安全保密意识培训和案例分享，尤其应强化对基
层员工的宣贯，让员工知道哪些是涉密信息，涉密信息
应该如何管理和使用，尽量避免类似奥维互动地图这
种第三方软件在管道行业的无序应用；
③构建测绘地
图1

管道测绘地理信息数据保密处理技术方案流程图

理信息保密工作责任制，依靠制度明确不同层级人员

全国基础地理数据只能从各大图商处购买，购买

对测绘地理信息管理与应用的职权及责任，强化工作

时可明确要求图商提供基于 GCJ02 的坐标数据；
管道

落实，做到违规必究。

坐标数据需要借助第三方进行 GCJ02 保密处理，目前

4.2.2

地图数据及服务

最合规的流程（图 2）是通过中国测绘科学院进行保密

管道业务的空间属性决定了其信息化应用必然离

处理，若申请得不到批复，则可委托有能力的图商进行

不开地图数据及服务，而管道企业没有这方面数据生

处理，但委托前应进行充分的合规风险评估。

产的资质和能力，此类数据只能从第三方单位采购。
因此，在地图数据及服务的管理方面应做好以下 3 点：
①采购地图数据时，应明确厂商资质、原厂数据授权和
审图号等要求，确保数据合法、合规；
②采购的数据应
根据国家要求完成数据保密处理，提供的数据坐标系
应为 GCJ02；
③地图数据及服务应由有资质的厂商进
行维护与更新。
4.2.3

业务应用
在数据采集方面，管道测绘地理信息应由有相应

资质的测绘单位采集测绘（CGCS2000 坐标系），建议
图2

全国基础地理数据的保密处理工作流程图

由承建方对原始测绘数据进行偏转加密（GCJ02 坐

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化“放管服”改革，

标系）。在终端定位方面，移动端集成加密插件，对

大力开发并提供公众版测绘成果，进一步促进地理信

真实 GPS 坐标进行偏转加密，APP 及业务系统使用

息充分应用，2021 年 2 月 9 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下

GCJ02 坐标系数据。在数据传输方面，对数据传输

发了《关于推进地理信息保密处理技术研发和服务工

至少进行 SSL 加密，所有数据服务必须采用 https 协

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1〕22 号）。该通知明确

议。在数据存储方面，制定安全存储规范，严格控制

国家将在地理信息保密处理技术研发和服务方面发

数据访问权限。在数据使用方面，对数据使用者进

力，未来得到自然资源部和军方认可的保密处理技术

行分级分权，确定权限范围内的数据领用，即用即消；

将会越来越多，测绘地理信息的共享应用将会越发充

即使进行了保密处理，也要严禁地图系统上明文显

分、便利。

示要素坐标。

4.2

管理对策
管道测绘地理信息虽然可通过保密技术处理进行

互联网发布，但作为重要基础能源设施的关键信息数
据，在日常的应用中仍需加强以下方面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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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政策及近期案例的综合分析与解读，明确了管道

informatization of pipeline integrity management[J]. Oil & Gas

测绘地理信息为国密数据，并针对目前管道行业脱密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2014, 33(6): 571-576.

问题带来的现场应用困局，提出了基于 GCJ02 保密技

[6] 杨宝龙，刘晓元，周利剑，贾韶辉，韩文超. 基于信息生态学理论

术的综合解决方案，既满足了国家合规要求，又解决了

的管道完整性管理系统[J]. 油气储运，2014，33（6）：609-614.

管道行业现场高精度应用的难点。随着云计算、大数

YANG B L, LIU X Y, ZHOU L J, JIA S H, HAN W C. Pipeline

据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测绘地理信息成果在计算机、

integrity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information ecology

网络上存储处理已成为常态，失泄密渠道和隐患大大

theory[J]. Oil & Gas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2014, 33(6):

增加，在国家对数据安全监管日益趋严的态势下，测绘

609-614.

地理信息安全与保密形势将更为严峻。管道作为国家

[7] 付春波. 长距离输油管道完整性管理应用研究——以中石化西

重要能源基础设施和国家能源命脉，管道测绘地理信

南成品油管道为例[D]. 昆明：云南大学，2018.

息在应用中应遵循国家在保密政策上“宁紧不松”的

FU C B. Research on integrity management of long distance

基本原则，在满足合规的基础上，采用国家认可的保密

oil pipeline in service—taking southwest oil product pipeline of

处理技术，是在国家安全形势下解决管道坐标数据共

Sinopec as an example[D]. Kunming: Yunnan University, 2018.

享与应用难题最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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