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发展

Building Development

第 5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中图刊号）：860GL006

基于 GIS 的数字视频监控运维管理平台的研究
许学
中移（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DOI:10.12238/bd.v5i4.3760
[摘 要] 当前社会中的各个行业都在飞速地发展和进步中,而在我国实施乡村振兴的背景之下,平安乡
村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问题,而想要促进平安乡村的发展就需要解决一系列治安方面的问题,而通过视
频监控系统运维管理平台方面入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该问题。在该行业之中,人们为了能够更好地
解决传统治安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通常需要采用一系列较为先进和良好的技术,其中视频监控技术就
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技术手段。相关人员也将此类技术内容应用到了当前的治安管理之中,并且还在不断
地完善以及优化中。如今社会发展的背景之下又诞生了一系列新型的技术内容,其中 GIS 技术的出现给
数字视频监控技术带来了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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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various industries in society are developing and progressing rapidly,an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safe villages have become a concern of peopl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afe villages, we need to solve a series of security problems. This problem can be solved to some
extent by starting with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platform of video surveillance system. In
this industry, in order to better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raditional public security management, people
usually need to adopt a series of more advanced and good technologies, among which video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is an effective technical means. Relevant personnel have also applied this kind of technical content to
the current public security management, and are still constantly improving and optimizing. Nowaday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a series of new technical contents have been born, among which the
emergence of GIS technology has brought a brand-new development path to digital video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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