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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基数的不断增加，现代人民防空工程作为我国国家战略布局工程，给地区社会价值和
经济价值带来坚实的保障，而随着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做好人民防空工程内部的通信设计尤为重要，人防通讯工程的设计
设计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对人防工程内不同的运行系统进行信息的统一整理和汇编，针对人民防空工程运行的过程中对这些信息进
行集中统一的处理，对人防工程在运行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反馈并下达科学的指令，迅速的解决人防工程在运行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在人防工程的运行时利用人防通信设计这一环节优化人防工程的运行效率，使人防工程的运行效率得以运行最大
化，发挥出人民防空工程重要作用。本文主要就通信工程的重要性进行分析，从技术和集成服务等方面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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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economy,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the modern civil air defense works as a national
strategic layout engineering in our country, brings to the social value and economic value of solid guarantee, and with the constant improvement of
the information level, we do a good job in civil air defense works within the communication design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The original purpose of
the design of civil air defense 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design of civil air defense engineering is to the unity of the different operation system
information, finishing and assembly for civil air defense works in the process of operation to the processing of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the information of civil air defense engineering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running the timely and effective feedback and scientific instructions,Quickly solve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the civil air defense project, use the link of civil air defense communication design to optimize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the civil air defense project, so that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the civil air defense project can be maximized,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of civil air defense project.In this paper, the importance of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is analyzed and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s of
technology and integrated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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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互传输，最终集中在人民防空工程内部的中枢系统上，通

人民防空工程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布局建设，工程内部的信

过各个要素信息的传输与反馈，综合具体的收集信息，从而下

息通信十分重要，目前在人民防空工程内部，一般采用有线信号

达正确的指令，使得人民防空工程在各种不同环境下得以安全稳

和无线信号两种常见的通信传输技术，有线传输主要是进行光电

定的运行[ 1 ] 。

传输，接收端通过电缆或光缆的铺设进行信息传输，无线信息传

人防通讯设计有利于提高人民防空工程内在进行过程时的管

输主要通过设备释放电波频率，通过接收设备频率的配对进行信

理效率。在人民防空工程的运行过程中，通过对工程项目的管理

号传输。因此有线传输和无线传输，应根据人民防空工程的应用

集成服务，整体提高工程的运行效率，优化工程运行环节，是工

环境做出科学合理的安排，通过通信工程的技术，提高人民防空

程在运行过程中发出最科学合理的指示，以确保人民防空工程的

工程的综合运行效率，充分发挥人民防空工程的的经济价值和社

健康稳定运行，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通过对人民防空工程的

会价值。

应用，可以迅速的对工程内的各个环节进行数据的有效整合，帮

1

助工程内的中枢系统做出精准正确的判断，使出现的问题在第一

人防通信设计的基本运行现状

现代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给人们的办公效率带来了极大的

时间内得到反馈，进而提高问题的解决效率，从根本上使得人民

提高，同时我们也迎来了相应的挑战，在人民防空工程内部，人

防空工程在运行上去运行上具有充分优势，将现代通信技术与现

防通信设计主要应用于以下几个方面，这些通信技术的应用，在

代人民防空工程相结合，共同作用于现代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使

二十一世纪下的信息化时代里显得极为重要。

人民防空工程在新兴技术的支持下发挥最大的价值效益。

人防通信设计主要应用于人防工程中对各个要素信息进行监
察筛选和反馈。通信设计可以让人民防空工程内部的各个系统进

2

人防通信设计技术上的分析

在人民防空工程通信技术的设计应用中，一般采用架空明线

3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4)2022,11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传输技术，通过在工程内部进行合理布线，通过每根导线建立

行科学高效的集成处理。

相应的信息通道，达到信息的传输，一般情况下信息的传播频

4

带主要是 300 赫兹，正常情况下频率的应用高迪要通过设备应用

在人民防空工程运行的实际过程中，针对各区域的通信管理

具体的大小内容来决定，一般情况下是 1hz。在人民防空工程内

要坚持灵活系统的全方面技术调配，例如规划动态技术，建设

部架空明线这一信息传输手段有利于单路与多路的载波传输，具

工程内部信息空间模型，利用空间数据进行云端储存，海量数

体传输传真及相关的信息数据，能对多路线的信息进行收集，

据信息划处理，利用各种先进的信息技术，更好的为人防通信

且通过工程中枢对各个要素进行信息反馈并下达指令，但这种传

工程项目的系统运行和集成服务提供便捷精准的运行。

输技术相对于其他的传输技术而言效率较低，且因为受具体线路

在人防通讯中提高应用各种技术的综合性

人民防空工程通信技术的应用还有以下三大优点，首先在对

铺设的影响，传输距离也相对较短，但在特殊环境下适用于人

信息进行采集时，可以集中的处理各个系统分散记录的数据，

民防空工程内部的使用

且通过数据库的整合可以及时对数据进行查询，通过对相关数据

[2]

。

其他的信息传输系统。主要通过同轴电缆，双交线电缆或

的检索调取可以最大的提高信息查询时所消耗的时间，可以最快

光纤有线电缆进行传输，这三种传输线路。相对于架空明线传

速度的对索要处理问题进行分析反馈。其次人防通讯工程在对原

输来说具有更稳定且高频的传输优势，但相应的成本也较高，

本信息进行集成化管理过程中，可以更加有条理的对信息进行整

这其中双绞线电缆传输其可靠性强，适用于不同环境，但同时

理优化，将信息转化为我们工作过程中所需要的数据信息资料，

其实际应用成本较高，极大的限制了这类传输信息技术的应用。

通过人防通信工程信息的集成化系统处理，可以给人防工程运行

光纤有线传输作为现代通信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光信号的应

中所要及时传递的消息带来极大的便捷；人民防空工程信息集成

用具有较强的保密性，切可对光信号进行加密保护，且能在光

化处理综合应用还能支持对任何系统运行时信息的处理分析，可

纤信号被截断后第一时间出现反馈，且光纤材料中，金属物质

以摆脱反馈信息的简单，单一不综合等特点，可以加人民防空

含量较小，利于安装和铺设，但光纤技术在应用时无法与用户

工程内其他系统运行的实时状态进行反馈，从而得到最高效的优

的通信设备进行直接连接，因此在人民防空工程内部的应用中主

化处理。

要是针对部分高科技产品设备，应用于计算机计算所得数据的高

5

频传输，且在应用过程中，要进行一次数据的载体转化，目前

人民防空工程通信技术在运行设计过程中的流程优化关乎通

大部分设备无法对光信号进行直接识别，因此这一载体尤为重

信工程的运行效率，通信工程技术的运用属于技术含量较高的密

要，若载体设备的质量不好，则将直接影响到光纤信息的传

集型工程，人民防空工程中通信工程的建设周期长，工程量较

输。因此在人民防空工程内部进行通信设计时，要充分切实的

高，且面对不同的实际情况，又有许多不可预测的运行风险，

考虑工程信息传导需求，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信息交汇传输，合

但同样人防通信技术的应用极大的提高了人民防空工程的运行效

理利用信息传输技术手段，以达到资源的最高效配置。

率。因此我们要克服在人民防空工程通信工程建设设计时所遇到

3

加强人防通信技术的项目管理集成服务

人防通信技术设计过程中的流程优化

的问题，目前在人民防空工程通信技术的设计建设中，我们常

人民防空工程中的通信设计的重要性，在人民防空工程内部

用工程管理法是网格计划法进行工程进度的规划布局，网格计划

的应用所带来的价值显而易见。但在信息和网络化技术应用过程

法在工程运行中应用非常广泛，它可以及时优化网格中的各个方

中，我们定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应用问题，因为人民防空工程所

案，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对通信工程的整体运行效率，

涉及的专业方向相对较广，因此在通信技术的应用与管理上存在

而在人防通信工程设计流程优化中要注意以下环节。

的问题也与一般的通信技术问题不同，因此我们应针对其具体的

第一，要注意工程的工程进度，对工程的时间进行优化，

问题从技术的升级上得以解决，不断优化人民防空工程在通信技

工程进度通常情况下是指在工程量确定的条件下所要建设的时

术中的运用，确保人民防空工程安全稳定高效的运行。

间，通过对一切可利用资源的调度管理，使工程在最短周期内

通过人防工程内部网络核心平台建设，建立人防工程终端网

建成的管理模式，最终使得人民防空工程，通讯工程项目能在

络核心平台数据库服务器，确保人民防空工程各个要素通过网络

最短的时间内高质量完工，获取投资效益的最大化，这就属于

进行信息的交汇整合，搭建运行高效的人防工程网络信息核心平

工程项目的时间优化。工程进度的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节省时

台。在人防通信设计中要充分利用通信工程系统中各个要素提供

间和建设成本，如何节省工程周期进度时间是研究人民防空工程

的数据信息，针对具体要素进行信息的筛查搜集，避免无用的

通信工程流程优化的重要目标。在进行工程进度的优化环节中，

信息要素对终端进行传输；人民防空工程通信系统还要高效地运

我们要着重关注工程项目内的重要关键路线的建设，因为关键路

行相关的地理信息系统，通过对人防通信工程管理系统的数据进

线的铺设直接关系到了施工的提前或推迟，从而直接影响到整个

行分析，解决人防工程在运行过程中各个局部设施所面临的难

人防通信工程的工期，或早或晚的完成，关键路线的铺设直接

题；在人防工程的运行过程中，要确保信息获取交流的高效，

影响到工程建设的设备安装和测试等一系列问题，对施工周期的

能在第一时间反馈相关的设备收集的信息，发送至终端对信息进

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要注意利用时间差，合理对时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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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利用布局，在科学建设的合理范围内，运用所有人力和物

有大量的数据信息需要进行汇编整理，而人防通讯工程的设计就

力进行关键工程的实施。要在进行关键路线施工过程中要发挥人

是为了对这些不同系统的信息进行统一的整理和汇编，在人民防

物协同的最大化效益，必须落实责任负责制，针对特定的运行

空工程运行的过程中对这些信息进行集中统一的处理，针对在运

环节有特定的人进行负责，要有组织的进行工程开展，科学合

行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能及时有效的进行反馈下达正确的指令，

理的配置各种人物资源，实现整体效益上的最大化，通过提高

让人防工程在运行时利用人防通讯设计这一环节不断的加大提高

基础设备的工艺或技术水平，从而进一步提高整个施工效率，

运行效率，从而使人防工程运行的效率得以最大化。

最终实现在工程建设环节时工期的缩短，以达到最经济合理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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