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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信息化精准扶贫ꎬ介绍互联网、大数据和与云计算等计算机技术在我国精准扶贫工作中应用的必要性. 在

对现实应用案例的分析中ꎬ以“ 互联网 ＋ ” 农业的模式为重点分析对象ꎬ给出了精准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模式ꎬ阐述了

相关计算机技术应用. 另一个主要结果是显示大数据计算机排序处理较传统人工统计处理的快而更准确的特点ꎬ 提出
了多字段映射排序改进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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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技术中的网络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发明ꎬ借

针有机的结合ꎬ以此来提升扶贫绩效机制. 而通过大

助互联网的优势开展扶贫项目是必然之道. 利用互联

数据带动的精准扶贫新模式下ꎬ以计算机相关技术为

网的优势来推动贫困地区的教育工作ꎬ即开展网络智

底层基础ꎬ通过识别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ꎬ将贫困人

力扶贫ꎬ改变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环境ꎬ给贫困地区创

口所处的外部环境和个人信息加以数据化处理ꎬ客观

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评价贫困人口所处的等级ꎬ从而更为精确地识别贫困

在传统的扶贫模式中ꎬ因技术落后导致难以开展

人口的贫困状况ꎬ并施以对应的扶贫决策.

有效的精准扶贫相关信息对比分析、数据失真不能生

本文的工作给出了精准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模

成有效的治贫参考、难以整合分散资源以产生扶贫的

式ꎬ阐述了相关计算机技术应用ꎻ另一个主要结果是

整体性的发展困境. 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ꎬ大数据具

显示大数据计算机排序处理较传统人工统计处理的

有速度快、数量庞大、真实性高、种类多、价值大的特

快而更准确的特点ꎬ 提出了多字段映射排序改进算

点( 如图 １) ꎬ因此ꎬ必须将大数据技术和精准扶贫方

法 [１ －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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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

Ｆｉｇ. １

大数据 ５Ｖ 特征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５Ｖ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精准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模式

确ꎬ数据时效性弱ꎬ管理工作沟通不畅通ꎬ缺少互动沟
通的平台. 为了避免上述问题ꎬ构建了精准扶贫管理

Ｆｉｇ. ２

平台模式. 这样的模式ꎬ能实现对扶贫对象信息的准

确又全面的统计、还能跟踪与管理、实时查询、开展提

在传统的扶贫工作模式当中ꎬ对数据掌握不准

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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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３ － ７] ꎬ为大数据处理奠定良好基
础( 见图 ２) .

１. １

精准扶贫信息系统工作流程

精准扶贫信息系统工作流程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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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２ 所示ꎬ精准扶贫管理平台模式精确识别、

端ꎬ充分发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技术手段优势.
(３) 帮扶成效评价、意见反馈:通过信息系统网站

精确管理、大数据分析. 这一完整的过程ꎬ在识别环节

中能将信息进行反馈ꎻ此外ꎬ还能其它精确管理信息

５１

提供在线评价ꎬ在线反馈等功能.

(４) 大数据分析: 通过信息系统的大数据分析ꎬ

化手段支撑ꎬ可使用基于互联网的线上评价和在线意
见反馈功能. 利用系统运行累计的大数据进行分析ꎬ

获得数据的信息ꎬ对那些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

提供手段及效果的关联性分析.

理.

１. ２

２

功能介绍
(１) 精确识别:信息公示、结果反馈ꎬ把相关对象

准确地识别出来ꎻ将所有的信息录入精准扶贫管理平
台数据库ꎬ

相关计算机信息处理探讨
在精确识别过程中ꎬ通过信息平台的网站、手机

客户端和传统书面形式公示ꎻ公示结果ꎬ提供网络反

(２) 精确帮扶、精确管理:利用信息化手段对过程

和结 果 进 行 管 理ꎬ 还 建 设 有 ＰＣ 端 平 台 和 手 机 ＡＰＰ

图３

Ｆｉｇ. ３

馈功能( 见图 ３) .

建档立卡数据库
Ｆｉｌｅ ｃａｒｄ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此外ꎬ还要将相关信息录入信息系统ꎬ实现相关

正.

信息的全面性、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ꎬ实现信息全

在精确帮扶、精确管理过程中ꎬ最重要的工作过

面统计和查询的可能ꎬ为决策提供客观、实时、有效的

程跟踪ꎬ结果快速统计查询. 实时调整ꎬ为下一步提供

基础数据. 有了信息化管理平台ꎬ可以进行实时的跟

客观、实时的数据支持. 此外ꎬ通过前期采集的信息建

踪管理ꎬ效率比过去的走访管理方式要高 １０ 倍以上.

立起相关信息数据库ꎬ实现对动态情况、帮扶结果的

与此同时基于互联网 ＋ 的思路ꎬ可以引入外部监督力

量的监督管理ꎬ动态化、常态化的对基础信息进行校

动态管理.
在大数据分析过程中ꎬ还要对信息平台系统产生

５２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的大数据进行趋势分析、预测ꎻ对海量数据ꎬ数据中相
互之间有关联的信息和趋势进行分析ꎬ处理. 此外ꎬ还
要对信息分布进行分类分析ꎬ为领导辅助决策、开展
进一步工作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这一过程ꎬ还要进

＝ Ｙｊꎬ自动计算结果 Ｍ( Ｙｊ) > １ꎬＹｉ 和 Ｙｊ 两个记录信

息记录会自动进行链接ꎬ入口地址为 Ｒ( Ｙｉ) ＝ ｉꎬ使 Ｗ

( Ｑ( Ｙｉ) ) ←ｊꎬ这实际上是 Ｗ( ｉ) ← ｊꎻ因此ꎬＱ( Ｙｊ) ← ｊꎬ
这就为多个相同关键字的出现作好了链接准备.

行信息查询、综合数据分析、统计报表、业务分析、统
计分析、数据挖掘、趋势分析等多种工作.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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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排序进行后ꎬ而且链接已经处理ꎬ只要再进
行一次扫描ꎬ就可以按照 Ｍ 字段空间的下标值有序

多字段映射排序改进算法

性ꎬＷ ＝ ０ 的字段空间不进行操作ꎬＷ≥１ 从 Ｒ 字段空

精准扶贫大数据处理工作中ꎬ频繁使用计算机技

成映射排序.

术中的排序算法

[８]

间下标值进入入口地址调整一次记录信息位置来完

. 一般排序算法中使用的是单一数

算法描述
(１) 设有 Ｎ 个要排序的记录信息排信息ꎬ信息记

据ꎬ但此次多种多样大数据处理情况下多含有多个字
段. 对多字段排序ꎬ有两个新问题:

录的字段为 Ｄ１ꎬＤ２ꎬꎬＤｈｉ. ( ｈ 为字段共有多少) ꎬ现

(１) 记录关键字相同并不等于记录各字段相同ꎬ

在确定某一字段为关键字ꎬ记为 Ｙｉ.

(２) 多字段记录排序不能使用反复比较而交换记

Ｒ 为链首指针ꎬＱ 为链当前指针ꎬ它们的容量均设为

因此基本映射排序算法失效.

录的方式ꎬ否则移动记录所花时间多于关键字比较所
花时间ꎬ 使平均排序时间大于 Ｏ( Ｎ２ ) .

映射排序算法描述:给定一组数据 Ｙ１ꎬ Ｙ２ꎬ ꎬ

Ｙｎꎬ最小值 Ｙｍｉｎ ＝ ０ꎬ最大值 Ｙｍａｘꎬ那么ꎬ可以用字段

(２) 设 Ｗ 为链指针ꎬ它的容量为 Ｎꎻ 记数器为 Ｍꎬ

Ｙｍａｘ. 首先给予初值 ｉ ＝ １.

(３) 对 Ｙｉ 进行扫描ꎬ即 Ｍ( Ｙｉ) ← Ｍ( Ｙｉ) ＋ １ꎻ映

射明确 Ｙｉ 的位置ꎬ反映相同 Ｙｉ 共有多少个.

(４) 如果 Ｍ( Ｙｉ) ＝ １ꎬ程序自动使 Ｑ( Ｙｉ) ← ｉ 和 Ｒ

Ｍ( Ｙｍａｘ) 来反映数据与 Ｍ 字段的映射关系.

( Ｙｉ) ←１ꎬ转(６) .

为 ２２２ꎬ就会映射 Ｍ(２２２) . 数据如果相同ꎬ相同的字

ｉ.

这样ꎬ如果 Ｙｉ 为 ２２ꎬ就会映射 Ｍ(２２) ꎻ 如果 Ｙｉ

段会反映出来ꎬ采用计数方法ꎬ就知道有多少个相同
数据. 字段的下标是有序的ꎬ ２２２ > ２２ꎬ只要扫描字段

的下标ꎬ数据就自动确定了位置. 而后ꎬ在进行一次扫
描ꎬ字段的下标从最大值开始ꎬ就会按照这样的关系ꎬ

(８) ꎻ Ｍ( Ｊ) ≠０ꎬ作递减排序:

① Ｔ←Ｒ( Ｊ) 链首指针送 Ｔ

② 输出 Ｄ１( Ｔ) ꎬＤ２( Ｔ) ꎬ ꎬＤｈ( Ｔ) .

③ Ｚ←Ｚ 十 １ꎬ若 Ｚ ≠ Ｍ ( Ｊ) ꎬＴ ← Ｗ ( Ｔ) 转 ②ꎬ否

多字段映射排序改进算法:考虑固定记录信息ꎬ
信息记录位置ꎬＨｉ→Ｍ( Ｈｉ) .

当然ꎬ相同的关键字必须进行处理. 在这一算法

(６) ｉ←ｉ ＋ １ꎬ直至 ｉ ＝ Ｎ 为止ꎬ实施(３) ~ (５) .

(７) ( Ｚ ＝ １) ꎬ从 Ｊ ＝ Ｙｍａｘ 开始ꎬ若 Ｍ( Ｊ) ＝ ０ 转

输出数据完成排序工作.
使用关键字的数值映射进行一次扫描ꎬ可以初步排定

(５) 若 Ｍ( Ｙｉ) > １ꎬ作 Ｗ( Ｒ( Ｙｉ) ) ←ｉ 和 Ｑ( Ｙｉ) ←

则ꎬ转(８)

(８) Ｊ←Ｊ － １ꎬ实施(７) ꎬ直至 Ｊ ＝ ０ 结束.

中ꎬ引进 ３ 个字段空间:这样可以使给出的每一记录

４

给出的链当前指针空间为 Ｑ.

性. 从“ 互联网 ＋ ” 、大数据扶贫、教育信息化在贫困地

一次ꎬ就会使 Ｍ( Ｙｉ) ＝ １ꎻ那么 Ｒ( Ｙｉ) ← ｉꎬ这时反映了

贫信息系统ꎬ可以作为还没有使用精准扶贫大数据平

会调整位置的首地址. 自动计算出 Ｒ( Ｙｉ) ← ｉꎬ这就为

在许多贫困地区ꎬ要转变经济观念和生活观念仍

的链指针空间为 Ｗ ( ｉ) ꎬ给出的链首指针空间为 Ｒꎬ
如果出现关键字值 Ｙｉ 与 Ｍ 字段的下标仅仅映射

结论
本文分析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精准扶贫的必然

区中的发展现状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ꎬ构建了精准扶

唯一的映射关系 Ｙｉ 记录信息地址 ｉꎬ这就是最终排序

台的地区进行初期探索的参考 [９ － １４] .

相同关键字出现提供了链接地址的准备工作.

需要一个漫长过程ꎬ必须紧紧追赶日新月异的信息技

如果排序过程中确实出现了相同的关键字ꎬ有 Ｙｉ

术的时代步伐. 同时ꎬ加强扶贫工作的信息化意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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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ꎬ保证能将信息时代的精神贯穿精准扶贫的始终也
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信息时代千变万化ꎬ信息化、“ 互
联网 ＋ ” 模式下的精准扶贫之路还会有更多的困难与

挑战.

在精准扶贫过程中ꎬ有许多计算机技术应用ꎬ本
文主要阐述了多字段映射排序改进算法ꎬ 对这一算
法及其结果再作如下分析:
(１) 这一算法时间复杂性是 Ｏ( Ｎ) ꎬ附加存储开

销 ３Ｙｍａｘ ＋ Ｎ. 由于 Ｙｍａｘ 在一般常见问题中不大ꎬ而

大规模信息处理中 Ｎ 很大ꎬ因此可认为附加存储开销

在 ２Ｎ 左右.

(２) 由于这一特殊问题的数据处理为多字段ꎬ采

用一般排序算法效率不高ꎬ相关用户感觉太慢ꎬ研究
中构造了这一改进算法ꎬ效率明显提高. 作为完备性ꎬ
我们验证了这一算法的效率ꎬ选用链接线性插入排序
法和 Ｈｏａｒｅ 的 ｑｕｉｃｋｓｏｒｔ 与之对比ꎬ用机器产生 １０ 个

分量的 ６ ０００ 个随机数据作了实验ꎬ结果是本算法仅
需时间 ６. ３４ 秒ꎬＨｏａｒｅ 法需时间 ３３. ２２ 秒ꎬ链接线性
插入法需时间 １０５. ６９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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