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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新一代面向对象的 GIS基础软件系统吉奥之星 N T版的总体设计思想、系统结构、功能特点

和有关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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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地理信息系统虽然发展了 30多年 ,但随着

计算机技术的日益发展 ,以及 GIS的深入推广使

用 , GIS软件正处于急剧变化与发展之中 ,并呈现

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1)基于栅格与基于矢量的软件完全集成。基
于矢量化的 GIS软件直接带有栅格影像叠置、栅

格地图自动 (半自动 )识别与矢量化以及遥感图

像处理等功能 ,并且呈现出将 GIS软件与建筑及

规划设计 CAD、办公自动化、统计分析等软件系

统集成在一起的趋势。
2)能够同时管理 GIS中的图形、图像及属性

数据与空间数据库管理系统 ,将成为下一代 GIS

软件的主要基础平台。由于目前的大多数 GIS软

件采用图形数据用文件管理、属性数据用关系数
据库管理系统 ( RDBM S)管理的混合模式 ,在管

理大型空间数据库方面表现出效率低下 ,空间数

据的管理能力较差 ,网络通讯、数据共享、并发控
制、安全性与数据保护等方面的功能贫乏。国外许

多软件厂商都在发展空间数据库管理系统 ,使之

具有高效管理图形、图像及属性数据的能力 ,并具

有 Serv er /Client体系结构或分布式管理的能力 ,

如 ERSI与 Oracle已推出空间数据管理核心

( SDE)。

3) 空间数据结构、数据模型的标准化 ,各

GIS软件之间的空间数据共享 ,将成为 GIS软件

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美国已邀请了几十家
软件公司正在起草 “开放性地学数据相互操作

( open GIS)规范”。届时 ,参加联盟的 GIS软件将

相互直接操纵对方的数据 ,并具有分布式的网络

通讯功能。
4) Window s N T 和面向对象语言 Visual

C
+ +将成为当代 GIS软件开发的首选平台。随着

PC机系列的发展和功能增强 , PC机将成为 GIS

的数据采集、空间查询与分析、桌面办公、地图制

图的主流机型 , Window s N T和 Window s 95将

把工作站和 PC机连接成一个完全一致的网络系

统。用 Visual C
+ +编写的程序不仅可以在 Win-

dow s环境下运行 ,而且可以在 Sun Unix等环境

下编译后直接运行。据《 GIS World》统计 , 1995年

运行在 Window s环境下的 GIS软件已经超过

Unix。

5) 三维和四维地理信息系统和地理数据的

描述信息 (元数据 metadata)已成为当前 GIS研

究领域的热点。传统的地理信息系统软件亦在考

虑增加这方面的功能。新开发的 GIS软件必须在

数据结构和模型中留有发展余地 ,以适应今后能

够处理三维、时态及元数据。

6) 部件式模型技术和互联网络成为当前计

算机软件开发的热点 ,基于互联网络的 GIS软件

成为当前 GIS软件竞争的焦点。而部件式模型技

术和分布式部件模型技术则为开发大型 GIS软

件和互联网络的 GIS提供了技术手段。

2　吉奥之星的软件结构

在国家科委和国家测绘局的支持下 ,武汉测

绘科技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和

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 ,经过几年的

努力 ,研制开发出新一代地理信息系统基础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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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奥之星 ( GeoStar ) N T版。

GeoSta r N T版继续采用当前计算机领域最

先进的面向对象技术 ,根据地理信息系统和计算

机技术的发展趋势 ,将网络化和集成化作为软件

的基本特征。软件的功能强大 ,可以跟国外大型

GIS软件相比。图 1所示是吉奥之星软件模块的

体系结构 ,它几乎涉及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应用

领域的所有基本功能。

Fig. 1 The Architecture of Geosta r NT

图 1 GeoStar NT版的软件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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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Star N T版定位在企业级 ,采用 Client /

Serv er体系结构的大型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或

面向对象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同时管理 GIS中的

图形数据、属性数据、影像数据和 DEM数据 ,是

一个彻底的、无缝的集成化解决方案。通过 ODBC

可以与各种商用数据库管理系统联接 ,如 SQL

Server、 Sy sBase、 Oracle、 Ing res等 ,通过自行开发

的空间数据交换模块可以与当前流行的 GIS软

件及我国未来的空间数据交换格式交换数据。

吉奥之星的核心模块是空间数据管理平台 ,

它具有安全机制、并发控制、事务处理、多用户操

作等功能 ,负责空间数据的接收、处理、查询、调

度、索引和发送 ,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GeoSta r N T版的空间数据库是一个无缝的、分级

表达的大型数据库。从空间数据管理平台抽象出

一套应用程序开发函数 ( API) ,上层数据处理与

应用系统使用这一套公共函数 ,开发数据采集、空

间查询、空间分析及应用模块 ,所有模块共享一个

空间数据库。

3　吉奥之星的功能特点与实现技术

3. 1　空间数据库

GeoSta r使用关系型数据库来存储和管理所

有的空间数据包括几何图形数据、属性数据、影像

数据和 DEM数据 ,通过 ODBC和关系数据库联

接 ,能支持多种类型的 RDBMS。使用大型数据库

管理系统 (如 SQ L Server、 SysBase、O racle等 ) ,

支持客户 /服务器体系结构、大型空间数据管理以

及在网络环境中对多用户并发空间数据访问。 空

间数据库部分为系统开发者提供了一个多用户的

实时应用系统应用程序接口 ( API)。

数据库由几何分类表、属性表、空间索引表、

历史数据表、临时数据表、多媒体数据、图像数据

及状态信息表等组成。 几何分类表由几何坐标数

据、基本属性数据组成。数据库中用一个地物分类

特征表来记录其中所有的地物分类表名及其特

征。属性表可由用户任意创建 ,并通过对象唯一标

识 ( Oid)和几何分类表关联。注记表存放数据库

中全部注记信息 ,在数据库中有一个字段指向相

关地物。历史数据库中存贮空间对象的历史数据 ,

包括历史数据的时间、历史数据的去向、新增对象

的来源及描述信息。临时数据库存放分析等结果。

数据库的构成如下:

( 1) GeoStar N T支持的空间目标类型

GeoSta r N T支持以下空间目标类型:

点状目标类型—— 支持单点 (单一坐标的

点 ,如居民地、水井、控制点 )、有向点 (带有方向

的点 ,如用点来表示桥梁时 ,方向表示桥梁的方

向 )、点群 (任意坐标点的集合 ) ;

线状目标类型——由任意多个不同类型的弧

段构成的连续无分支的目标 ;

面状目标类型——由任意多个多边形构成的

目标 ,多边形之间可以包含 ,也可以相互分离 ;

注记目标类型——用来表示对其它目标的标

注和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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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地物目标类型——由至少一个其它类型

的目标构成的目标。

多媒体数据

图像数据

历史数据库 Table

临时数据库 Table

多媒体信息 Table

地物分类特征 Table

属性 Table

空间索引 Table

注记

复杂地物

面

线

结点

几何分类 Table

Table

DataBase

( 2)事务管理

根据数据库提供的管理能力 , GeoStar提供

了对事务的管理功能。 如果对空间数据库的提交

操作不成功 ,则回滚此事务。系统提供了 3个事

务控制函数: 启动事务 GeoTransStar t( ) ,提交事

务 GeoTransCommit ( ) ,回滚事务 GeoTran-

s Rol lback( )。

( 3)用户使用权限管理

GeoSta r N T为用户提供了以下层次的权限

控制:

a. 在 Server的登录级别上实施的控制。 当

Client任务向 Serv er发请求前 ,必须进行登录。

b. 由数据库表实施的控制。用户只能按表规

定的操作权限来操作。

c. 在区域及地物类层次上实施控制。根据空

间使用范围及对地物类的使用权 ,系统对用户进

行分组 ,提供对用户组空间数据的空间使用范围

授权 ,以及提供对地物类的使用权限授权。

( 4)数据安全性

在 RDBMS的基础上 ,系统提供区域加锁来

控制多用户对空间数据库的并发操作。系统提供

区域共享锁、区域预锁以及区域排它锁。可充分利

用大型数据库提供的容错功能 ,来提高系统的安

全性。

( 5)数据库索引

系统使用了一种与地物的大小相关的有效空

间数据索引结构来组织空间数据 ,空间数据按聚

簇存储 ,有效地提高了查询性能。

( 6)数据库更新

系统可以通过屏幕手扶跟踪数字化、影像数

据更新以及从其它系统导入数据来更新数据库。

3. 2　无缝地理数据模型

在这里我们为大型地理数据库提出了一种逻

辑和物理概念上真正的地理数据无缝组织模型。

该模型基于 Client /Sever结构 ,对地理数据库进

行纵向和横向设计 ,并设计出一种改良 Morton

码的“分级四象限扩散四叉树编码”方案进行地理

数据的无缝管理和空间索引。

图 2　地理数据库无缝空间表达

Fig. 2　 Spatial Seam less Represent fo r

Geog raphic Da taba se

要建立无缝地理数据库的有效的空间索引机

制 ,首先必须建立起分层格网与空间关系的函数

表达 ,即对每个格网进行有效的空间编码。

基于十进制的四叉树编码方法 ,称为 Morton

码 ( M or to r, 1966; Mark 1985) ,优点是可通过

快速二进制插位运算编码与对应行列之间的转换

运算 (龚健雅 , 1993)。这种编码具有局部“聚簇

( Cluster)”的特点 ,但是仍具有一定局限性 ,如行

列必须为正 ,所以只能朝一定方向上扩展。对于大

型 GIS地理数据库而言 ,必须能够任意方向扩

展 ,因而我们设计出如图 3所示的“扩散四叉树

编码”方案。

同时 ,为了保证各层格网编码的唯一性 ,我们

在编码中加入分层信息 ,因而就形成了图 4所示

的“分级扩散四叉树编码”。

该编码既能表达空间位置 ,又能区分层次关

系并具有唯一性。 它不但可用于矢量地理数据库

的空间索引编码 ,而且同样适用于各种遥感、航空

影像的图像数据的分块编码及“金字塔”分层建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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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Spread Quad- tree Coding

图 3 扩散四叉树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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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分级扩散四叉树编码

Fig . 4　 Struc ture of Graded Spread

Quad-tree Coding

3. 3　界　面

吉奥之星 N T版的功能模块可以根据用户

需求自由组合 ,用户能够动态地装载和卸载自己

或第三方开发的功能模块 ,可无限扩充、增强系统

功能 ,第三方开发的功能模块能够装入自己的菜

单、工具条等资源。可以根据用户需求任意组装模

块 ,定制自己的友好界面。

3. 4　二次开发

吉奥之星 N T版有两种开发方式:

1)利用 C
+ + 开发:系统提供数据库读 /写、数

据查询、数据更新、空间分析、数据转换、影像处

理、界面设计等一系列应用程序接口 ( API)函数

来供二次开发使用。利用这些函数 ,用户可以开发

独立于 GeoStar系统以外的全新界面的 GIS应

用系统 ;也可以开发独立的应用模块 ,直接挂在

GeoSta r系统上 ,扩充其功能。系统还可以利用提

供的控件在 C
+ +环境下开发。

2) 利用 Visua l Basic开发: 系统提供一套

O CX控件 ,在 V B环境下快速开发 GIS应用软

件。

3. 5　空间分析

提出并运用空间算子的概念 ,采用面向对象

的方法与技术 ,将空间分析的各种问题系统地归

结为基本的有限数量的空间算子或这些算子的不

同参数和顺序的任意组合。 系统提供的只是这些

基本空间算子 ,用户通过这些基本算子的结合 ,完

成各种各样的空间分析功能 ,为大容量多源空间

数据支撑的空间决策问题提供完整的辅助解决方

案。

系统提供的基本空间算子包括单目算子和双

目算子。单目算子完成从一种地物到另一种地物

的转换 ,如点、线、面的缓冲区生成 ,点、线、面的

volonoi图生成 ,散布点生成等值线 ,线的分裂与

合并 ,面的近邻合并 ,空间聚类 ,等值线生成等值

带 ,线和面的特征点提取 ,网络的最佳最短路径 ,

资源分配 ,追踪等。双目算子完成两种地物的空间

和属性数据的单向或整体综合 ,如点、线、面影像

等地物之间的两两叠置 (交、并、差、裁剪、交非 ) ,

以一个点线面地物为模板从其它地物 (点、线、面

影像 )综合出新属性的属性抽取等。

系统还为一些常见的通用模型提供专门的功

能项 ,如多层叠置功能 ,多重缓冲区的生成和分析

功能 ,趋势面分析 ,吸引力模型等。

用户还可以用系统提供的二次开发功能自行

开发新的分析模型 ,并嵌入到系统 ,成为系统的一

部分。

3. 6　 Internet GIS

为了适应 Internet发展的需要 , GeoStar开

发了基于矢量图形并与主数据库无缝联接的 In-

ternet GIS,它具有以下特点和功能:

( 1)客户机、Web Server和数据库服务器任

务分离。Web Server负责 Web服务 ,数据库服务

器负责数据库管理和数据服务 ,其它任务由客户

机完成。

( 2)在客户机端 ,用户能完成放大、缩小、漫

游、查询、统计、分析等基本操作。

( 3)严格的平台无关性。对用户而言 ,可采用

任意 WWW浏览器 ,通过 WWW,便可以引发

Internet GeoStar。引发后 ,与浏览器无关。

( 4)通过 Java和 JDBC可直接与 GeoSta r

主系统选用的数据库联接 ,如 SysBase、 SQ LServ-

er等 ,并能获取不同层次的数据信息。

( 5)安全性强。客户机只能获取数据信息 ,但

不能修改数据库 ,不能将获取的数据在客户机端

保存。

( 6) 逐级开窗放大。 从小比例尺的图形开窗

放大 ,可以得到大比例尺的图形。如此进行 ,最终

甚至可以得到真三维图形。

(下转第 19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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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规范和标准 ,我国也于 80年代建立了自

己的软件工程规范和标准 ,制作了有国人独立品

牌的商品化软件。 GIS产业作为一门刚刚兴起的

软件产业 ,借鉴软件工程已有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

发展出一套适合于自己或行业的标准和规范 ,已

成为一项日益紧迫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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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作为 90年代新开发的地理信息系统基础软

件—— 吉奥之星 ,在设计思想上顺应了 GIS软件

的发展潮流 ,采用了当前计算机领域的最新技术 ,

包括采用全关系型的空间数据库管理系统、空间

数据共享操纵函数、大型无缝地理数据库技术、

ODBC技术、部件式软件技术、 Java语言和基于

WWW网的 GIS技术。软件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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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TUSM , 39 Luoyu Road , Wuhan, China, 430070)

Abstract　 This paper int roduces the design, sof tw are constructure, functions and key tech-

niques for an object-o riented GIS so ftw are- GeoStar fo r window s N T version.

Key words　 object-oriented; spatia l database; geog raphical info rmation system; spatial

analysis;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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