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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讨了 GIS系统的特点 ,分析了我国 GIS系统开发中的问题及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 ,通过运用软件

工程理论和实践的成果并加以发展 ,提出了一种适合于 GIS系统的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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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信息化

进程的加快 ,城市、资源、能源和环境等问题已成

为制约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1 ]
,迫切需要运用先

进的技术手段来进行统筹、规划、控制和管理。

GIS作为一门新型的空间信息技术 ,能处理与资

源、能源、环境、城市相关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

本文旨在结合 GIS系统开发特点 ,吸收和借鉴现

有软件工程理论和实践的成果并加以发展 ,探索

一种适合于 GIS系统开发的有效的作业模式。

1　 GIS应用系统开发的特点及问题

GIS系统的开发有以下显著特点:

( 1)软硬件平台昂贵: GIS功能十分庞杂 ,一

般需选购通用 GIS平台 ,而 GIS平台对硬件要求

较高 ,常需选用高档微机或工作站。此外 , GIS平

台本身价格昂贵 ,有时甚至超过硬件设备的价格。

因此 ,选择合适的软硬件平台就成为系统开发中

一项慎重而又十分重要的工作。
( 2)要进行二次开发:一般通用 GIS平台无

法满足最终用户的要求 ,需要进行二次开发。通常

二次开发的工作量十分庞大 ,其开发成本逐渐取

代硬件占据成本的绝大部分。

( 3)对数据的依赖性强: GIS系统要能真正发

挥作用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础数据的质量 ,因

而 ,数据录入直至建库 ,建立相应的数据质量控制

规范以保证数据的质量 ,成为 GIS建立中一项十

分艰巨而重要的任务。

( 4)信息分类与编码等标准的建立: GIS系统

中涉及地形图、专题图等大量的图件信息 ,信息量

巨大 ,为了有效地存贮 ,需要对各种地理要素进行

分类与编码。但是 ,迄今为止 ,尚无灵活实用的国

标或部标的信息编码标准和规范 ,建立科学、通
用、实用、灵活的编码方案也成为 GIS开发中另

一项重要的工作。

GIS系统如此复杂 ,决定了产业化阶段 GIS

的开发已完全不同于 GIS发展前期大学或科研

所的科学研究和实验。政府、企业或职能部门的投

资者更注重其投资的实效 ,因此 ,要求项目的组织

管理以及开发模式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 ,更加面

向实用、面向用户。 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在 GIS

系统开发中的软件开发方面:

( 1)质量:软件质量低下 ,可靠性无法保证 ,导

致系统经常发生故障 ,开发人员和用户疲于应付 ,

严重者导致系统无法使用。

( 2)成本:系统的资金预算无法控制 ,与实际

相差甚远 ,开发投资不等有结果就消耗殆尽 ,致使

系统开发陷入困境或者半途而废。

( 3)生产力:开发效率低下 ,开发进度往往比

预期进度大大拖延 ,有时为了赶进度采取权宜之

计 ,致使拼凑出的系统漏洞百出。

( 4)维护:由于缺乏相应的文档和人员培训计

划 ,致使系统维护困难或根本无法维护 ,导致系统

实际无法使用。
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用户对 GIS和开发人

员的信心 ,影响了 GIS效能的正常发挥 ,阻碍了

GIS产业的发展和行业的技术进步。

2　软件工程的主要成果

与 GIS领域相似的问题曾经出现在计算机

系统开发的历史上 ,即 60年代末所谓的“软件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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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众所周知 ,计算机系统开发主要包括硬件开

发和软件开发两大部分。计算机发展的早期 ,计算

机系统的开发总是以硬件开发为主 ;后来 ,系统开

发成本的分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软件开发逐渐

成为计算机系统开发中成本最大、费时最多、控制

最难、问题最多的部分。因而 ,人们开始了对软件

工程的实践。

软件工程历经几十年发展 ,形成了以下几种

较为成熟的开发模式。

( 1)传统生命周期模型 (亦称瀑布模型 )。这是

一种十分严谨的线性开发方法 ,它把开发过程分

为计划、分析、设计、编码、测试、建置和维护 7个

阶段。其特点是每步的更新、变动都会引起前面各

步文档的更新和变动。 流程如图 1所示。

图 1　传统生命周期模型的一般流程

Fig . 1　 Life-cycle Development Par adigm

( 2)快速原型化模型。其基本思想是经过简单

分析和设计 ,快速实现软件系统的一个原型 ,即软

件的一个早期的可运行版本 ,用户同开发者对原

型反复试用、评价和修改 ,不断完善 ,得到双方满

意的最终产品。其基本开发模式如图 2所示。

图 2　快速原型法

Fig. 2　 Fast-proto typing Development Pa radigm

原型又分为抛弃式和渐进式。抛弃式原型是

指原型只用在分析阶段 ,用来帮助澄清用户需求 ,

系统的开发则以原型为参照重新设计开发。渐进

式原型是指最终提交的系统是在原型的基础上 ,

经过不断地完善、修改和扩充发展而成的。

3　 GIS系统的开发模式

GIS是一项大型系统工程 ,通常包括硬件工

程和软件开发 (数据建库和录入 )两个方面 ,而软

件开发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本文的探讨以软件开

发为主 ,将硬件工程包容在软件开发之中。

GIS软件开发宜采用生命周期方法与抛弃式

原型方法相结合的方式。之所以选择这种开发模

式 ,主要基于如下考虑:

( 1) GIS是一项大型工程 ,需要一个集各种专

家及专门人才的开发团体或开发小组来作业。 只

有采用软件工程管理的方法来协调、组织和管理 ,

才能保证开发团体作业的顺利进行。

( 2) GIS项目涉及到地理科学、测绘科学、环

境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多门学科 ,一个项目小组

常常需要集结多学科的专家。政府、企业或职能部

门目前尚难以组织这样一支力量 ,因此 , GIS项目

常采取联合开发或委托开发的形式。 开发小组与

系统用户之间的协调、沟通十分重要 ,只有采用软

件工程的管理方法 ,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开发小

组与用户之间的沟通、协调以及密切配合 ,开发出

最终让用户满意的系统。

( 3)由于 GIS系统庞大 ,成本、进度、数据量

的需求等方面的精确估计显得更为重要 ,而这种

精确估计较为困难而复杂。这时 ,在采用严谨的生

命周期模型的同时辅以抛弃式原型方法 ,即选定

一个实验小区 ,对该实验小区建立一个可运行的

“原型” ,以达到以小见大的效果。在 GIS中 ,这种

“原型”系统通常称为样本实验系统 ,这个样本实

验系统可以作为生命周期方法的补充 ,其作用是:

①澄清用户需求 ;②评估开发进度 ;③检验信息编

码方案 ;④评估空间信息数据量 ;⑤加深对软硬件

性能的了解 ;⑥作为演示工具增加领导者的信心。

( 4)作为 GIS项目开发人员 ,开发 GIS系统 ,

也包括帮助用户完成 GIS系统的建置 ,使 GIS系

统能真正用起来 ,其中 ,需要协助用户完成数据录

入和建库工作。为确保数据录入的质量 ,要建立一

套完善的质量控制规范和作业规程。 数据录入及

建库本应属于建置阶段的工作 ,但在 GIS项目中

因其工作量很大 ,需与系统软件开发同时进行。

( 5)在系统的总体设计阶段 ,除了提交一般的

功能设计规格、数据设计规格、 U I设计规格等文

档之外 ,还应提交一份关于地理信息分类与编码

的方案。这也是 GIS项目开发中一项比较特殊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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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是依此而设计的 GIS系统开发模式一

般流程图。在此模型中每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如下:

图 3　 GIS系统软件开发模式一般流程图

Fig . 3　 GIS System Devielopment Par adigm

( 1)规划阶段 (系统功能范围和架构规划 )

①进行系统的可行性研究 ,提出《可行性研究

报告》;②提出《系统开发建议书》 ,其中包括软硬

件平台配置方案等 ,争取赢得合约 ;③进行系统规

划 ,提出《软件开发计划书》。

( 2)分析阶段 (需求分析 )

对现行系统进行详细的调查和分析并与用户

讨论 ,确定用户需求 ;完成样本实验系统的建立 ,

进一步明确和确认用户需求 ,形成详细的《 GIS总

体设计规格书》。

( 3)设计阶段 (软件设计 )

依据需求规格进行以下设计: ①进行功能设

计 ,产生功能概要设计规格与详细设计规格 ;进行

数据设计 ,产生数据概要设计规格与详细设计规

格 ;进行 U I设计 ,产生 UI规格 ;形成详细的《 GIS

总体设计规格书》。②进行数据编码设计 ,确定《地

理信息分类与编码方案》 ;进行 GIS数据质量控

制设计 ,建立 GIS数据质量控制文档和规范 ;进

行建库设计 ,建立 GIS建库技术与规范。 ③开始

撰写《系统使用手册》和《软件操作手册》。 ④准备

单元测试、功能测试、系统测试和验收测试的测试

规格、程序和个案。

( 4)编码阶段 (程序撰写与单元测试 )

依据设计文档 (详细设计 )编写程序 ,形成程

序清单 ;进行单元测试 ,形成《单元测试报告》 ;修

订《系统使用手册》和《软件操作手册》;修订功能

测试、系统测试和验收测试的测试规格、程序和个

案。

( 5)测试 (软件整合与测试 ,系统整合与测试 )

①单元测试完成后 ,对照系统功能规格 ,进行

功能规格测试 ,形成《测试报告》。

②对照合约上用户需求 ,进行验收测试 ,形成

《测试报告》。

③建置未来实际运行环境 ,准备测试用的文

件和数据库资料 ,进行运行测试 ,形成《测试报

告》 ,并与人工作业结果进行比较 ,完成《系统使用

手册》和《软件操作手册》 ,修订测试规格、程序和

个案。

( 6)建置 (系统建置 )

(验收后 )研究上线计划 ,完成基础数据的录

入和建库工作 ,完成现有资料建置与转换 ,交付用

户系统和相关文档 ,撰写《建置报告》。

( 7)维护

针对用户使用系统时遇到的系统错误、系统

调整、新增功能等提供维护服务 ,撰写《维护记

录》。

( 8)样本实验系统的建立

样本实验系统的建立作为一种辅助需求分析

的手段 ,宜在需求分析阶段为配合需求分析而建

立 ,用来澄清整个系统的功能、性能和用户界面等

方面的需求。一旦建立完毕 ,可以用作各个阶段的

参照 ,进而对整个系统的进度、成本、数据量、工作

量的估算起参照和修正作用。系统在各个阶段要

提交的主要文档汇总如下:

开发阶段 文档名称

规划阶段
《可行性研究报告》
《系统开发建议书》 (包括软硬件平台配置方案 )
《软件开发计划书》

分析阶段 《 GIS总体需求规格书》

设计阶段

《 GIS总体设计规格书》
GIS基础文档 ,包括: 《 GIS信息分类与编码方
案》 ,《地理原始数据预处理方案》 ,《地理数据质
量规范》 ,《地理数据数字化规范》 ,《 GIS建库技
术与规范》 ,形成《系统使用手册》 ,《软件操作手
册》
准备单元测试、功能测试、系统测试、验收测试的
测试规格、程序和个案

编码阶段

程序清单
《 GIS系统单元测试报告》
修订《系统使用手册》
修订《软件操作手册》
修订功能测试、系统测试、验收测试的测试规格、
程序和个案

测试阶段 《 GIS系统测试报告》
建置阶段 《 GIS系统建置报告》
维护阶段 《 GIS系统维护记录》

4　结束语

软件工程是 6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门实用技

术 ,迄今已有 30多年的历史 ,它已形成了一套系

统的开发理论和方法。 各个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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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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