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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数据库建立中的若干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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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和讨论了建立大型遥感影像数据库中需要加以研究和解决的主要问题和若干关键技术 ,包括

影像数据库的体系结构、扩充的关系数据库、无缝拼接 、正射影像图的制作、数据压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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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型影像数据库设计的体系结构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 Internet的

迅猛普及与发展 ,应用系统的计算模型正在从主

机计算模型、分散个人计算模型、网络文件服务器

计算模型逐步演变为实现外部设备与数据共享的

Client /Server计算模型。

1. 1　传统的 Client /Serv er机制

Client /Serv er系统由客户计算机、服务器以
及连接它们的网络组成。在这样的计算模型中 ,服

务器负责有效地管理诸如影像数据库的资源 ,当

多客户并发地请求相同资源时 ,对这些资源进行

最优化的管理。客户机端运行应用程序代码 ,并对

数据库服务器提出要求 ,服务器端处理并返回数

据结果 ,通过结构化查询语言 SQ L的调用实现网

络通信。但是这种基于 SQL的查询方式将产生大

量的数据包在客户机和服务器端来回传递 ,产生

网络延迟 ,从而降低了系统的效率。为此在设计基
于 Client /Serv er机制的数据库系统时 ,不仅要考

虑到带宽需要和对网络延迟要求 ,而且在软件设

计时尽量提高代码的运行效率 ,减少网络通信流

量。
1. 2　基于 Web的 Client /Serv er机制

大型的空间数据库的体系结构目前主要采用

传统的 Client /Serv er方式实现数据的集中管理 ,

这样可以避免数据的不一致性问题。但是将数据

库集中在一台或多台服务器端存储与管理 ,大量

的用户请求分布在客户端 ,使得客户端越来越庞

大 ,服务器端压力日益增大 ,从而降低了网络的性

能 ,形成了网络上新的“瓶颈”。同时 ,大容量的数

据传输到异地 ,必须考虑传输速率、传输可靠性及

安全性等问题。
随着 Internet ,尤其是 World Wide Web (简

称 Web或 WWW)技术的发展 ,将传统的 Client /

Server环境与 Web技术集成 ,如图 1所示 ,使用

Web服务器和浏览器对数据库进行访问。Web服

务器是作为客户机与数据库服务器间的网关而存

在的。在 Internet上 Web是基于 HTT P( Hyper

Tex t Transfer Protool )协议进行工作的 ,通过

HTT P建立超文本连接 ,并在 Inter net上正确传

递。

图 1　基于 Wdb的 Client /Serv e r机制

Fig. 1　 Client /Serv er Based on Web

这种基于 Web的 Client /Serv er体系不同于

传统的 Client /Serv er体系 (通过 SQ L访问数据

库 ) , HT TP是一个精简而高效的网络协议 ,通过

多台 Web服务器处理来自客户的大量请求 ,分解

了服务器端的压力 ,并将客户的请求变成超文本

数据分发给用户 ,既实现了动态性 ,又减轻了网络

压力。因此 ,随着 Internet网的兴起 ,这种基于

Web服务器的机制将成为访问数据库的重要方

式。研究 TCP /IP协议下混合平台数据分发与传

输 ,以及基于 Web的 Client /Serv er空间数据查

询方法 ,将显得愈来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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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像和影像数据库系统模型

虽然关系数据库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功地

解决了数值和字符串的处理问题 ,但是对于不断

增多的复杂的数据类型 ,如图表、图像、声音等二

进制大对象 BLOBs ( Binary Large Objects)显得

无能为力。进入 90年代以来 ,根据多媒体发展的趋

势 ,针对图形、图像等非结构化的特点 ,提出新的

数据模型 ,发展面向对象的数据库 ( OO DB)的研

究已取得了许多成果 ,但是无统一的数据模型标

准 ,技术上至今仍不成熟。因此 ,目前在市场上占

主导地位的两种数据库仍是以传统的关系数据库

和扩充的关系数据库为主。

2. 1　传统的关系数据库系统 ( RDBM S)

关系数据库仅能处理数值和字符串 ,没有丰

富的数据类型 ,因此在传统的关系数据库上建立

一个对象层来挖掘面向对象的优势 ,无法优化对

对象数据的存储和访问 ,效率非常低 ,在技术上存

在严重的问题。

二进制大对象 ( BLOBs)缺乏语义信息 ,同时

关系数据库无法在这些数据上支持基于内容的查

询 ,也不能进行比较运算 ,无法提供高性能的存储

和查询。因此关系数据库将复杂数据类型的控制

交给了应用软件开发者 ,由应用软件开发者去控

制复杂数据内容的处理。此外 ,关系数据库不理解

BLOBs的语义 ,当 BLOBs在网络上应用时 ,须全

部传输到客户端进行处理 ,增加了网上数据传输

的负担。

2. 2　对象数据库系统

80年代以后普遍认为 ,处理多媒体数据的最

佳技术是面向对象技术 ,该技术使应用程序的数

据模型更直观 ,开发更方便 ,性能更稳定 ,可维护

性更强。将传统的 Client /Server数据库模型与面

向对象技术结合 ,便形成了面向对象数据库管理

系统。应用程序可直接将 C
+ +
创建的对象存入面

向对象数据库中去 ,但是对象数据库有致命的缺

陷 ,没有通用的查询语言 ,使对象数据库的灵活性

受到很大影响。此外 , ODB可扩展性、安全性、服

务器功能、并发控制等方面都有待提高。与 ODB

相比 , RDB之所以能得到普遍应用在相当程度上

得益于 SQL。

2. 3　扩充的关系数据库系统

扩充的关系数据库系统是建立在关系数据库

技术基础上的 ,利用并借鉴了面向对象建模能力 ,

从而提供了对复杂数据进行复杂查询的支持 ,因

此也称对象 -关系数据库系统。未来 10年这种对象

-关系技术将成为成熟的技术 ,并且提供的是高度

集成的客户 /服务器结构的、可伸缩的、强大的对

象 -关系数据库系统。目前 ,比较成功的对象-关系

数据库产品是 Il lust ra Serv er,它支持用标准的

SQL访问数据 ,还支持完全控制、事务和恢复等

关系数据库的关键技术 ,并且提供对对象存储和

访问的高效的可扩展平台 (称为 Data Blade模

块 ) ,以取代关系数据库以 BLOBs访问图形、图像

等复杂数据。

因此在设计影像数据库时 ,比较现实的选择

仍是以关系数据库为基础 ,扩展对非结构化的图

像二进制大对象的访问方式来选择数据库平台。

3　影像数据库的数据结构和存储结
构

　　遥感影像具有时间、空间属性等特点 ,可选择

如下的影像数据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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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GirdID标识了影像所在的地理位置。

目前以遥感信息为目标的显示、查询和管理

已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

题。图像漫游就是一个常用技术。但是在原始图像

层上很难实时地、快速地观察图像整体效果 ,因此

以原始影像库为基础 ,建立多级图像金字塔 ,并分

别与相应的矢量数据的比例尺一致 ,便于影像与

矢量数据、 DTM数据的整体处理和套合显示。

4　影像数据的预处理

以建立无缝影像数据库为目标的遥感影像数

据采集 ,涉及较多的图像预处理 ,包括图像几何校

正 ,灰度拼接 (无缝镶嵌 ) ,正射影像的制作 ,投影

变换 ,椭球体上影像数据的校正 ,重采样 ,满足制

作 DTM和几何量测等建库要求的影像无损或准

无损压缩技术。

4. 1　无缝镶嵌技术

无缝镶嵌技术是建立无缝影像数据库的前

提 ,涉及遥感图像的几何校正和灰度拼接。

几何校正的目的是使校正后的图像重新定位

到某种地图投影方式 ,以适于各种定位、量测、多

源影像的复合及与矢量地图、 DTM等的套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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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与处理。几何校正方法应用最多的是多项式纠

正。目前 ,依据小波多分辨分析能同时提供空间-

频率局部化信息的特点 ,也出现了基于小波变换

的几何校正方法。

在图像几何校正的基础上 ,可实现图像的几

何拼接 ,常用的方法是采用多边形折线来选择接

缝点的几何拼接技术 ,还有采用金字塔影像数据

结构和“从粗到精”的分层控制策略逐级拼接。

几何拼接满足了相邻影像镶嵌后的几何精度

要求。但是 ,由于来自不同时相、不同传感器和不

同空间分辨率的影像存在着明显的灰度差异 ,传

统的方法采用影像的光滑化处理 ,使得拼接处的

影像模糊 ,直方图均衡也很难取得令人满意的效

果。近年来 ,已有的研究报道了利用小波变换的多

通道分解特性 ,可比较成功地解决无缝镶嵌技术

中辐射不连续性。

4. 2　正射影像图的制作

数字正射影像具有统一的大地坐标系、丰富

的信息量和真实的景观表达 ,易于制作具有“独立

于比例尺”的多级影像金字塔结构 ,快速处理和传

输 ,可直接由航空、航天遥感获得数据源 ,并作为

更新 1 1万等比例尺地形图的重要的数据源等特

点 ,当今 ,正射影像图的制作和应用在发达国家已

得到普遍重视。

采用 DTM和外方位元素经过数字微分纠

正 ,可以通过遥感影像获得数字正射影像 ,它的基

本参数包括原始影像与正射影像的比例尺、采样

分辨率等。从数字正射影像产品的质量控制角度

来看 , DTM的精度将直接影响正射影像的几何

精度。

4. 3　影像数据压缩及像质评价标准

随着传感器空间分辨率的提高和对遥感信息

需求的日益增长 ,获取的影像数据量成几何级数

增大 ,选用大容量存储设备存储不断增加的数据

量 ,其成本是十分可观的。同时 ,海量的遥感信息

也难于统一管理。另一方面 ,基于 Client /Serv er

机制的有限传输信道带宽和传输速率 ,使得影像

数据在网上难于快速下载。因此 ,研究遥感影像数

据压缩技术显得愈来愈重要了。

但是与视频图像压缩不同 ,遥感信息因其获

得的代价昂贵 ,用途极其广泛和具有时效性与永

久性等特点 , 20多年来 ,遥感数据压缩技术的研究

大都停留在无损压缩方式上。这种压缩方式是以

经典的 Shannon信息论为压缩的理论极限 ,即以

熵为压缩效率的下界 ,因此压缩比通常在 2 1左

右。只是在近几年来 ,遥感信息爆炸性的增长 ,对

压缩比有了更高的需求 ,有损压缩技术才引起了

遥感界的广泛关注。基于影像数据空间相关性和

多波段遥感信息在光谱维上的光谱相关性 ,已相

继出现了 JPEG压缩技术、基于特征预测矢量量

化编码技术、分形编码技术、小波变换数据压缩技

术等在遥感影像压缩中的应用研究。尽管压缩编

码技术可以获得较高的压缩比 ,但是 ,有损压缩技

术常常会引起图像的几何和辐射畸变。从遥感应

用的角度来看 ,应研究适于各种不同遥感应用要

求的快速压缩与解码技术 ,研究定量评价因有损

压缩引起的几何失真。与视频图像压缩中广泛采

用峰值信噪比来评价灰度畸变不同 ,遥感信息比

视频图像更复杂 ,研究更客观的遥感影像压缩评

价标准等重要课题 ,在建立影像数据库中迫切需

加以研究解决。

5　影像信息的检索与更新

现有的影像信息检索是以目标影像的文本属

性 (比如所在的空间位置、影像类型等 )进行检索

查询的 ,与文本数据库的信息检索是基于文本信

息具有明确的语义信息相同 ,但是不能完整地、唯

一地描述复杂的图像信息。图像的基本信息单位

是像素 ,没有明确的语义信息。而图像的语义信息

的提取必须建立在图像处理和计算机视觉技术基

础上 ,需要具有基于知识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的支

持 ,需要具有从图像数据库中发现知识的能力 ,所

提取的语义信息必须在影像数据库中管理、分析

和应用。但是目前的技术水平还远远达不到这些

要求 ,基于语义信息的影像信息检索在今后一个

较长的时期内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影像信息更新也是影像数据库管理中的重要

功能 ,并提出了创建和维护时态库的要求。以像素

作为基本信息单位的影像更新与文本数据的更新

有很大的差异 ,特别是随着当今影像采集时间分

辨率的大大提高 ,影像更新的频率大大增加了 ,但

是选择以时间因素为主的影像更新方式已存在明

显的不足 ,基于影像信息量 ,特别是基于影像纹理

信息和结构信息变化的更新技术以及快速搜索影

像更新子区的研究显得更加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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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过灾害敏感程度分析以及对不同重现

期的年最高水位出现机率的计算 ,得出江苏沿海

低地地区不可接受的洪涝灾害临界概率为 0. 2,

可接受的灾害临界概率在极敏感区和敏感区为

0. 05,较敏感区为 0. 04,不太敏感区为 0. 1,从而

提出同一地域不同防灾工程设防标准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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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s coastal low lands a re easily endangered by flo od and wa terlog ging because

o f the low and fla t relief , the concentra ted precipi tation during the aestival period, and much

more w ater coming f rom the upper and middle parts of riv ers. Taking the coastal low lands of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reates a measure model to describe the inunda-

tion st reng th, and fur thermo re to analyze the significance of disaster mi tig 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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