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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nt ranet机制的城市地理信息系统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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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 Intr anet机制引入城市地理信息系统 ( UGIS)设计 ,给出了以目标为中心的新型地理信息系统平

台结构体系。文章对新型地理信息系统的超媒体数据结构以及系统网络设计作了阐述 ,并指出了系统实施中

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最后指出 ,新型 GIS系统改变了传统 GIS的运转方式、信息交流方式 ,强调信息共享与信

息传播 ,同时注重信息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从而可以提供更加可靠和广泛的地理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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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诸多城市纷

纷建立了各种专业型和综合型的地理信息系统。

面对当前 Int ranet信息技术的冲击 ,这些系统面

临是否“升级”为 Int ranet网络系统以及如何实现

这一目标的问题。而更多的城市则是需要建立一

种全新的基于 Intranet机制的城市地理信息系

统 ,以满足更为广泛的信息交换和信息服务的需

要。事实上 ,前段时期计算机的普及及网络的应

用 ,已为 Int ranet的建立和应用铺垫了一定的环

境基础。据调查 ,我国 36%的计算机已经联网使

用 ,其中局域网占 60%强 ,而且其中占 46%的局域

网已以某种形式互连。而在计算机界本身 ,无论是

硬件还是软件 ,也在为 Int ranet的广泛推广提供

物质条件。例如 SGI新近推出的 WebFO RCE集

成了 Web服务器、浏览器、 Web开发环境等 ,其

成本更为低廉。各种地理信息系统平台软件如

Arc /Info、 MapInfo等也纷纷推出了基于 Web的

GIS软件。数据库方面 ,国际著名厂商如 In-

formix、 Sybase、 Oracle等也在致力于 Web环境

的数据库技术。因此 ,建立新型的基于 Int ranet机

制的城市地理信息系统时机已经成熟。

另外 ,从城市地理信息系统自身的观点来看 ,

其对城市地理信息的管理、应用越来越向着多部

门、多地域、同步性、协作式发展 ,因此带来了管理

者内部以及与其外部世界的信息交流方式的变

革 ,这就导致了我们必须把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

目标流程、运行模式、信息交换方式等结合城市的

整体发展综合思考 ,提取出一种更为先进的城市

地理信息系统体系结构。Int ranet机制的引入 ,无

疑给新型地理信息系统提供了全新的基点。

1　基于 Intranet机制的城市地理信

息系统原型设计

1. 1　城市地理信息系统中的数据类型

城市地理信息系统中涉及的数据类型包括:

①空间型数据。包括栅格型数据和矢量型数据。②

非空间型数据。包括文本属性数据、表格数据、统

计调查数据等。③媒体数据。包括音频数据和视频

数据。④其它数据。除以上几种数据之外的数据类

型。

可以看出 ,城市地理信息系统中所传输的数

据类型十分复杂 ,远非一般系统所能比拟。因此 ,

城市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的组织也变得十分复

杂。以最简单的查询为例 ,一般数据库的一次查询

只产生一种数据格式 ,而城市地理信息数据库的

一次查询则可能产生多种数据格式。此外 ,数据之

间的联系也互为触发、激励 ,因而必须采用超媒体

( Hypermedia )的方式组织数据。超媒体系统中 ,

节点 ( Node)是超媒体系统中信息的逻辑单位 ,可

包含各种类型的媒体信息。链 ( Link)代表节点之

间的连接关系 ,是用户浏览超媒体系统时的路径。

锚 ( Anchor )是节点中的对象嵌入 ,当用户选择它

时 ,系统就会跳到与它相连的另一节点上去。城市

地理信息系统中的数据不同于一般的信息系统的

数据类型 ,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结构性。首先

空间数据是有机的地理结构表达 ,与之相连的其

它类型数据也是结构化的。因此在一个完整的城

市地理信息系统中必须将空间型数据、属性数据、

媒体数据等表示为节点、链、锚之间的联系 ,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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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链方式表征为具有地理层次关系和语义特征的

网络。这不但是数据表达的需要 ,同样也是数据使

用的需要。图 1表示一个典型的超媒体数据组织示

例。

图 1　典型的超媒体数据组织示例

Fig. 1　 A Typical Hyper-media Data Struc ture

1. 2　新型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网络设计

基于 Int ranet机制的城市地理信息系统以

TCP/IP广域网互连、路由、防火墙和网络管理技

术为核心 ,建立一个安全、可靠、高传输率的广域

网络应用平台。

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由于其数据模型特殊 ,所

包含的数据量十分巨大 ,例如一个中等 (以

100km
2计算 )城市的 1 /500地形数据库的数据容

量就可达 2GMB以上 ,再加上城市规划信息、市政

管理信息等 ,仅空间数据就占据了庞大的空间。如

果在传输中混以媒体数据 ,数据量将更为巨大。而

城市地理信息系统中作协作式处理时 ,一次传输

的数据量也很可观 ,因此需要高效率、高可靠性的

网络通讯技术。目前最有前途的网络技术是分布

式光纤数据接口 ( FDDI)、异步传输模式 ( ATM )。

FDDI能提供 100Mbps的高速传输 ,其基本

结构是基于令牌环的网络拓扑结构。但是 ,由于

FDDI并不是设计用来进行远距离传输数据的 ,

因此 ,在基于广域网的 Int ranet应用上受到限制。

而且 , FDDI不可用作骨干网连接不同的网络 ,这

就彻底限制了其在城市地理信息系统中的应用。

A TM网络技术可以提供更大的带宽和适应

更大规模的网络传输。分析 ATM的技术内核 ,可

以看出 A TM在满足城市范围的地理信息网络传

输与运算方面具有以下几项优势:

1)具有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ATM允许的

数据传输率可达 2Gbps,容易满足大容量地理信

息实时 (或准实时 )传输的要求 ,并且在一般局域

网中可以为每一个用户提供高达 100Mbps的速

率。

2)改善的网络模型。在 TCP/IP中 ,网络层按

照无连接 IP协议传输数据 ,实现“点”到“点”的传

输 ,传输可靠性的保证是由 TCP(传输层 )协议实

现面向连接的“端”到“端”方式完成。而 ATM则

是面向连接的 ,在传输数据之前 , ATM节点间必

须建立一个虚连接。这样就能保证在更低层上的

传输可靠性 ,从而使得传输层具有更高的效率。

3)可伸缩的网络规模配置。根据 UGIS使用

规模的大小 ,可以实现不同规模的网络配置。例

如 ,在用户数目不到千位数时可不必使用中央地

址解析服务 ,路由器之间采用虚拟连接即可。在网

络规模进一步扩大时 ,再进行扩充。

当然 ,如同任何一种网络技术一样 , ATM也

存在一些缺陷。比如与 IP地址的不一致: ATM

采用与 IP地址完全不同的 E. 164格式。因此 ,为

了在 ATM上传输 IP信息 ,必须将 IP地址转换

为 ATM地址 ,影响了寻址效率。另外 ,为了使传

统网络功能能在 ATM上实现 , ATM增加了一

些协议 (如多协议传输标准 MPOA) ,使得 ATM

上的服务更为复杂。尽管如此 , ATM作为适应下

一代 Internet / Int ranet网络的先进技术 ,其优势

是远远大于劣势的。采用基于 ATM技术作为城

市地理信息系统的网络基础是适宜的。

1. 3　以目标为中心的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结构

城市地理信息系统所提供的服务可以分为 3

类。一类为向公众提供的综合服务。通过地理信息

系统的查询、检索功能 ,公众可以透过 Internet进

入 Int ranet ,获取开放的地理信息资源。第二类为

业务服务。该类服务提供对 Int ranet内部各部门

业务的全面支持 ,用户可以利用 Int ranet提供的

内部信息管理和交换的基础设施—— Web技术、

浏览器、页面、检索工具以及超文本链等 ,进行业

务的协作解决。这一类服务实际上也可以视为基

于 Intranet的办公自动化服务。第三类服务为面

向决策部门的辅助决策服务。通过网络集成各种

统计手段、分析平台 ,提供各种类型的拟合推演结

果 ,反馈至决策阶层。这 3类服务 ,从本质上看都可

以抽象为一种目标 ,即将服务功能与服务数据封

装为一体的对象类 (如划红线、拨地、建筑审查等

等 ) ,则基于 Int ranet的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可以看

成是以目标为中心的信息服务体系。整个系统围

绕如何实现目标而进行合作 ,从而达到服务的目

的。

根据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服务特征 ,结合我

国城市的具体特点 ,新型的城市地理信息系统体

系可由以下 4个平台技术支撑。

1. 3. 1　网络支撑平台

采用基于 TCP /IP 协议的广域网 ,应用

A TM与 SON ET相结合的网络技术 ,结合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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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管理、“防火墙”等现代网络思想建立安全的、

稳固的开放式网络应用平台。网络支撑平台的评

价指标是高传输速率、极高的安全性以及网络的

开放性。网络平台是整个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基

础 ,也是重要的通信基础设施。

1. 3. 2　数据库管理平台

数据库管理平台对各种数据类型出入进行分

配、调度。平台自身不参与具体数据库的构建 ,但

必须参与数据入库前的预处理和加工。数据库管

理平台通过基于超文本链的资源定位系统及开放

的文档体系结构 ,可以快速实现信息的定位、检

索。数据库管理平台体现了 Int ranet的强大功能 ,

它所管理的对象如同一个开放式的虚拟资料库 ,

集中应用了当前最新的网络查询、检索和管理技

术 ,并随着 Internet的发展而不断更新。

1. 3. 3　消息传递与目标管理平台

城市地理信息系统是以目标为中心的服务系

统 ,因此必须对目标进行跟踪、管理、监测。应用中

则采取消息传递与分布式目标管理技术 ,追踪系

统中的多项目标。为保证目标流向及反馈消息的

正确性 ,必须采用数据签名、身份验证等手段进行

信息发布的确认。这种目标管理技术能够以并行

的方式提供动态的业务工作分布 ,最大限度地减

少工作等待 ,提高工作效率。强大的目标管理技术

还可以设计、测试、模拟、监视以及测量目标流程 ,

从而通过利用自动或半自动方式 ,实现目标流处

理。

1. 3. 4　事务处理平台

事务处理平台通过对现有各种系统的松散集

成 ,进行与目标相关的分析、预测以及辅助决策处

理。平台吸收客户 /服务器技术特点 ,采用弱分布

式处理结构以及先进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随时对

目标的变化作出反应 ,并在页面上表达出来。事务

处理平台是传统地理信息系统以及其它事务型系

统 (如财务、人事等 )与新型地理信息系统的切入

点 ,用户不必作额外的投资就可以把原有的系统

纳入到新型系统的运行轨道中。

以上 4大平台组成了新型地理信息系统的体

系结构 (如图 2)。从性能看 ,新型系统置于统一的

网络平台上 ,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共享和信

息融合 ,从而发挥整体效益。从用户界面看 ,使用

方便、一致 ;从系统内部流看 ,系统由目标流贯穿 ,

形成广泛的同步协作。因此 ,这种新型地理信息系

统具备高效、一致、开放的特点。

图 2　新型地理信息系统平台结构体系

Fig. 2　 New Architectur e of UGIS

2　与传统地理信息系统的比较

与传统地理信息系统相比 ,基于 Int ranet机

制的地理信息系统不仅仅是一种扩充 ,更重要的

是它改变了人们对地理信息传输、利用和再生的

概念 ,形成了一种崭新的结构体系。两者的区别与

联系体现在:

1)运转方式的改变。传统的地理信息系统运

转方式是对手工运转方式的模拟 ,因而是基于行

政命令式的 ,数据的驱动只是一种必要的条件。而

新型地理信息系统是基于目标驱动的 ,在 In-

tranet体系下 ,各部门协调工作 ,广泛合作 ,工作

效率大为提高 ,数据对系统的作用充分而必要。

2)信息交换方式的改变。传统的地理信息系

统信息交换一般限制在系统内部 ,并且以限定的

方式和通道进行 ,信息的交换伴随各部门相对独

立的任务转移实现。而新型地理信息系统的信息

交换则扩展到系统之外 ,使得系统与外界的交换

得以实现。系统内部的信息交换也打破了部门职

能分割的差异 ,形成了广泛而紧密的协作。两者的

比较如图 3所示。

3)信息观念的改变。与传统的信息系统不同 ,

新型地理信息系统更注重信息的共享。开放式的

网络结构不仅使得内部用户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

系统的信息资源 ,还使得外部用户也能获取感兴

趣的信息资源 (当然是在有限访问控制之下 )。新

型地理信息系统的另一特点是鼓励用户作为信息

的提炼者、传播者和发布人 ,从而极大地提高数据

向信息的转化程度。

4)与传统地理信息系统保持联系。新型地理

信息系统体系并不摒弃用户在原有地理信息系统

上的投资 ,而是将其作为独立的事务处理平台进

行包容。通过对原有地理信息系统的功能分解和

再组合 ,将用户开发的各种查询检索工具、分析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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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两种系统的比较

Fig . 3　 Com parisons of Two Systems

用模块、辅助决策子系统等集成为各种应用平台 ,

纳入新型地理信息系统体系。因此 ,事务处理平台

作为传统地理信息系统与新型地理信息系统的切

入点 ,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用户原有投资。

5)系统开放性。新型地理信息系统是一种松

散式的集成系统 ,它不局限于个别软件的模式和

限制 ,信息的传播和功能在统一的用户界面下实

现。新型地理信息系统可以方便地与 Internet接

轨 ,迅速介入各种公共网络 ( WWW、 Gopher等

等 ) ,从而为全社会的信息高速公路的铺设打好基

础。

3　实施中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基于 Intranet机制的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由于

其数据的复杂性、服务对象的多样性、网络宿主的

特殊性 ,在实施中应注重以下方面的研究。

1)地理信息表达与支持地理信息传输的网络

模型研究。新型地理信息系统包含的数据类型复

杂 ,须采用超媒体数据结构方式表达。但是 ,如何

按照地理信息的特点形式化地表征数据以构成实

用的数据网络模型 ,继而构建基于超媒体的空间

数据库 ,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另外 ,基于 Int ranet

的数据库以分布式体系连接 ,采用传统的网络模

型不能胜任多种数据类型传输的需要。必须研究

新型的网络模型 ,作为 GIS的通信基础。

2)网络安全性研究。新型地理信息系统是一

种开放式的网络体系 ,安全性是十分重要的指标。

除了系统内部的信息交换和发布必须采用数字签

名、加密技术外 ,更重要的是防止来自网络外部对

网络的威胁。对于后者的防范目前普遍采用的是

“防火墙”技术 ,它通过控制新型 GIS系统与外部

的进出 ,使外来威胁不能进入系统内部 ,而内部人

员仍能访问外部 Internet等。此外 ,还需限定内部

网络对外的有限开放 ,因此 ,防火墙一般由过滤器

和网关组成 (图 4)。过滤器封锁某些类型数据的传

输和进出 ,网关则是系统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缓冲

地带 ,提供中继服务。

图 4　 Int ranet构件概念图

Fig. 4　 Intranet Components fo r UGIS

3)新型 GIS软件研究。从根本上讲 ,新型地

理信息系统运行应该是基于 Web的 GIS软件 ,这

类软件应该是基于 Int ranet机制、 WWW技术、

采用 HTM L超文本链连接各种数据类型的网络

型应用软件 (如 MapInfo新近推出的 ProServ er

等 )。同样 ,数据库软件也应该是基于 Web的。但

在当前情况下 ,可以采用传统 GIS软件进行过

渡 ,通过新型地理信息系统进行集成。因此从软件

趋势看 ,国产 GIS软件的研究应尽快定位于 Web

技术 ,加快与 Int ranet的接轨。

4　结束语

基于 Intranet机制的城市地理信息系统设计

给出了一种突破部门、组织、地域、时间限制的 ,以

目标驱动的新型地理信息系统体系。它扩充了地

理数据结构 ,以基于 TCP /IP协议的广域网互连

作为其基本网络平台 ,松散集成各种应用系统 ,提

供统一的用户界面 ,实现广泛而高效的协同式操

作。新型地理信息系统还是一种开放的网络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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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允许各部门打破行政和职能的限制 ,为实现

同一目标而交互 ;对外允许用户有限地获取公用

信息 ,而内部人员则可以畅通地与外部系统 (包括

Internet )交流。新型 GIS系统改变了传统 GIS的

运转方式、信息交流方式 ,强调信息共享与信息传

播 ,同时注重信息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从而可以提

供更加可靠和快捷的地理信息服务。

参 考 文 献

1　边馥苓 ,朱国宾 ,余　洁等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和方

法 .北京: 测绘出版社 , 1996.

2　高传善 ,张世永等 .计算机网络教程 .上海: 复旦大学

出版社 , 1994.

3　周师熊 ,张必智 .企业网信息安全与防火墙 .计算机世

界 , 1996, 10( 14): 169～ 171

4　基于 Intranet的新一代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综合环境 .

计算机世界 , 1996, 10( 7): 169～ 171

5　 Poor e B S. A Typolog y of Spatial Data Services on the

World-Wide Web. GIS / LIS Confer ence '96, 1996

The Prototype Design for UGIS Based on Intranet

Zhu Guobin　Bian Fuling　 Liu Yux ian
( Sch ool of In formation Engineering ,W TU SM , 39 Lu oyu Road, Wuhan, China, 430070)

Abstract　 Int roducing Intranet mechanism into U GIS design, this paper puts fo rw ard a new

GIS a rchi tecture wi th four plat fo rms driven by spatial task servers. The new hypermedia data

st ructure, system netw o rk requirements, and key points in the system have been expounded

in the paper also. As pointed by autho rs, the new system no t only focuses on sharing and

transmi t ting info rmation, but also emphasizes reliabili ty and securi ty. So surely i t can be

w idely use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Int ranet; U GIS; pro to typ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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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Methods for Imaging Spectrometer Image Processing

Shu N ing
( 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 eering, W TU SM , 39 Luoyu Road, Wuhan, China, 430070)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inciples and new method of remote sensed image analy-

sis fo r theme ex t raction from imaging spect rometer image. The image fusion approach is pro-

posed. The experimental effects o f these methods a re briefly introduced. The academic cha r-

acteristics o f those methods are pointed out.

Key words　 imaging spectrometer image; principal component t ransfo rmation; optimum set

o f bands selected; image 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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