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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已开发实现的 Geo ImageDB V2. 0系统的组织、压缩与拼接 ,基于分布式的存储与管理 ,多尺

度、跨工程、跨工作区任意分辨率影像数据空间索引与调度 ,与 GeoSta r、 GeoGrid的集成 ,支持国家影像空间

数据交换标准与输出等的基本原理、主要功能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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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eo ImageDB系统的开发背景

GIS作为采集、存储、分析处理、管理地理空

间数据及其属性数据的综合性技术系统 ,其空间

数据主要包括矢量数据和栅格数据 ,现有的 GIS

系统主要是基于矢量的 ,具有比较成熟的管理和

建立矢量数据库的能力。目前 ,多数 GIS软件都

可以将数字正射影像数据、遥感数据作为背景影

像与矢量数据、 DEM数据进行套合显示。 比如 ,

M GE可以将相邻的 4幅图像作拼接处理。 而在

像以公路、铁路的勘测设计、江河湖泊整治的 GIS

应用中 ,以图幅 (图像文件 )为对象的处理难以满

足实际应用的需要 ,也难以实现以影像数据快速

更新 GIS数据的目的。

另一方面 ,随着遥感技术的不断发展 ,采集的

影像数据量正在呈几何级数增长 ,现有的 GIS软

件难以组织、调度、存储与管理这样的海量数据 ,

更没有考虑多数据源、多比例尺、多时相影像数据

的统一管理和集成的问题 ,而国内数字化生产和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产业建设又迫切需要高效、快

捷地存储与管理这样的影像数据。

不仅如此 ,遥感影像数据还具有极强的多时

性和可再利用性 ,因此 ,客观上提出了时态数据的

存储与管理的要求。同时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资源

的共享 ,影像数据的分发与交换也已逐步提到了

议事日程。我国国家空间数据的核心正从以全要

素矢量为主的地图空间数据库转变为以数字正射

影像为特征的空间数据框架 ,因此 ,研究和开发大

型空间影像数据库管理系统 ,以适应国家空间基

础设施的建立需要也是十分迫切的了。

从影像数据存储与管理的方式来看 ,① 利用

现有的商业化程度较高的 (扩展 )关系数据库能支

持影像这样的二进制大对象 ( BLO B)的特点 ,影

像数据直接入库进行存储与管理 ;② 利用文件系

统进行存储与管理。在 Geo ImageDB系统的开发

初期 ,利用 Visual C
+ +
提供开放式数据库互联

(O DBC)的功能 ,通过直接访问或建立连接的方

式使用并操作后台大型网络数据库 ,开发了基于

扩展的关系型影像数据库系统。 但是由于传统的

关系系统的存取方法主要适合于整型、实型、布尔

型和字符型 ,而未提供对影像数据这类复杂数据

类型的快速存取访问 ,因此效率较低。近年来开始

出现了与数据库开发商联合开发并完全支持空间

数据的数据库系统。基于此 , Geo ImageDB系统仍

采用文件系统方式开发。

2　 Geo ImageDB系统的基本原理

2. 1　基本概念

1)图像工作区

为了更好地与图像各级比例尺地图分幅统

一 ,便于影像数据与矢量数据、 DEM数据等综合

应用 ,便于影像数据新产品的分发与共享 ,并使本

系统在今后的应用中走向标准化的建库生产作业

区 ,以各级比例尺的图幅平均大小作为建库最基

本的工作单元 (即工作区 )称为图像工作区 ,此工

作区的大小称为索引格网大小。 为了便于快速调

度与索引 ,也便于图像快速压缩与解压缩 ,入库时

Geo ImageDB对工作区进行了重新组织 ,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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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工作区文件的索引机制 ,成为本系统可支持的

有效的内部影像数据文件。 系统以图幅编号命名

工作区文件 ,灰度图像扩展名为“ IMG” ,彩色的为

“ CO L”。由于正射影像数据在 GIS应用中已单独

作为一个数据实体 ,因此建议制作各比例尺正射

影像图时 ,不再注记属性数据和各级公里网。

2)图像 (子 )工程及超图像工程 (库 )

在连续的一定规模的地球空间区域内 ,以同

一比例尺的若干个 (至少一个 ) 图像工作区数字

影像为单位建立的影像库 ,称为图像工程。对同一

比例尺的图像工程 ,由于在工程范围内的工作区

数目大 ,为便于快速地空间索引与历史数据的归

档管理 ,可规划并创建若干这样的同一尺度的图

像工程 ,称为此图像工程的子工程。它具有相对独

立的空间索引信息 ,便于对同一尺度影像数据的

调度、历史资料的归档管理、数据产品的分发。

将各尺度所有的图像工程 (库 )、子工程 (库 )

组织成一个多尺度的图像金字塔结构 ,并构成一

个多分辨率无缝影像数据库系统 ,这样的逻辑总

库就称为超图像工程 (库 )。

3)图像金字塔及其层数

图像按分辨率分级存储与管理 ,最底层的分

辨率最高 ,并且数据量最大。分辨率越小 ,其数据

量越小 ,这样 ,不同的分辨率遥感图像形成了塔式

结构 ,称此结构为图像金字塔。采用这种图像金字

塔结构建立的遥感影像数据库 ,便于组织、存储与

管理多尺度、多数据源遥感影像数据 ,实现跨分辨

率的索引与浏览。

4)网络路径

在 Window s N T网络环境中 ,为实现分布式

文件存储管理 ,将能惟一标识工程目录结构 ,且包

含机器名、共享名、工程子目录名的全路径字符串

目录路径称为网络路径 ,它可以通过网上邻居得

以实现 ,也包括本地机在内。

5)多分辨率无缝影像数据库

这是一个以多种分辨率的航天、航空多源遥

感影像数据为数据对象 (主要以正射影像为主 ) ,

并以图像金字塔为多层次结构文件系统方式为管

理平台 (也可以是关系数据库、面向对象数据库 )

建立的在影像几何空间和色调空间物理层上 ,具

有 (由拼接实现 ) 无缝特性的空间数据库系统 ,

可跨尺度、跨投影带、跨图像 (子 )工程、跨图像工

作区实现方便、快捷的空间索引、调度与无缝浏

览、影像数据产品的分发与国家影像空间数据共

享、时态数据的归档管理 ,并能与 GeoStar、 Ge-

oGrid软件平台集成。 它是一个高效的管理与调

度海量 (可达 TB数据量 )遥感影像数据的技术

系统。

2. 2　 DIDBFS原理

以图像子工程为对象的分布式管理对象的技

术 ,可以方便地实现跨服务器平台的连接与交互 ,

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分布式管理 ,从而提高系统

的安全性维护 ,这样的分布式策略也便于完全控

制影像数据的分发和访问。

可以在本地机和 /或互联网的任意一台和 /或

多台 Window s N T Serv er服务器或者是任意一

台或多台客户机上建立一个或多个共享目录 ,在

这些目录下 ,可根椐需要建立不同比例尺的图像

工程或图像子工程 ,以实现多分辨率无缝影像数

据库的分布式存储与管理。 Geo ImageDB系统具

有基于 3级管理的特性 ,即从超图像工程、图像

(子 )工程、图像工程区的概念出发来实现海量遥

感影像数据的分布式存储与管理 ,因此从内容上

来讲 , Geo ImageDB可以称为多分辨率无缝影像

数据库系统 ;从管理方式来讲 , Geo ImageDB也可

称为分布式的影像数据库文件系统 ( dist ributed

image-database file system, DIDBFS)。

可以看出 ,在这样的分布式管理的拓扑结构

中 ,对任意一个图像工程 Projection,连接到相应

的网络服务器或客户机上 ,在这样的 Geo Im-

ageDB系统中 , DIDBFS目录结构的拓扑信息的

维护与管理不只局限于单一的服务器或客户机 ,

以 HUG信息文件作为动态式的图像 (子 )工程注

册表 ,动态地记录了存储图像 (子 )工程的所有的

服务器 /客户机 DIDBFS的拓扑信息 ,并且在动

态的访问中 ,将这些拓扑信息同步地复制到 Win-

dow s N T局域网网络操作系统的每个服务器 /客

户机上 ,从而将多尺度、同尺度不同的图像子工程

逻辑上构成为一个无缝的影像数据库系统 ,进而

可实时查询与漫游。因此 ,以分布式计算环境为基

础的 Geo ImageDB系统具有如下优点: ① 尽管

Window s N T局域网环境只是一种简单的分布式

计算环境 ,但实现了网络的管理 ;② Geo ImageDB

系统管理员可以确定用户以何种身份进入这个分

布式的影像数据库环境 ,确定用户可以访问的影

像资源 ,对不同影像工程所拥有的权限 ;③ 在这

个分布式环境中 ,从“工程”概念出发 ,组织影像数

据 ,可以实现影像数据的区域化管理 ;④ 这样的

分布式环境便于 Geo ImageDB系统管理员实现

不同用户对不同工程、工作区影像数据的不同操

作 ,有利于影像数据的安全性维护 ;⑤ 在分布式

环境中 ,可以实现影像数据快速调度与访问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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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布式环境中 ,便于影像数据的备份与恢复 ,也

便于历史资源的归档管理。

2. 3　图像工程、工作区的组织及命名规则

在 DIDBFS拓扑信息的目录结构中 ,最低一

级子目录即为图像工程目录名 ,在 Geo ImageDB

系统中 ,相应工程目录名的命名结构为: “工程名”

+ “该工程比例尺分母” (+ “ - ”+ “子工程的子区

命名” )。仅当为子工程时 , (　 )内的内容才有效。

在此结构中 ,工程名一般为相应比例尺地图

图幅编号的第一个字母 ,也可为该比例尺对应的 ,

1∶ 100万图幅号+ 该比例尺地图图幅编号的第

一个字母。比如 1∶ 1万地图图幅编号的第一个字

母为 G(若对应的 1∶ 100万的图幅编号为 F49) ,

则该工程目录名为“ G10000”或“ F49G10000” ;若

为子工程 ,且命名为不超过 3个字符的子区

“ 123” ,则该子工程子目录名为“ G10000- 123”或

“ F49G10000- 123”。

在该工程子目录下 ,还有多个子目录。 \ Bpro-

cess为在图像灰度无缝拼接时的中间处理子目

录 ; \ Grecycle为该工程回收站子目录 ; \ History

为工程更新工作区图像时的历史子目录: \ Out-

put为该工程输出图像数据文件结果的子目录 ; \

Wo rd子目录为在对该工程信息、工作区文件头

信息等操作后输出的文本信息子目录。此外 ,就是

该工程下的文件 ,包括该工程的 IN F信息文件及

若干工作区文件* . IM F、* . CO L。还可以看到一

个与图像工作区文件名相同的、特殊的子目录 ,表

示在该工作区有多源影像数据存在 ,并在此目录

下组织多源影像数据文件。 可以看出 , Geo Im-

ageDB系统的工程目录是一个具有安全性、分布

式、可分区的目录索引结构。

2. 4　图像工程库的跨带解决方案

对于大型的遥感影像数据库系统 ,按国家现

行的图幅分幅情况和生产单位主要采用高斯坐标

系统的实际情况 ,在利用 Geo ImageDB系统建立

影像数据库时 ,已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跨带问题 ,包

括相邻 6°带之间、相邻 3°带之间以及 3°与 6°带之

间的跨带。因此以高斯坐标作为数学基础建立影

像数据库 ,将面临影像库系统的坐标系不统一的

问题 ,为此笔者提出了跨带的解决方案。

1)同度带的跨带问题。 分别以 3°带、 6°带建

立图像工程库或图像子工程 ,图像调度、漫游时 ,

以某个带为主 ,建立漫游的逻辑坐标体系。首先根

据 3°带或 6°带的经差确定是否跨带 ,如在带边

时 ,则依据经纬度 ,计算需要填充图像的客户区窗

口在相邻带所在的高斯坐标范围 ,并依据当前窗

口实际显示的地面图像分辨率 ,获取相应的图像

数据 ,与当前投影带的图像数据一起显示 ;一旦当

前客户区窗口图像数据漫游已完全跨越到相邻的

投影带 ,此时就以该带的高斯坐标范围建立新的

漫游逻辑坐标体系 ,利用此方案可以解决同度带

的跨带问题。

2)不同度带的跨带问题。即从 3°带跨到 6°带

的情况 ,与上面的解决方案类似 ,首先依据图像工

程放大或缩小时的每个像素的地面分辨率 ,确认

下次访问的图像金字塔层次 ,再依据当前访问的

图像工程的比例尺和即将访问工程的比例尺 ,确

认是否跨带。如果跨带 ,则根据当前窗口范围的经

纬度大小 ,计算即将访问的带或同时跨带的高斯

坐标访问。

对于 Geo ImageDB与 GeoStar集成 ,实现影

像与矢量、 DEM数据套合的情况 ,如 GeoStar是

以经纬度为坐标单位 ,相应地依据当前的地面分

辨率确认访问的比例尺工程 ,再将经纬度换算为

相应投影带的高斯坐标 ,即可解决此问题。

2. 5　两类重要的 Geo ImageDB信息文件

在 Geo ImageDB影像库系统中 ,有两类涉及

多分辨率无缝影像数据库、图像 (子 )工程库的重

要信息的 Geo ImageDB系统库文件 ,它们动态、

实时地记录了当前可以访问的多分辨率无缝影像

数据库工程总数 ,图像 (子 )工程规模、存储介质、

图像工程的创建递交日期、隶属单位、图像工程在

局域网分布的资源位置 (地址 )、空间索引调度、工

作区图像文件生存状态等重要信息。

以创建多分辨率无缝影像数据库的工程名命

名 ,并分配一个 HUG作为其文件的扩展名的信

息文件 ,称为多分辨率无缝影像数据库的超工程

HUG信息文件 ,也称为图像工程注册表文件。它

包括了当前建立的多分辨率无缝影像数据库的多

尺度金字塔层次结构信息 ,所有的图像 (子 )工程

及其分布存储地址 ,将不同比例尺但尺度相同的

不同图像 (子 )工程动态地组成一个分布式的可以

跨分辨率级、跨工程、跨工作区实现快速浏览任意

分辨率的影像数据的逻辑总库 ,从而实现了方便、

灵活、高效地调度、管理省级或国家级大型多分辨

率无缝影像数据库的目的。在 Geo ImageDB设计

与开发时 ,就考虑到了 HUG文件的容错特性与

安全性。由于每一个 DIDBFS拓扑信息的目录结

构都存储于注册表 HUG文件中 ,并被映射到相

应的服务器 /客户机上 ,任何一个 DIDBFS目录

结构信息的改变都应使 HUG文件同步响应。 也

就是说 ,一旦 Geo ImageDB系统中任意一个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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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有共享目录名称发生改变 ,系统将无法访问

该工程 ,必须要动态地刷新工程文件注册表

HUG。 值得注意的是 ,在任意一个工程的目录结

构中 ,最低一级子目录不能随意更改 , Geo Im-

ageDB系统按照本系统的命名规则命名 ,否则

Geo ImageDB系统也将无法访问此工程。另外 ,一

旦 HUG文件不存在 , Geo ImageDB系统同样可

将其实时恢复 ,从而确保应用程序系统的正常运

行。

另一类重要的信息文件是 IN F文件 ,它涉及

某图像 (子 )工程的属性信息 (包括工程创建日

期、子工程名等 )、工程规模、比例尺、该工程下工

作区索引格网大小等重要的信息。与多分辨率无

缝影像数据库下的 HUG文件相比 , IN F文件使

图像 (子 )工程具有相对独立的空间索引机制 ,因

此 , IN F文件的存在使索引调度与管理该图像

(子 )工程变得非常容易 ,同时 ,基于此优点 ,它也

便于历史资料的归档管理。

多分辨率无缝影像数据库和每个图像 (子 )工

程都对应一个单独的信息文件 ,因此 ,随着图像

(子 )工程或图像金字塔结构层次以及图像工作区

的增减 ,这些信息文件会经常被动态地修改 ,这样

可以保证整个影像数据库运行一直处于当前最新

的状态 ,实现多分辨率无缝影像数据库的动态管

理机制。 此外 ,对于 HUG文件 ,可以存放于 N T

网络操作系统局域网 (任意一台 )服务器 /客户机

上的任何目录下 ,但是 ,对于某一尺度、某一地球

空间区域的影像 (子 )工程对应的 IN F文件 ,只能

保存于 (子 )工程目录下 ,以相对独立的方式维护

该 (子 )工程影像的空间索引调度与管理。

3　 Geo ImageDB系统的基本功能

Geo ImageDB系统的用户界面一直遵循

Windows的风格设计 ,系统界面由菜单栏、工具

条、状态条、客户区窗口 4个部分组成。

3. 1　影像数据库 (结构 )的建立

在 Geo ImageDB系统建立多分辨率无缝遥

感影像数据库时 ,首先需要规划影像库的金字塔

结构 ,各图像 (子 )工程的规模 ,尤其是大比例尺的

金字塔层 ,数据量大 ,可根据实际要求与今后历史

资料的归档管理需要 ,规划一个或若干图像 (子 )

工程 ,相应地建立一个或若干个图像 (子 )工程库。

以 Geo ImageDB系统建立的遥感影像数据

库采用图像金字塔的结构 ,以实现对多尺度、多源

数据的组织、存储与管理及快速、实时漫游等。 系

统在提供建立多分辨率无缝遥感数字影像逻辑库

的基础上 ,可在不同的网络服务器 /客户机上建立

相应比例尺的图像 (子 )工程 ;也可单独建立某比

例尺的图像 (子 )工程 ,再注册到相应超工程的

HUG工程文件注册表中。 支持 BM P、 TIF、Vir-

tuoZo等图像格式的入库 ,也支持国家影像空间

数据交换格式的工作区图像入库 ,并且提供支持

详细工作区入库信息 (包括图像来源描述信息、

图像属性描述信息以及图像空间定位信息 )和工

程区边界不满幅、超图幅图像工作区的处理。

对于较小比例尺的图像金字塔层 (子 )工程 ,

如果没有相应的影像工作区数据来创建或更新 ,

系统提供利用基础层或较大比例尺的图像工程以

不小于原始地面分辨率的任意分辨率 ,通过影像

重采样来创建或更新。

3. 2　大数据量影像的无缝拼接处理

Geo ImageDB系统是一个多分辨率无缝影像

数据库系统 ,客观上要求影像数据库中的影像数

据在几何空间、灰度空间连续一致。系统为此提供

了“无缝拼接与处理”。支持与八邻域 9幅、左右 3

幅、上下 3幅等邻域图幅图像数据的显示与处理 ,

进而可进行图幅几何、灰度拼接质量好坏的检查 ;

提供了邻域图幅图像数据的特征统计 ;支持大数

据量的直方图均衡、规格化等灰度一致性的拼接

技术。

3. 3　影像数据观察

Geo ImageDB系统对图像浏览的方式包括:

多分辨率无缝影像库的浏览 ;同一尺度图像 (子 )

工程的浏览 ;图像工作区缩放显示 ;图像文件的缩

放显示 ;邻域图幅的拼接显示。

提供对当前窗口数据的定点 /中心放大与缩

小、开窗放大、自动滚屏、拖放漫游、给定任意比例

尺的显示等图像浏览的基本操作 ;图像工程、图像

工作区或图像文件的导航窗导航指示 ;可实现对

超图像工程、图像 (子 )工程或图像工作区的切换

独立访问 ;支持在同一窗口内无级缩放图像、不同

区域内灰度与彩色图像数据的实时显示 ;可实现

图像数据库的跨尺度、跨投影带、跨工程、跨工作

区的整体漫游 ;可方便地进行图像数据、工程库索

引格网及其工作区属性信息的切换操作 ;可方便

地查询当前窗口显示的图像数据所在的图像工程

及其在局域网的资源分布、在此工程中的工作区

及其宏信息 ,并且可以实时查询该窗口数据的显

示比例尺、实际显示分辨率和该窗口中心坐标。

3. 4　影像数据压缩

本系统提供的压缩方式为无损压缩。 系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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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入库过程中 ,提供了一个是否进行影像

数据压缩的功能 ;另外 ,还提供了方便的内部影像

数据文件压缩与解压缩。

3. 5　影像数据宏信息查询与影像数据输出

Geo ImageDB系统提供超图像工程、图像工

程信息、图像工作区宏信息的查询及其文本文件

输出 ;并且 Geo ImageDB V 2. 0支持 V 1. 1版本格

式的图像工程库、工作区头文件信息。

Geo ImageDB系统提供图像工作区数据分

发 ;在图像工程范围的任意方位开窗或给定任意

形状区域 ,按任意分辨率从指定的影像库输出影

像数据 ;也可按工作区大小输出。在输出影像数据

的同时 ,也按国家影像空间数据交换标准输出相

应的空间定位信息 ,从而实现影像数据的共享。

3. 6　时态数据组织、归档存储与管理

为便于存储与管理大数据量的 Geo ImageDB

系统影像数据文件 ,系统提供了创建图像工程光

盘刻盘工作区 ,并进行工作区文件组织。相应地 ,

也提供了撤消图像工程刻盘工作区的功能。此外 ,

还提供了历史数据的查询、索引与调度等。

3. 7　影像数据安全性与完整性

基于 Window s N T开放式的网络操作系统

开发的 Geo ImageDB系统完全继承了 N T的安

全性机制 ,通过影像数据库管理员可以实现

Geo ImageDB系统的安全性服。另一方面 ,系统文

件 HUG和 INF以及各图像工程下的工作区文

件操作的安全性也是 Geo ImageDB系统必须加

以考虑的。

在 Geo ImageDB基于 3级管理的系统中 ,对

图像工作区文件进行操作时 ,提供了是否放入该

图像工作区所在的工程回收站的功能 ,进而提供

了“图像工程回收站还原”与“清空图像工程回收

站”功能处理工程回收站的工作区文件 ,以防止用

户的误操作导致灾难性后果。另外 ,还提供了工作

区文件属性信息修改的功能。

HUG文件注册表的安全性与否是确保整个

影像数据库系统正常运行的重要内容 ,访问 HUG

文件注册表就是访问注册表中的所有已注册的图

像工程 ,注册表可以存储于任何网络服务器 /客户

机任意目录下。 系统灵活地生成一个新的 HUG

工程文件注册表。在分布式的 Geo ImageDB系统

中 ,打开 HUG工程文件注册表 ,系统搜索已注册

的在局域网网络环境中的图像 (子 )工程 ,并将给

出相应的响应 ;也可再递交一个新的尚未在 HUG

文件中注册的工程 ,这样 ,就很容易实现 HUG文

件注册表的安全性与完整性维护。

IN F文件必须存在于所在的图像 (子 )工程目

录下 ,系统提供了 IN F文件意外丢失的恢复功

能。 IN F文件可以动态地监视记录该图像 (子 )工

程范围内图像工作区状态 ,因此 ,一旦图像子工程

所在的资源或资源路径发生变化 ,可以“刷新当前

工程网址” ,重新登录该图像 (子 )工程所在局域网

网络资源环境 ,另一方面也可随时选择“图像 (子 )

工程完整性”的操作 ,实现该图像 (子 )工程的完整

性维护。

3. 8　影像与矢量、 DEM数据的套合显示及影像

库与 GeoStar、 GeoGrid集成

为了实现快速更新矢量数据 ,在影像数据与

矢量数据的套合显示中 ,在影像数据作为 DEM

数据背景贴面 ,实现 DEM逼真的 2. 5维显示中 ,

影像数据都显得十分重要。

矢量数据、 DEM数据与影像数据要实现准

确的套合显示 ,矢量数据与影像数据、 DEM数据

与影像数据都必须具有共同的数学基础和空间定

位基础。在矢量数据或 DEM显示时 ,以此给定空

间位置和窗口大小 (往往指图像像素的高、宽 ) ,通

过与由 Geo ImageDB系统注册的 HUG工程文件

注册表连接 (即打开超图像工程库 ) ,以获得此空

间位置和窗口大小范围内一定地面分辨率 (由矢

量数据、 DEM数据的无级放大与缩小决定 )的影

像数据 ,从而可以实现任意地面分辨率的影像数

据与无级缩放这两类数据的套合显示。

利用 Geo ImageDB系统可以建立大型多分

辨率无缝影像数据库系统及其相应的 HUG工程

文件注册表。 笔者分别开发并实现了 Geo Im-

ageDB fo r GeoStar. DLL, Geo ImageDB fo r Ge-

oGrid. DLL两个动态连接库 ,分别与 GeoStar、

GeoGrid应用软件系统集成 ,通过在 GeoStar、

GeoGrid两个系统软件中提供与影像数据库连接

的功能 ,打开 HUG超图像工程注册表 ,实现了与

影像数据库集成 ,从而可进行影像与矢量数据、影

像与 DEM数据的套合显示。系统提供在网络环

境中检测网络空间大小 ,提供一整套联机帮助

( on-line help)和良好的用户界面。

本系统在建立广东省和海南省省级影像数据

库中得到实际应用 ,并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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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e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Multiresolution and

Seamless Image Database System GeoImageDB

Fang Tao　 Li Deren　 Gong J ianya　 Pi Minghong
( Sch ool of Elect ronic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Elect ronic Science and Techn ology,

4 North Jiansh e Road, Ch engd u, China, 610054)

Abstract　 The basic principle, primary functions and features of applied so f tw are system

Geo ImageDB V 1. 1 w e developed are recommended in this paper, the system is concerned

w ith arrangement of multi resource data , image compression and seamless mosaicking , dist ri-

bution-based storage and management , spatial indexing of any resolution image data over

scale, pro ject and wo rking area , integ ration with so f tw ares such as GeoStar and GeoGrid,

suspenso ry exchange standard of na tional spatial data, and dist ribution and share o f image

etc.

Key words　 multi resolution seam less image database; dist ributed sto rag e; spatial indexing

and management; management o f tempo ral data; safety and integ ri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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