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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综述当代 Inte rnet GIS各种实现模式基础上 ,提出了多数据源、超媒体空间信息的分布式管理与

可视化调度的策略 ,使各种纷繁芜杂的空间信息相互协调为有机联系的整体 ,从而实现了空间信息的分布式

处理和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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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 Internet GIS尚处于发展初期 ,与传统

的 GIS相比 ,大多数只能提供简单的空间信息发

布和查询功能 [1 ] ,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和实际可操作模式。 不过 ,国内外一些商用 GIS

公司和机构已经率先推出了各自的 Internet GIS

系统 [2～ 4 ]。 这些系统基本反映了当前的 Internet

GIS的设计思想、实现模式和运行特点。尽管它们

基于不同的设计体系 ,但与传统的 GIS相比 ,仍

独具优势和特点。

1) Internet GIS是基于 Inter net /Int ranet环

境下的浏览器 /服务器体系
[5, 6 ]

, 由客户器、中间

件服务器 (或 Web服务器 )、数据库服务器、数据

库组成。采用基于 TCP /IP的 HT TP (超文本传

输协议 ) ,中间件服务器 ( Web服务器 )接受客户

请求并经过安全和权限验证后 ,从关系数据库或

文件结构数据库中传输用户所需空间信息到客户

端显示并实现相应的功能。

2) Internet GIS不同于传统的 GIS结构。 In-

ternet GIS体系中 ,空间数据存在于网络节点的

数据服务器 ,突破了地域的限制 ,该服务器交数据

生产部门维护、更新 ,用户不必关注数据确切的物

理位置与更新程度。系统提供客户端用户以显示、

浏览空间信息的图形用户界面 (大多数与浏览器

结合 ) 或简单查询 ,极少具备 SQL查询、专题制

图和统计图功能。大部分的任务如繁重的分析、对

服务器管理、安全设置、目录服务等交给服务器处

理 ,以减轻客户端负担。而以往运行于局域网或单

机的 GIS系统 ,客户端承担着繁重的计算量和极

其庞大臃肿的体系。

3) Internet GIS利用网络优势可以逐步提供

用户超媒体、交互式、分布式的空间信息。 利用超

媒体链接与虚拟现实技术结合 ,将空间信息以声

音、图像、文本、视频全方位展示 ,而建立在 Open

GIS规范
[8, 9 ]
基础上的空间信息分布式和互操作

性将实现信息共享和交互式管理与调度。

然而 ,目前 Internet GIS仍然存在着诸多不

足 ,主要表现在:支持单一数据源而非多数据源的

获取 ,因而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信息交互与

Open GIS规范的需求 ;数据集中而非分布式存放

与管理不利于信息的共享与更新 ;缺乏统一的管

理机制以实现大量分布式空间信息相互间的有机

联系 ;缺乏丰富的空间信息表现手法以及与网络

资源特别是借助浏览器表达的能力 ;空间信息获

取控制以及客户与服务器端安全体系的建立不够

完善。 针对以上问题 ,本文在重点阐述 Internet

GIS多数据源、超媒体空间信息分布式调度和管

理的实现基础上 ,以 Internet GIS-GeoSurf V 2. 0

为例 ,说明这种设计方法的具体实现。

1　 Internet GIS设计思想与实现模

型

　　基于浏览器 /服务器体系的 Internet GIS系

统总体设计模式如图 1所示。通过采用 Sun公司

发布的 Internet上的语言—— Java作为整个系

统实现的基础 ,保证了系统与平台的严格无关性。

客户端仅需支持 Java虚拟机的浏览器即可 ,浏览

器基于 HT TP协议通过 Web服务器动态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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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Internet G IS总体设计模式

Fig . 1　 The Whole Architectur e o f Internet G IS

Java应用程序后在客户端运行。 此时 ,系统与

Web服务器无关 ,直接通过中间件服务器获得安

全性和用户数据访问授权后 ,经网络从后台关系

数据库或 GIS图形、多媒体数据库下载特定数据

在客户端以矢量图形显示。

在该模型中 ,客户端浏览器、Web服务器、中

间件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以及数据库都是分布

于网络不同节点的通过 HT TP或 Socket协议通

讯。其中 ,客户端通过浏览器从 Web服务器下载

系统在本地运行 ,可以完成诸如缩放、查询、制图、

分层显示、多媒体、网络分析以及与浏览器的交互

等多项功能。 该系统与浏览器的结合改变了传统

浏览器单一的文本、图像显示模式。矢量图形功能

与传统模式的有机交互满足了 GIS以及相关用

户的需求。中间件服务器
[10, 11 ]
的设计目的一方面

在于接受前台客户端访问与请求并回应 ;另一方

面 ,负责后台图形数据库、多媒体数据库以及关系

数据库的安全管理、存取控制、访问日志记录以及

特定用户或用户组织的相应访问权限设置。中间

件服务器作为客户端与后台交互的媒介通道 ,担

负着所有的消息响应与反馈工作 ,它通过面向连

接的 Socket通讯作为 Java独立应用程序可以跨

平台在支持 Java虚拟机的网络任意节点运行。

2　超媒体、多数据源的分布式处理
服务器端的管理设计实现

　　在 Internet环境下 ,一方面 ,人们对空间信息

的要求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单一的文本、图像或简

单的图形显示 ;另一方面 ,网络的迅速发展使数据

的获取与存储不再局限于本机 ,尤其是海量数据

的存储和空间信息对数据及时更新的需求使通过

网络实现超媒体、多数据源数据分布式存储成为

一种趋势。 因此 , GIS如何借助于互联网络 ,以矢

量或栅格图形为依托 ,综合图像、声音、文本、视频

等多种表达手段来反映空间信息以及如何实现空

间信息的分布式存储与处理就极为重要了。以下

以广东省省情基础地理数据为例 ,通过对服务器

端数据如何组织、表达来阐述 Internet / Int ranet

中超媒体、分布式数据的设计思想。

2. 1　多比例尺、分层显示的数据组织结构

广东省地理信息系统远期目标是实现互动

式、空间型信息的上网 ,供给从政府到社会基层多

层次的用户 ,满足从决策分析到一般信息查询不

同程度的需求。这一目标要求提供给用户多比例

尺图幅以及可视化调用、超媒体信息的显示与链

接及分布式数据库的组织 ,而这些都要求在 In-

ternet / Int ranet环境下完成。为此 ,数据组织结构

横向设计为同比例尺图幅的分层或专题图显示 ;

纵向为相同比例尺上下级图幅的分布式、超媒体

链接 ,如图 2所示。

图 2　多比例尺图幅的组织

Fig. 2　 The O rganiza tion o f Multi- sca le Maps

通过以上数据组织 ,可以实现对多比例尺图

幅的有效管理和分层分级调用 ,尤其在目前网络

速度受限制的情况下 ,大数据量的传输与提供丰

富的空间信息之间的矛盾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合

理的数据组织和管理来解决。同时 ,数据组织在以

往散乱、复杂的大量空间信息间建立了联系 ,便于

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用户能从宏观与微观结合

的角度来分析并获取所需的信息。

205第 3期　　　　 　　　韩海洋等: Internet下多数据源、超媒体空间信息的分布式调度与管理　　 　　 　　　　



2. 2　数据的分布式存储、更新与操作模式

通过网络实现空间信息的综合处理必须解决

海量数据库的存储与管理 ,而 Internet / Int ranet

为此提供了条件和契机。在传统模式中 ,从数据采

集到纳入数据库 ,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给数据的

更新和信息的实时发布带来障碍 ,往往提供给用

户的信息已失去了现势性 ,不能作为有效的判断

和决策的依据。而 Internet的兴起 ,改变了这一传

统模式 ,使数据的获取与更新可以通过网络进行 ,

合理划分了空间数据生产部门与终端用户之间的

相互利益。

如图 3所示 ,采用空间信息数据库分布式存

图 3　数据的分布式管理

Fig. 3　 Th e Distributed Management of Geodata

放 ,通过网络实现数据的及时更新与传递 ,既满足

了终端用户对实时信息的要求 ,又有利于数据管

理与使用部门和数据采集部门间的利益分配。 数

据采集部门不需要过问数据的具体使用状况 ,只

需不断地通过数据更新直接与数据管理与使用部

门产生联系 ,而数据管理与使用部门则一方面要

求数据采集部门提供新的、合理的信息源 ,另一方

面对多数据源、超媒体、分布在不同地理空间的数

据做统一的数据组织工作 ,包括各数据层次关系、

数据更新日志、用户登记状态、用户与用户组权限

的授予、数据安全访问控制等等。因此 ,这里的中

间件服务器起承前启后的组织与控制作用。

2. 3　实现超媒体、分布式调度的中间件服务器端

数据结构

考虑到数据库分布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以及超

媒体信息必须挂在每一个地物标示符 ( OID)上 ,

数据结构的设计充分利用了网络优势 ,借助

HTT P协议 ,以每一个 URL (统一资源定位器 )

定义图文件在网络中的位置 ,以图文件名作为该

图文件的惟一标示符 ( OID)。这样 ,从全局的观点

看 ,整个分布式数据库形成源于中间件服务器的

网络树结构 ,网络树通过 HT TP协议寻址分布于

Internet /Intranet环境下各节点的主机 ,而中间

件服务器则控制了整个数据库主机节点的分布与

访问。从局部的观点看 ,每一节点主机又根据不同

的图文件名惟一确定图数据在数据库中的位置。

这样 ,宏观与微观、网络与传统访问模式的结合具

有以往模式所不具备的优势 ,突破了空间给传统

数据存放与组织模式带来的诸多限制。

如图 4所示 ,采用服务器数据结构 ,以 URL

主机位置和图文件名作为联合关键字确定主机在

网络中的位置以及图文件在主机的路径 ;图文件

层则表示在网络树结构中 ,该层图文件所在的层

次关系 ,以此建立不同数据源、不同 URL位置、

不同比例尺图文件间的逻辑联系与可视化关系 ;

用户语言则直接表现了反映在用户界面的图文件

文字表示 ,由于 Internet打破了国界的限制 ,因此

有必要实现语言的国际化以适应不同地区交流的

需要 ,终端用户可以选择熟悉的语言以获取所需

的信息 ;数据源类型则直接反映了相同或不同图

　

图 4　中间件数据结构及与后台数据库关系

Fig. 4　 Da ta Structur e of M iddlew are Serv er and Rela tionship with Da taba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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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所采用的异质数据源 ;可视化 OID通过对上

一层图幅的 O ID解析 ,使得用户可以以超媒体链

接的形式从底图直接查询 ,链接音频、视频等多种

多媒体信息 ,改变浏览器的呆板、单一的表达方

式 ;超媒体链根据图文件名以及相应查询获得的

地物 O ID获取所链接的主机存放的超媒体数据

库 ,并通过网络启动浏览器显示丰富多彩的信息 ,

真正实现了图形信息与浏览器超文本显示的完美

结合 ;服务器状态作为服务器用户对数据结构的

控制开关 ,可以对建立的调度信息作出编辑、修改

等多项设置 ,以满足不同层次用户的要求。

2. 4　实现超媒体、分布式调度的中间件服务器端

数据库安全与用户权限管理

通过 Internet /Int ranet实现空间信息的分布

式管理与处理 ,必须首先保证数据库的安全。由于

数据的生产部门在数据的生产和更新上花费了巨

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从经济利益考虑 ,要求在数

据的生产部门建立专门的数据服务器 ,保证用户

只能每次登录对最新数据浏览、查询、分析 ,而不

能下载或保存数据到本地硬盘。同时 ,在网络环境

下 ,随着用户的不断增多 ,必须保证对用户系统的

及时更新。采用光盘等媒体不仅存在费时、费力的

缺陷 ,而且用户必须熟悉安装和系统初始化过程 ,

并针对不同用户的需求作不同的权限设置。而 In-

ternet GIS中 ,在服务器端建立应用系统服务器

后 ,所有的更新由服务器用户完成 ,客户端用户动

态调用 ,不需安装。同时 ,针对不同用户的请求 ,校

核其对应用系统的访问权限。比如 ,对于系统管理

员级别的用户就可以使用系统的培植与编辑部件

对服务器端的系统参数与数据更新、修改 ;而一般

用户可能只具备浏览、查询、统计制图功能。

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实现用户的分层、分级权

限管理。网络环境下 ,没有足够的安全管理 ,恶意

或无意的用户访问都可能造成整个数据库的瘫

痪 ,所以 ,对中间件服务器与客户端都作了相应的

安全性处理 ,遵循以下原则:针对用户的具体需求

分组 ;针对数据库的不同保密等级分级管理 ;设定

有权限的用户访问相应权限的数据库级别 ,而没

有授权的用户则无法访问超越其等级的数据库。

同时 ,利用 Internet与 Java的数字签名技

术 ,对给定应用系统或空间数据 ,利用公开密匙来

建立一个加密的签名。 加密的系统或数据与签名

是同时传输的。若数据被更改 ,则签名就不能被解

密。任何收到该数据的用户可以利用密匙对加密

数据解密 ,保证数据不会被未授权者窃取使用。

把 Web服务器固有的安全性与 Java作为

Internet语言天然的安全性检查结合起来 ,可以

有效地解决用户关心的数据安全性问题。

3　超媒体、多数据源的分布式处理

客户端的实现

　　 Internet GIS的客户端不同于传统模式的

GIS客户端 ,两者在应用目的、实现方式、表现内

容、提供信息内涵方面有极大的不同。在 Internet

GIS中 ,整个体系已由传统的 C /S模式转变为以

Web为中心的 B /S (浏览器 /服务器 )模式。由于

浏览器日益成为网络之门 ,人们通过它来接近、获

取丰富的网络资源 ,绝大部分的 Internet GIS都

借助于浏览器表达空间信息。所以 Internet GIS

无疑可以利用此优势实现对空间信息的获取与分

析。

3. 1　客户端对异质数据的分布式调用

对上述服务器端的异质数据的组织结构直接

反映在客户端 ,不同数据源的图幅以层次组织 ,用

户可以调用任何一级图幅 ,并把不同数据源的图

幅叠加分析显示。同时 ,客户端用户可以获取当前

同一层次图层信息以及从底图可视化调用下级图

幅或超媒体信息。当做上述操作时 ,客户端获取数

据服务器上异质数据并根据元数据信息作实时的

接收与转化处理。这样 ,对于频繁作更新数据的用

户 ,不必做繁琐的人工数据转换工作 ,可及时对最

新的数据操作。目前受 Internet网速限制 ,这种方

式尤其适合于在 Int ranet或局域网环境中应用。

比如应用于政府办公决策的吉林省省情 9202信

息系统 ,通过在省政府办公厅与吉林测绘局铺设

光纤 ,测绘局可以把采集或更新的不同格式数据

直接上网 ,及时将最新地理信息、统计资料与其他

超媒体文档反映在前端职能机构的辅助决策中。

3. 2　客户端系统与浏览器交互的超媒体实现

传统方式下超媒体的实现多借助于窗口实

现 ,而且往往相互间不同步 ,特别是庞大的功能使

系统的稳定性日趋困难。但是 ,借助网络与浏览器

优势 ,以浏览器为表达超媒体信息的方式 ;以 In-

ternet资源为其充分的信息源 ;以超链将不同的

媒介信息连接起来 ,作为以浏览器为表达方式的

部件化结构 ,各种信息的表现与传递完全独立。声

音、视频、图像、文本在内的多种视觉与感官效果

的同步表达带来的是传统模式无法比拟的优势和

震撼效果。

如图 5所示 ,当用户获取到广东省图时 ,同

时以另一浏览器窗口展示整个广东的超媒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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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目前该省 GIS发展状况。由于目前的浏览器

支持包括声音、视频乃至 VRML(虚拟现实建模

语言 )在内的诸多表现方式 ,而浏览器又已经成为

用户熟悉的操作平台 ,不需要培训 ,就很容易使用

户掌握这种新颖上网方式。

图 5　 Internet GIS-GeoSur f的客户端实现实例

Fig . 5　 The Client-side Show o f Internet GIS-GeoSur f

而另外的优势在于它解决了目前由于网络压

力所造成的空间信息以及大容量数据传输的困

难。当前图层超媒体介绍的浏览器窗口不影响当

前正在工作的系统 ,这样浏览器在获取信息资源

时 ,保持了系统与浏览器交互性与独立性的统一。

4　应用实例与结论

一个应用上述设计开发的 Inter net GIS软件

GeoSurf客户端表现如图 5所示。用户通过浏览

器、矢量图形与超媒体结合的 GeoSurf作为空间

数据的网络访问门户 ,对后台经过组织而非散乱

的空间信息可有效地获取并建立其联系。 图中的

树状索引是基于中间件服务器对后台数据库的元

数据检索并针对用户权限级别 ,最后反馈在客户

端的数据目录。

在 Internet GIS中实现多数据源、超媒体空

间信息的分布式调度与管理是全球信息共享与更

新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未来的 Inter net GIS要求

实现空间信息的实时更新、网络传输以及多种表

达方式相结合来满足大众、特定或专业 GIS用户

检索、发布和出版与定位相关的信息服务 ,这一趋

势将使人们面对的是超媒体、多数据源、分布式分

布的庞大的信息源和相对受限制的硬件与通讯设

施。因此 ,采用何种策略实现信息的分布式调度与

管理、服务器与客户器的安全控制以及提高数据

获取效率就直接关系到能否有效地利用空间信

息。本文仅就空间数据的分布式调度与管理作了

探讨 ,而如何实现应用程序或操作对象级的互操

作和分布式调用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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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of Basic Geometric Equatio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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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o tog rammetry is of ten processed in Euclidean space. Some investigation on ba-

sic pho tog rammetric problems in projectiv e space is done. The autho rs are bui lt the collinea r-

ity condi tion equation, the di rect equa tion betw een object points and image points and the

coplanarity condition equation betw een homo logous points are built. Compa red wi th the

fo rms in Euclidean space, they are simpler in description. M oreover, they low er the require-

ment to the measure system o f image points. Image points can be first ly measured in an arbi-

t rary coo rdinate system on image plane. The value o f fo cus leng th and the coo rdina tes of

principle point lose their concrete meaning , w hich means the interio r o rienta tion elements

can be unknown or igno red in calcul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ex terio r o rienta tion ele-

ments are also no t required in calculation. These equations a re the fundamentals of pho-

tog rammetry , Their speciali ty bring s g rea t convenience in the other processing of pho-

tog rammetry , and they resolv ed the problems met by t radi tional photog rammetry in real-

time processing.

Key words　 pho tog rammetry; pro jective space; pro jectiv e pho tog rammetry; collinea ri ty

condition; coplanari ty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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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 i t is po ssible to share and modi fy the data

and info rmation in the global range. As a resul t , the Internet GIS is becoming an new re-

search branch. Compared wi th the t raditional GIS, the Internet GIS has i ts ow n outstanding

fea ture in the const ruction system , da ta organization and info rmation publication. On the

base o f summurizing the current GIS models, this paper provides one new model—— dis-

tributed spacial info rmation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model. It is reali zed that this model

sha re and dispo se the dist ributed spacial informa tion and data.

Key words　 Inter net GIS; Java; brow ser; dist 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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