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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述了地理空间元数据的基本概念 ,分析了地理空间元数据管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通过介绍国产

GIS 基础软件“吉奥之星”中地理空间元数据管理模块的实现 ,进一步论述了地理空间元数据管理的有关问

题;最后提出了一种在国家地理空间数据交换中心的地理空间元数据管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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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随着 GIS 技术的飞速发展 ,空间数

据信息的产业化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我国空间

数据的生产与建库已经有一定的规模 ,并相继完

成了 1∶100万和 1∶25 万空间数据库建设 ,之后 ,

又将开始建设 1∶5万空间数据库 ,许多省市也已

开始建设 1∶1 万空间数据库 。尽管 GIS 产业前

景看好 ,但地理空间信息的生产和发布仍然存在

着一些问题。其中突出的问题是 ,大量的地理空

间信息分散在各个机构 ,彼此之间难以进行沟通

及共享信息 ,这些信息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

对于大多数地理空间信息的用户来说 ,获取

来自不同地区的地理空间信息非常重要 。基于国

际互联网的分布式信息发布技术为满足这种需求

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国家地理空间数据交换中心

(简称 NGDC)是一个地理空间信息服务网络 ,它

除了对地理空间数据信息进行管理和维护外 ,同

时还要维护与之相应的元数据信息(包括制定元

数据规范 ,登记并管理元数据),从而更有效地为

地理空间信息用户服务。

1　地理空间元数据

地理空间数据的元数据(以下简称为地理空

间元数据)是指地理空间相关数据集和信息资源

的描述信息 ,它是对空间特征的概括和抽取 。元

数据信息可提供空间数据集的特征资料 ,数据用

户可据此来确定该数据的名称 、来源 、组织结构 、

适用范围等。

为了让地理空间信息的用户及时了解空间数

据的生产和建库状况 ,需要在 NGDC 中建立相应

的信息发布系统 ,使用户能在国际互联网上查询

到当前生产的空间数据的有关信息(质量状况 ,生

产单位 ,分发者)。

维护地理空间元数据是建立地理空间信息网

上发布系统的关键所在 ,因为用户只有通过查询

和浏览才能了解描述空间地理数据有关特征的元

数据信息 ,才能了解究竟有哪些可用的地理空间

信息 ,是否有他们感兴趣的地理空间信息以及这

些信息存放在何处等等。

2　地理空间元数据管理的困难

在GIS领域 ,利用计算机进行地理空间元数

据管理的需求早就存在 ,只是受 GIS 产业发展规

模以及当时相关技术条件的限制而没有被提到议

事日程。目前 ,计算机数据库技术 、网络技术及其

他GIS相关技术的发展使管理大量地理空间数

据成为可能。然而 ,面对海量的地理空间数据 ,用

户往往无法知道哪些数据是他们真正需要的 。而

提供地理空间元数据服务的意义就在于为用户解

决这一问题。进行地理空间元数据管理主要面临

以下困难 。

1)缺乏统一的元数据信息标准规范

国内地理空间数据的生产大多数是小规模 、

非标准化的 。在我国 GIS产业中 ,由于缺乏空间

地理信息的统一标准而出现了众多不同的数据格

式和信息标准 ,这些数据格式和信息标准是由各

个不同的科研生产部门或组织根据各自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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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目的制订的。与之相关的地理空间元数据也面

临同样的问题 ,各个不同机构或组织往往根据各

自的需要对元数据信息进行描述 ,并存储在不同

的数据库系统中 ,这样难以将不同来源的地理空

间元数据集成到一起 。

2)元数据信息的数据项较多

地理空间数据的特征涉及到空间数据集的组

织结构类型 、质量评定 、来源等诸多方面 。以我国

《1998 年数字化生产技术暂行标准》 中的

“1∶50 000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元数据标准(草

案)”为例 ,本暂行标准规定了1∶50 000数字高程

模型(DEM)、数字正射影像图(DOM)、数字线划

地图(DLG)和数字栅格地图(DRG)4种数字产品

的元数据 ,其中包括诸如产品基本信息 、图幅地理

参数 、航片参数信息 、图幅接边状况 、质量参数 、分

发者信息等 98项元数据项。

3)元数据信息的内部关系复杂

地理空间元数据项中涉及到几处“一对多”的

关系 ,如关于航片和层的描述 ,一个数据产品一般

涉及到多张航片 ,那么元数据信息就要记录下各

张航片编号。同样 ,元数据要记录一个数据产品

中各层的层名 、采集日期 、更新日期 ,就必然要加

大地理空间元数据管理的难度 。

3　地理空间元数据标准

当前 ,许多机构和组织对地理空间元数据所

描述的地理空间数据特征信息进行了规划和分

类 ,从而指定可供机构和组织内部(或一定区域范

围内)参考和遵循的地理空间元数据标准 。表 1

列出了国际上几种著名的地理空间元数据标准 ,

但标识地理空间数据集特征的地理空间元数据的

内容基本上都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基本识别信息:数据集的基本信息 ,如标

题名称 、地理范围等 。

(2)空间数据组织信息:用于表示数据集中空

间信息的数据结构 ,如用于描述空间位置的方法

以及数据集中空间目标的数目 。

(3)空间参考信息:数据集中坐标的参考坐标

系和编码方法的描述 ,如地图投影或格网坐标系

统 、水平和垂直基准以及坐标系分辨率的名称和

参数 。

(4)实体和属性信息:主要包括数据集内容的

信息 ,如实体类型 、属性及属性赋值的范围。

(5)数据质量信息:数据集质量的评定信息 ,

如接边质量评定信息 ,位置和属性的精度 、完整

性 、一致性以及数据生产的方法。

(6)数据来源信息:关于获取数据集的信息 ,

即分发者描述信息。

(7)其他参考信息:包括元数据的现势性和应

负责任等描述信息。

4　地理空间元数据管理的实现

对地理空间元数据进行管理和维护要用到数

据库管理系统(DBMS),其基本思路是:将地理空

间元数据信息进行分类和规划 ,确定各元数据项

的类型和长度 ,并建立相应的地理空间元数据库

(geospatial meta_database);利用各种编程工具实

现地理空间元数据管理系统 ,完成对地理空间元

数据信息的录入 、浏览 、查询 、编辑 、插入 、删除等

功能 。下面以国产 GIS 基础软件 “吉奥之星”

(GeoStar fo r Window s NT)为例 ,进一步论述地理

空间元数据管理的有关功能。

　　在 G IS 基础软件“吉奥之星”系统(以下简称

GeoStar)中 ,创建的工程将拥有一套地理空间元

数据信息表和一个数据字典(它们被保存在工程

所在子目录的下属 MetaInf 目录中), 每个

GeoStar工作区对应元数据信息表中的一条元数

据记录。通过进一步对元数据的内容分析 ,

GeoStar将元数据信息进行分类 ,并在 Foxpro 环

境中为它们构造数据表结构 ,这些表文件包括工

表 1　国际上几种著名的地理空间元数据标准
Tab.1　Some Well_known Specifications and Standards o f Geospatial Metadata

地理空间元数据标准名称　　　 指定标准的机构或组织　　　　

数字地理空间元数据内容标准(CSDGM) 美国联邦地理数据委员会(FGDC)

目录交换格式(DIF) 美国宇航局(NASA)和全球变化数据管理国际工作组(IWGEMGC)

政府信息定位服务(GILS) 美国联邦政府

CEN 地理信息-数据描述-元数据 CEN/ TC 287

GDDD数据集描述方法 M EG RIN ,欧洲地图事务组织

CGSB数字地理参考集的目录信息 加拿大通用标准委员会(CGSB)地理信息专业委员会

ISO 地理信息元数据 ISO/ TC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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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区索引表 、主表 、原图幅信息表 、航片编号表 、层

信息表 、更新日期表 。同时为了方便管理 ,在这些

表中适当增加了附加字段(如“内部标识” 、“更新

内部标识”等字段),从而建立起各个主表与附表

之间的联系 ,如图 1所示 。

图 1　GeoStar中地理空间元数据表之间的关系

Fig.1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Geospatial

Metadata Tables in GeoStar

　　GeoStar中元数据管理系统通过 ODBC 进行

元数据信息管理 ,它所操纵的对象是地理空间元

数据信息表 ,如图 2所示。该元数据管理系统主

要目的是为用户提供友好的用户界面以及方便快

捷的手段 ,使用户能方便地对地理空间元数据信

息进行浏览 、编辑 、插入 、删除等工作。

图 2　GeoStar 中地理空间元数据管理系统的实现框图

Fig.2　The Logical Implementation Diagram of the

Geospatial Metadata Management Sy stem in GeoStar

　　由于地理空间元数据项较多 ,元数据管理系

统通过主页表以及原图信息对话框 、航片编号对

话框 、层信息对话框 、更新日期对话框浏览和编辑

元数据信息 ,并向用户显示。在主页表中集中了

元数据信息的大部分内容 ,为方便用户查看 ,元数

据管理系统已将主页表中显示的元数据信息划分

成“产品基本信息” 、“图幅基本信息” 、“图廓角点

信息” 、“图幅地理参数” 、“航片摄影参数” 、“图幅

接边状况” 、“质量参数” 、“接合图幅名称” 、“分发

者信息”等类别 ,用户可直接在相应的信息类别中

找到自己所关心的元数据信息(如图 3所示)。

　　元数据管理系统使用户可编辑 、修改各元数

图 3　GeoStar 中地理空间元数据管理系统的主页表

Fig.3　The Main Fo rm of the Geo spatial Metadata Management Sy stem in GeoStar

据信息的内容(主页表中的“总层数” 、“航片数”及

层信息对话框中的“更新次数”除外 ,因为它们将

由元数据管理系统根据当前实际情况通过计算得

到)。元数据管理系统还提供了菜单和按钮 ,使用

户能方便而迅速地完成对元数据信息记录的增加

与删除工作。另外 ,元数据管理系统提供了两种

页面的地理空间元数据报表打印功能 ,它可根据

纸张的大小(A4 或 B5)自动选择字体大小 ,以内

定的格式将当前地理空间元数据记录打印出来。

为了适应工程管理的需要 ,元数据管理系统增加

了地理空间元数据合并功能 ,可导入由 GeoStar

创建的其他工程的元数据信息 ,从而大大减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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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空间元数据信息的录入工作。

5　NGDC 中地理空间元数据管理模

型的设计

　　如前所述 ,NGDC 作为地理空间数据信息发

布系统 ,同样涉及到地理空间元数据的管理。

NGDC是一个将地理空间数据的生产者 、管理者

及用户通过电子线路连接的分布式网络系统 。在

数据交换中心 ,元数据有两个功能:①查找相应的

数据集以确定得到它们的方式和途径;②将数据

集的内容 、精度和特点存档 ,以此构成该数据集的

描述信息 。

在NGDC中 ,地理空间元数据管理模型如图

4所示 ,其规划设计如下:①地理空间数据的生产

者在提供数据产品的同时 ,将该产品相对应的元

数据信息递交给 NGDC;②当地理空间数据产品

特征有所变化时 ,数据的生产者负责完成地理空

间元数据的更新并提交到 NGDC;③NGDC 负责

对这些地理空间元数据信息进行组织和管理(包

括基本的地理空间元数据维护);④用户通过网络

访问 NGDC 的站点 ,由 NGDC提供地理空间元数

据的信息查询服务;⑤用户根据查询结果选择感

兴趣的地理空间数据产品 ,并通过网络文件下载

方式(或数据产品邮寄方式),从其生产者获得该

数据产品 。

　　①为地理空间数据产品及其元数据信息;②为确认信息;

③为元数据查询请求;④为元数据查询结果;⑤为地理空

间数据产品请求;⑥为地理空间数据产品。

图 4　NGDC 中地理空间元数据管理模型

Fig.4　A Model of Geospa tial Metadata

Management in NGDC

　　NGDC 主要是提供元数据服务 ,其关键是开

发一个有效的元数据查询工具 。元数据查询有 4

种形式:

(1)直接条件查询方式:提供给用户一个输入

查询条件表格 ,用户可填写并递交 ,然后返回给用

户一个与查询条件相匹配的资源列表页面 ,其中

的超级链接可获得更多的元数据信息和资源 。

(2)地名辞典方式:用户执行一个地名的查询

(如省 、县 、市等),得到一个关于这个地方的描述

和与该地方有关的资源列表。

(3)动态地图窗口方式:一个Web页面显示

一张可以滚动和缩放的简单地图 ,用户可选择一

个区域以激活一个超级链接 ,然后看到一张覆盖

该区域的资源列表。

(4)分级目录方式:用户首先看到一个省名的

列表。选择其中之一将进入一个新页 ,其中含有

指向这个省的资源和该省的县名列表的超级链

接。若进一步选择一个县名将显示另一页 ,依此

类推 。

6　结　语

综上所述 ,地理空间元数据的有效管理需要

建立在地理空间元数据标准化的基础之上 ,同时 ,

它也是基于 Internet的NGDC 建设中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另外 ,地理空间元数据的存储方式以

及地理空间元数据管理系统的实现有待进一步研

究和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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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nagement of

Geospatial Met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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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very important fo r most GIS users to get the geospatial information f rom various

districts.The information dist ribution technique based on Internet can play a g reat role in the ser-

vice.In order to allow GIS users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the product ion of geospatial data in

time , geospatial information distributed system must be set up in NGDC.Through Internet , GIS

users will be able to query what geospatial data is being produced , how about its quality , where it

is produced , and so on.To maintain geospat ial metadata is a key task in setting up the geospatial

information distributed system through Internet.It is only af ter searching and querying co rre-

sponding geospatial metadata that users can clearly know what geospatial data is available for

them , what geospatial data they are interested in , where the information is sto red.

Firstly ,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concept of geospatial metadata.Then it analy zes the diff icul-

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management of geospatial metadata , including:①lack of the specifica-

tio ns and standards of geospatial metadata;②too many geospat ial metadata items;③ complicated

inner relationship among metadata items.

With the example of the metadata manager in GeoStar w hich is a domestic G IS fundamental

sof tw are , the functions of the geospatial metadata mangement system are made clear.It is through

ODBC that Geometa , the geospatial metadata management system access and manipulate the

geospatial metadata tables.

Finally , a model of geospatial metadata management in national geospatial data clearinghouse

is proposed.It can be described as follow s:Geospatial data producers submit the corresponding

geospatial metadata informat ion together wi th their geospatial products to NGDC.In other w ords ,

the providers are responsible for creating metadata of their geospat ial products in digital form ,up-

dating them promptly and submitting the metadata to NGDC in time.NGDC is in charge of

geospatial meta_database maintenance and geospatial metadata service , especially metadata query

service.Through Internet , users can search the geospatial metadata maintained in NGDC to find

out the geospat ial data sets that are sui table for their applications.Then the users can download

the specimen data to their ow n computers or submit di rect ly orders fo r any desired geospatial

product to relative providers or NGDC if the geospatail products are available for th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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