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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分析南极分布式地理信息的基础上 , 具体介绍了基于互联网南极地理信息系统的信息组织 、软件

设计和实现及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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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 Internet的南极地理信息库改变了传统

的GIS运行模式 ,使用户可以远程使用 GIS ,这对

于南极数据的共享有着重要的意义:(1)Internet

使南极GIS转变为公众信息系统 ,通过 Internet ,

没有 GIS 专业知识的人也可以在任何地方 、任何

时间操作网络数据。(2)通过 Internet 存取地理

空间数据 ,降低了数据散发成本 ,提高了地理数据

共享程度 ,避免了信息数据的重复采集 。这一点

对于南极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因为南极的面积为

1 000多万 km2 ,数据采集都是由不同国家的不同

部门采集的 。(3)建立基于互联网的南极 GIS ,让

世界了解中国的南极科考和南极测绘也有着重要

的意义。

南极地理信息库是建立在 Internet 上的 ,通

过 Internet 联接网络中心和各个提供数据的国

家 ,并向 Internet 用户提供信息服务与信息共享

的应用项目。信息的表现形式多样化 ,既有属性

数据 ,又有各种格式的矢量数据文件和图像 ,所有

这些信息能够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查询和获取 。同

时 ,它还提供对数据的简单分析以及一些专业分

析方法处理后的数据发布 。

1　南极地理信息的组织

　　地理信息具有分布式 、多比例尺 、异地结构等

特点。一个完整的互联网南极地理信息数据库

(如图 1所示)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数据。

　　1)主页数据 。一般而言 ,主页数据是 HTML

格式的数据 。它包括超文本(hypertex t)、超媒体

图 1　南极地理信息库数据组织示意图

Fig.1　The Da taset of Antarctica G IS

(hypermedia)、超链接(hyperlink)等数据 。现有

互联网的信息一般仅包括 3H ,大多数网站没有超

图(hypermap)的信息。尽管现在主页数据的采集
和更新基本上得到实现 ,但问题是如何合理和有

效地把这些数据组织在一起。根据南极数据的特

点 ,把南极地理信息数据库的主页数据分为 4个

部分:科考研究 、基础测绘 、站区信息和在线帮助

信息。3S技术的发展为主页数据提供了丰富的

数据源 ,例如 ,用 GPS 手段进行全南极的地壳形

变监测;运用G IS 技术建立南极地区的地名数据

库;利用 RS技术生成卫星影像图;利用 3S 集成

技术系统地研究海平面变化。
2)矢量数据和属性数据。作为南极洲的矢量

数据库 ,它至少应包含以下几层信息:①水系图。

南极洲的水系图包括海岸线 、湖泊 、河流 、不溶冰

区和冰架等 5种地物 。②岛屿图。岛屿图与水系

图这两层形成了南极洲地理区域的骨架 ,起地形

控制作用 ,而且 ,这两种要素也是GIS中比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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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地理要素 ,许多地理分析和应用都以它们为

基础或参考。③等高线图和高程数据库 。这一层

数据反映了南极洲地势的起伏 ,同时也是生产

DEM 的重要数据源 ,对于研究南极冰川的覆盖和

变迁有着重要的意义 。④大地控制点和地名数据

库层。这两层数据实际上都是以表格的形式存

储 ,GIS 的图形部分仅调用点位和注记予以显示。

对于每一层的矢量数据都有相应的属性数据 。

3)元数据。元数据是对地理空间数据的定量

和定性描述(Kong , 1998;Lin , 1998b),使用于描

述数据内容 、定义 、空间参照 、质量及地理数据管

理等方面的数据 。它是地理信息数据描述的关键

技术之一 ,主要包括标识信息 、数据集概述 、数据

质量信息 、空间参照信息 、时空信息 、空间数据表

示信息 、分类信息 、分配信息 、元数据参照信息等。

本系统中的元数据信息包括图幅所在的区域 、采

集者 、所有者 、覆盖范围 、比例尺和精度 、采集日期

和更新日期 、数据结构和属性 、时空参照系以及数

据所在的位置等 。

4)影像数据 。南极洲的影像数据一般通过遥

感手段获得 ,采用 MSS 、TM 、雷达图像进行南极

冰川变化监测 ,对冰川流动 、演化 、冰山漂移等作

出分析。

2　互联网南极 GIS的设计与实现

　　互联网南极 GIS 除了要具备传统 GIS 的基

本功能(显示 、查询 、制图)外 ,还要具备Web GIS

的功能 ,而且还需要一种快速获取 GIS 数据的手

段 ,即提供元数据的查询和更新机制 。下面从系

统的体系结构和南极地理数据的获取流程来阐述

互联网GIS的设计与实现。

2.1　互联网南极GIS 体系结构的特点

如图 2所示 ,互联网南极 GIS 的网络结构有

如下特点 。

1)分布式网络。网络中心和分中心位于中

国 、美国 、澳大利亚 、阿根廷 、智利等十几个国家 ,

通过 Internet 相互联接。其中 ,中国南极网站包

括系统的Web 服务器和中国南极测绘数据库服

务器;而其他国家的南极网站包括数据库服务器

(实时动态数据更新和数据发布)和系统的语言及

数据获取部件 ,语言部件完成国际化支持 ,而数据

获取部件完成多源数据的访问 。

2)建立在 Internet上的虚拟网络。系统的各

节点在物理上是分散的 ,联系并不紧密(跨越大范

围的空间和不同的网络)。但它们通过 Internet

在提供信息共享这一功能层次上 ,把不同单位的

各种数据库联系起来 ,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它

们使用统一的技术体系(包括数据库建设 、信息发

布方式 、前端浏览方式 、信息管理方式等),服务于

共同的目的 ,并接受网络中心的协调 。对于外部

用户来说 ,它们是一个单一的信息服务者。

3)网络具有良好的扩充性 。由于上述两个特

点 ,该网络便于新数据库的加入 ,使得可利用的信

息越来越多。不同的国家遵循一定的数据存放规

则 ,管理级用户通过 Internet 把本国采集的数据

的 URL 、数据类型 、元数据等信息写到元数据服

务器中 ,元数据服务器便自动更新元数据库 。

4)数据更新和数据管理分开。数据更新由不

同国家负责 ,数据的管理由网络中心统一管理 ,系

统的设计遵循集中式管理 、分散数据采集的原则 ,

有利于数据的及时更新和统一发布 。

2.2　互联网南极G IS 的 3层体系结构

互联网南极GIS采用了 3层体系结构 ,用 Ja-

va和 JDBC开发了基于矢量图形与主数据库无缝

链接模型南极互联网 GIS 。与传统方法比较 ,这

种方法可以从主数据库中获取和管理包括 Ge-

ofile、GeoDB 、Arc/ Info 、MapInfo 、DXF 及 MGE 在

内的多数据源数据 ,并直接将这些数据传输给客

户端。用户可以方便地操作这些矢量数据 ,包括

漫游 、放大 、缩小 、查询和分析 。在客户端 ,用户可

以像在服务器端一样操作数据 ,并与主数据库无

缝链接 。这种方法同时具有地理信息处理的功

能 ,如地图特征的分析 、查询 、空间分析 、专题制

图 、距离分析及表操作等 。

互联网南极 GIS 由客户机 、Web服务器 、元

数据库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 4 部分组成 ,它们

所负责完成的任务是独立的 。Web 服务器负责

Web服务;元数据库服务器负责动态生成数据目

录 ,提供数据目录服务;数据库服务器负责数据库

管理和数据服务;其他任务由客户机完成 。在客

户端 ,用户所见到和操作的是矢量图形 ,并且与主

数据库无缝链接。因而 ,在客户端进行的漫游 、放

大 、缩小 、查询和分析等基本操作均在客户机完

成 ,无需Web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的参与 。由

于采用 Java和 JDBC 编程 ,因而系统具有很强的

移植性 、稳定性和安全性 。

系统采用完全面向对象的部件来组织 ,用 Ja-

va 来设计所有部件 ,如专题制图部件 、统计分析

部件 、显示部件 、数据管理部件和 JDBC 数据组织

部件等 。部件化设计体现了面向对象语言的特

点 ,即包容性 、多元性 、继承性和动态链接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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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方法对用户而言是透明的 ,同样的信息送给

不同的对象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基于现有 Class

的新的Class可以重用所继承Class的所有开放方

法和功能 ,本系统在运行时可以联接来自不同地

点的对象 ,它最大的特点是部件化结构 ,由 5个主

要的部件组成 ,即数据管理部件 、专题制图部件 、

统计分析部件 、显示部件和 JDBC 数据组织部件。

图 2　互联网南极地理信息系统的网络结构示意图

F ig.2　The Netwo rk Structure of I nternet G IS

of Antarctica

2.3　互联网南极GIS 的数据获取过程

互联网上的数据获取过程主要解决数据的更

新和访问。从客户(网民)的角度来看 ,就是如何

获取需要的地理数据;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 ,就是

如何动态地更新数据 。这两个过程都涉及到元数

据的动态更新 ,例如 ,从美国的南极网站登录本系

统 ,首先要输入用户名 、密码 、所在国家;系统根据

用户名 、密码判断用户的权限 ,根据所在国家给出

不同的语言 ,然后根据权限启动不同的用户界面。

如果作为一般用户 ,系统则根据提出的元数据请

求 ,启动分布式数据获取部件 ,获取请求地理区域

的数据 。如果是管理级用户 ,系统则判断是进行

数据访问还是数据更新 ,如果是数据访问操作 ,则

与一般用户相同;如果是数据更新 ,则元数据服务

器根据请求刷新元数据库 ,同时发出指令要求当

前管理级用户更新本地的数据库。

3　应用实例

　　互联网南极 GIS 主要解决南极地理信息的

分布式共享 。基于 Internet_GIS GeoSurf 3.0 开

发的系统如图 3所示 ,它具有如下功能:

1)完善的图形显示功能。用户可以实时地在

客户端完成放大 、缩小 、漫游 、查询等 GIS基本功

能。

2)强大的地图管理功能。用户不仅可以操作

多源数据 ,而且采用独一无二的二进制编码加速

数据的装载。对于多级比例尺的连接 ,用户不仅

可以逐级浏览地图 ,而且可以根据路线查询地图;

对于多源数据的叠加 ,用户可以浏览一幅图 ,也可

以同时调用几幅图完成特定的功能 。

3)丰富的制图功能。用户可以在互联网上根

据不同的主题制作专题图和统计图 ,如图 4所示 ,

并且可以利用本地的资源打印各种结果 。

4)真正的跨平台操作 。对用户端和服务器端

的操作系统无特殊要求 ,客户端只需支持 Java的

浏览器如 IE4.0 或 Netscape 即可 ,系统同时支持

中 、英文界面。

5)良好的安全性。系统完全采用 Java 语言

编写 ,由于 Java独特的网络安全技术保证了客户

端的绝对安全 ,故客户数据不可能受到破坏 。

6)多媒体的功能。系统可以播放声音和动

画 ,同时具有媒体解说功能。

7)支持多种语言 。系统可以支持英语 、汉语 、

日语等语种 ,真正实现了客户端的跨平台。

8)丰富的查询功能。用户不仅可以通过点查

询 、线查询 、面查询等多种方式实现图形查询属

性 ,而且可以通过系统提供的 SQL 查询实现属性

查询图形 ,为用户与空间信息的交互提供了十分

方便的工具。

4　结　论

　　1)互联网南极 GIS 是GIS与 Internet和南极

信息发布的最佳结合 ,实现了南极地理信息的实

时在线发布和信息获取 ,解决南极地理信息的分

布式计算和互操作。

2)元数据在互联网南极 GIS 中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它给用户提供了快捷 、有效访问感兴趣

数据的手段。

3)系统特征_国际化支持 、多分布式数据源 、

分布式部件 、分布式计算和互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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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互联网南极地理信息系统主界面

Fig.3　The User Interface o f Internet G IS of Antarctica

图 4　长城站固定设施面积直方图

Fig.4　The Area Sta tistics of G reat Wall Station

　　Internet技术的发展为地理信息共享提供了

一个开放的信息空间 ,很容易在浏览器和数据源

之间建立联系 ,使在全球范围内地理信息共享成

为可能。建立一个开放的系统允许包括政府决策

部门 、研究机构 、学者和公众的众多用户快捷方便

地获取信息。 Internet GIS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 ,

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例如 ,地理信息可视化技术的

研究 ,基于互联网的空间分析的研究 ,基于多源数

据的数据仓库技术的研究 ,地理信息软件的互操

作等。互联网南极 GIS 由于跨国家和数据采集

的多样化等特性 ,在设计和软件实现中应该考虑

到软件跨平台和访问异构数据源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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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act of the Antarctica , especially geog 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 on our future

becomes more profound.Compared to the t raditional GIS , Internet GIS has the following benefit s:

Firstly , Internet technology transfers GIS which has only been used by professional to public in-

formation sy stem which can be used by everyone who know s about Internet in any w ay or any

time.In other w ords , it makes GIS enter into everyone.Secondly , i t can reduce expenditure in data

promulg at ion and improve geographic data' s share extent and avoid data' s collection repeatedly by

means of accessing data on Internet .Thirdly , it can const ruct geog raphic informat ion service net_

work via Internet_based GIS technology by means of the facili ties of information highw ay .There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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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 , it is an urgent thing to const ruct a GIS to realize Antarctic data' s access , sharing and publishing on

Internet.

　　As we all know , the rapid advance of networking and componentization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in software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Java , being robust , secure , easy to use ,

easy to understand , and automatically downloadable on network , is an excellent language basis for database

applications.What is needed is a way for Java applications to talk to a variety of different databases.JDBC

(Java database connectivity)is a Java API for executing SQL statements.It consists of a set of classes and

interfaces written in the Java programming language.JDBC provides a standard API for tool/database de-

velopers and makes it possible to write database applications using a pure Java API.

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GIS ——— GeoStar software.The main advantages of the software com-

pared to similar softw ares are:①An object_orientated spatial data management platform which has high

efficiency;②Integration of vector database , image database and DEM database;③Component GIS;④

Internet GIS designed with Java which provides the method to access ,publish and share GIS data on In-

ternet.

Besides ,it expati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tarctic data w hich has the distributive characteristic

containing perpendicular distribution and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Antarctic data , etc.

Homepage data is the description of each web site of Antarctica ,which includes hypertext , hypermedia ,

hyperlink ,hyperdocument , video and VRML , etc.Vector data is main portion of the system , which in-

cludes water system maps ,island maps , contour maps and elevation data , geodesy control points and place

name data.Attribute data is stored by RDBMS , which provides the convenient method to refresh and

modify.Metadata is referred to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escription of geographic spatial data and is the

data to describe spatial data' s contents ,defintion , spatial frame of reference ,quality ,management , etc.Im-

age data is acquired by RS method ,which is integrated into vector data.

Moreover , the authors int roduce the Internet_bas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of Antarctica con-

sisting of Web Server (in China), Multi JDBC Data Acquisition Server , Metadata Server and Multi

Database Server.Web Server is in charge of Web services , such as network directory service ,user' s power

management etc.Database Server is in charge of database management and database service , Metadata

Server is in charge of metadata management.The rests of the tasks are finished by Client side , such as

pan ,zoom in ,zoom out , etc.

　　Finally , this system includes data manage component ,data acquisition component ,spatial query com-

ponent ,mapping component , language component ,display component and spatial analysis component ,etc.

which can access and manage multi data source such as Geofile , GeoDB ,Arc/ Info , MapInfo , DXF and

MGE , link with database including Sybase ,SQL Server ,Oracle ,DBase ,Access ,Foxpro and Informix.Data

manage component is in Web Server ,which is in charge of creating network directory service.Data acqui-

sition component is distributed on nodes with database Server on Internet ,which is in charge of accessing

multi data source.Spatial query component is in Web Server ,which can be downloaded to Client and run

on Client and is in charge of picking up querying , line querying and polygon querying , etc.Mapping com-

ponent is in charge of thematic mapping and statistics mapping.Language component is in charge of t rans-

lating different charter set into unicode , so different users can be brow sed in their ow n language.By means

of WWW browser , such as Netscape Communicator or Internet Explorer ,user can easily start thi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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