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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对象集成化空间数据库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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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一代地理信息系统要求矢量 、影像和 DEM 数据集成化管理。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面向对象思想

的矢量 、影像和 DEM 三库集成的空间数据模型 , 讨论了集成化空间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实现方式。该空间数

据库管理系统已作为 GIS 软件GeoS tar 的核心 ,被用于中国的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 管理国家级 、省级和市

级的多数据源 、多比例尺的空间数据 , 被认为是一种高效可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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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的集成一直是两者所追

求的目标。一方面 ,遥感是 GIS 重要的数据源和

数据更新的手段;另一方面 ,GIS则是遥感数据处

理极有价值的技术支持 ,用于辅助语义和非语义

信息的自动提取 。但是以往的集成方式都是针对

单幅影像或者一个较小工作区范围 ,将两者的数

据进行一体化处理 ,而不是针对地理空间数据库

与影像数据库集成化管理而提出的方案 。

随着遥感技术和数字摄影测量技术的快速发

展 ,影像数据越来越多 ,而且越来越受到重视。数

字地球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将高分辨率的遥感影像

覆盖全球 ,并通过建立覆盖全球的数字高程模型 ,

建立地球景观模型 ,形成虚拟地球。同时 ,城市景

观模型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这些模型的建立过

程中都需要将影像数据 、DEM 和矢量数据进行集

成化管理。这种多源数据管理涉及的不是一个图

幅或一个小区域 ,而是覆盖整个城市 ,或一个省 、一

个国家乃至全球 。所以需要研究开发一种能集成

多种类型数据的海量空间数据库管理系统。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硬件设备已完全可以满

足这种多源数据集成化管理的要求 ,计算机的外

存可以扩展到几十甚至几千 TB。当前的瓶颈问

题是商品化的 GIS 软件还满足不了对这些海量

数据进行高效检索和存取的要求。现在市场上流

行的 GIS 软件管理矢量数据已有比较成熟的技

术 ,但是还不能适应大型影像数据库 、DEM 数据

库以及三库一体化的管理 。

新一代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GeoStar 以面向对

象技术和集成化空间数据库管理系统为基础 ,能

满足三库一体化空间数据管理的要求。

1　面向对象集成化空间数据模型

　　面向对象数据模型是面向对象技术与数据库

技术相结合的产物。面向对象技术已成为现代计

算机技术的主流技术。在众多领域 ,面向对象技

术已成为新一代软件体系结构的基石。面向对象

数据模型和面向对象的空间数据管理一直是地理

信息系统领域所追求的目标。自 80年代末以来 ,

人们就相当重视面向对象技术在 GIS 领域的应

用(龚健雅 ,1990),软件技术也在不断发展。较早

推出的面向对象 GIS 软件 System 9 ,对面向对象

方法在 GIS 中的应用起了较大推动作用。之后

的Small Word 和最近的 Arc/ Info 8.0 ,已使面向

对象 GIS 到了普及应用阶段 。GeoStar 从一开始

设计就采用面向对象数据模型和面向对象技术

(龚健雅 , 1994),中国的地球空间数据交换格式也

以面向对象逻辑模型为主要设计思想(龚健雅 ,

1998)。

在面向对象数据模型中 ,其核心是对象(ob-

ject),对象是客观世界中的实体在问题空间的抽

象。空间对象是地面物体或者说地理现象的抽象。

空间对象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个是几何特征 ,它

有大小 、形态和位置;另一个是地物要素的属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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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就属性特征来说 ,一般将空间对象进行编码 ,

国家亦有空间要素的分类编码标准 。就几何特征

而言 ,空间对象在二维 GIS 中可以抽象为零维对

象 、一维对象和二维对象(龚健雅 , 1996)。

实际上 ,我们将零维对象均抽象为点对象 ,一

维对象抽象为线对象 ,二维对象抽象为面对象。

为了直观地表达空间对象及周围环境的状态和性

质 ,一般需要注记 ,亦可称为注记对象。

图 1所示为 GeoStar中面向对象集成化的数

据模型。在这一数据模型中 ,有 4类空间实体对

象:点对象 、线对象 、面对象 、注记对象。它们可以

看成是所有空间地物的超类。每个对象又根据其

物理(属性)特征划分成地物类型 ,一个或多个地

物类组成一个地物层。地物层是逻辑上的 ,一个

地物类可能跨越几个地物层 ,这样就大大方便了

数据处理 。例如 ,一条通航的河流可以在水系层 ,

也可以在交通层 , 它不像在 Coverage 模型中那

样 ,需要从一个层拷贝到另一个层进行处理 。这

里的地物类是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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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面向对象集成化的数据模型

F ig.1　An Integ rated Spatial Data Model on the

Basis of Object_o riented Idea

　　在地物层之上是工作区 ,一个工作区是一个

工作范围 ,它可以包含该范围内的所有地物层 ,也

可以是几个地物层。多个工作区可以相互叠加在

一起 。在横向 ,若干个工作区组成一个工程 ,工程

是所研究区域或一项 GIS工程所涉及的范围 ,如

一个城市 ,一个省 ,也可能是一个国家。一个工程

是一个空间数据库。

为了将影像和 DEM 与矢量化的空间对象集

成在一起管理 ,定义影像和格网 DEM 作为两个

层。这两个层的操作和管理与地物层相似 ,但其

存贮方式不同。影像层和 DEM 层可以置于工作

区中 ,也可以置于工程中 。当置于工作区时 ,它们

可以是单幅图的影像或 DEM 。但是在工程中 ,它

们需预先建立影像数据库和 DEM 数据库 ,此时

做到矢量数据库 、影像数据库和 DEM 数据库的

集成化管理。

2　面向对象集成化空间数据库管理
系统的实现

　　影像 、矢量 、DEM 集成化空间数据库实际管

理时仍然划分为 3个子库 ,如图 2所示 。3个数

据库可以分别建库 ,即采用 3种类型数据库管理

系统。在建立了各种类型的数据库之后 ,可以分

别进行空间数据的查询 、分析与制图。另外 ,为了

与其他两种类型的数据集成管理 ,每种数据库管

理系统各自提供一套动态链接库函数 ,使之能在

矢量数据库管理系统中调用影像数据库和 DEM

数据库 。同样 ,在 DEM 数据库管理模块中也可

能通过动态链接库调用矢量数据库和影像数据

库 ,进行多数据源的空间查询 、分析与制图。

集成化空间数据库

矢量数据库 影像数据库 DEM 数据库

图 2　集成化空间数据库系统

Fig.2　I ntegrated Spatial Database

　　矢量数据管理直接采用面向对象技术。为

此 ,笔者开发了一个面向对象空间数据管理的引

擎 ,负责空间对象的操作与管理。如图 3所示。

图 3　面向对象空间数据管理

Fig.3　Object_oriented Spatial Data Management

　　空间对象管理主要由对象存储管理器和对象

管理器组成。对象存储管理器主要负责对空间各

类对象存取 ,建立空间索引 ,实现对持久对象的存

储以及记录空间操作的事物日志 ,并且在必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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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空间对象进行恢复 。对象管理器主要负责空间

对象的生成 ,分配对象和工作区的惟一标识 ,实现

对空间对象的调度 ,完成各种基本的空间查询 ,维

护空间对象的一致性 ,实现在网络环境下的多用

户控制 ,实现对地物类 、层 、工作区 、工程等的管

理。

影像数据库管理的核心是将影像分块和建立

影像金字塔。由于一幅影像数据量太大 ,难以满

足实时调度的要求 ,所以需将分幅的影像进一步

分块存放 ,如将 512×512作为一个子块 。通过索

引记录块的指针 ,使得在影像漫游时 ,根据空间位

置索引到指针 ,直接指向并调用数据块 。另外 ,当

比例尺缩小时 ,需要看到更抽象的影像 ,如果直接

从底层调用数据后再抽取 ,速度太慢 。所以需要

建立影像金字塔 ,根据不同的显示比例 ,调用不同

金字塔层次上的数据 。影像数据库的数据结构如

图 4所示 。

图 4　多级比例影像数据库数据结构

F ig.4　Data Structure in Multi_scale Image Database

　　DEM 建库的目的就是要将所有相关的数据

有效地组织起来 ,并根据其地理分布建立统一的

空间索引 ,进而可以快速调度数据库中任意范围

的数据 ,达到对整个地形的无缝漫游。同样 ,采用

金字塔数据结构 ,根据显示范围的大小可以灵活

方便地自动调入不同层次的数据 。比如 ,既可以

一览全貌 ,也可以看到局部的微小细节 。

通过“工程—工作区 —行列”结构 ,便可惟一

地确定 DEM 数据库范围内任意空间位置的高

程。为了提高对整体数据的浏览效率 ,DEM 数据

库采用金字塔层次结构和根据显示范围的大小来

自动调入不同层次数据的机制 。金字塔层次结构

的 DEM 数据库设计如图 5所示 ,

1∶1万 DEM 数据库工程

基本比例尺
数据

1∶5万
辅助库

1∶25万
辅助库

1∶100万
辅助库

DEM 工作区

元数据 Info
分辨率 、大小 、位置等 高程矩阵行 、列

图 5　DEM 数据库结构

Fig.5　DEM Data Structure

　　GeoStar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地理信息系统软

件。该软件系统包括一系列可选的功能部件(动

态挂接选件和独立运行模块)与二次开发控件 ,它

包含了地理信息系统 、遥感图像处理和数字摄影

测量以及多比例 、多数据源空间数据库管理系统

的各种功能。软件的体系结构如图 6 所示 ,软件

的物理连接关系如图 7所示。

3　面向对象集成化空间数据库管理
系统的应用实例

　　面向对象集成化的空间数据库管理系统是一

种高效 、直观和适应性强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该系

统作为 GeoStar 的核心 , 已成功用于管理全国

1∶100万和1∶25万的基础地理信息 。一个含有影

像数据 、矢量数据和 DEM 数据的省级基础地理

信息系统的示范工程已经在广东省建成 ,该系统

包含了覆盖全省的 1∶25 万 TM 遥感影像数据 、

DEM 数据和矢量数据 ,覆盖珠江三角洲的 1∶25

万SPOT 与 TM 融合的影像数据以及覆盖珠江三

角洲的 1∶1万航空数字正射影像 、DEM 和矢量数

据 ,形成了一个多比例尺 、多数据源的数据库 。该

示范工程拥有 80多个GB的数据量 ,系统可以根

据用户所选定的比例尺快速检索并提取到相应的

各种类型数据 ,逐级放大 ,可分别得到1∶25万 、1∶5

万 、1∶1万的影像 ,并可以将矢量 、影像和 DEM 数

据进行集成化管理。

4　结　论

本文介绍的“三库一体”思想在 GeoStar的系

统设计与开发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经过有关示范

工程建设 ,为建设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和实现

“数字地球”长远战略目标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

初步方案 。当然 ,为了适应网络技术 、通讯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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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GeoStar 软件体系结构

Fig.6　The Architecture of GeoStar

图 7　GeoStar各模块之间的关系

Fig .7　Modular Relationship in GeoStar

数据库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等高新技术的日新月

异的发展 ,GeoStar本身也在不断完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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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 ration of remote sensing and GIS is the long_term goal of both remote sensing

and GIS .Remote sensing is the important data source of GIS and the means of dataupdating .Ad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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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tionally ,GIS is the auxiliary information of remote sensing image processing and classification ,

which is used to automatically ex tract semantic info rmation.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mote sensing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kinds of integ rations.One is the separated but parallel in-

teg ration(different user interfaces ,different tools and dif ferent databases).The second is seamless

(the same user interface ,but different tools and dif ferent databases).The thi rd is total integration

(the same user interface , tools and database).However , all the integration is aimed at the sing le

image or the integ rated management of tw o data in one w orkspac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emote sensing and digital photog rammetry technologies , the

amount of image data has dramatically increased , and has garnered more and more at tention.For

example , one basic idea of Digi tal Earth is to cover the surface w ith high_resolution remote sensing

images , and by means of DEM covering the w orld , to establish the virtual landscape of the earth.

On the other hand , the cybercity has gained a much higher profile.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se

models , the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image data ,DEM and vecto r data are in g reat demand ,not

just for mult i_sources data management of a single image or a small area , but for management cov-

ering a ci ty , a province , a country and even the w hole world.The commercial GIS sof tw are pack-

ages can handle the large spatial database w ith vector data format.However ,most of them are not

eff icient enough to manage image database and DEM database.Therefo re ,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

op a spati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 stem that can integ rate various data.

With regar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omputer technology , the hardw are fully

meets the needs of multi_sources integrated management.The external memory of computers is

able to ex tend to tens of TBs , and even thousands of TBs.The current urgent problem is that the

commercialized GIS sof tw are cannot meet the demand.Popular GIS sof tw are currently on the

market has already developed the mature technology to manage vecto r database.However , it has

not yet been adapted to manage image database ,DEM database and the integ rated three databas-

es.

This paper brings forw ard a vector , image and DEM integrated spatial data model on the basis

of the object_oriented idea.I t also discusses the implementation method of this integrated spati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 stem.The spat i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has been used in the con-

st ruct ion of China Spatial Data Inf rast ructure as the base of a GIS software , GeoS tar.I t reveals

that the system has high ef ficiency and feasibility to manage national ,provincial and city spatial

data of multi_scales and mult i_sources.

Key words　object_oriented;integrated spatial data base;GIS;spatial data inf rast ructure (S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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