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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地球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 ,信息获取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传统的地基的 、手

工的 、单点的 、单要素向空基的 、全自动的 、面域的 、全要素方向发展;所获取信息的数据量成几何级数增加 , 数

据的质量和性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同时 ,地球空间信息技术的应用也从传统的测绘领域迅速扩展到更

加广泛的领域 ,这些新兴的应用反过来又对地球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特别是动态和实时

方面的巨大需求将促使地球空间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的结合 , 从而促进其进一步发展。可以预见 ,在 21 世纪

地球空间信息技术将与通信技术紧密结合 ,并充分利用通信技术迅速发展的大好机遇 ,获得快速发展。本文

在对地球空间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集成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 着重对技术集成的模式和方

法进行深入讨论 ,并通过典型应用的分析进一步阐述其应用领域和前景。最后 ,提出地球空间信息技术与通

信技术的集成是下一个世纪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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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 , 21世纪信息技术将取得飞速发

展 ,并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

式 ,信息技术也将在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发挥

巨大作用。同时也可以发现 ,技术创新将成为新

世纪科技进步的主旋律 ,而技术创新的主体将是

技术集成 ,并且通过技术集成 ,许多学科将向更高

的水平发展。

回顾传统测绘科学技术的发展 ,它走过了模

拟和解析时代 ,进入了数字时代 ,并且从测绘学发

展到今天的地球空间信息学。它不仅包含现代测

绘科学的所有内容 ,而且体现了多学科的交叉 、渗

透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以“3S”技术为代表的

地球空间信息技术不再局限于数据的采集 ,而是

强调对地球空间数据和信息从采集 、处理 、量测 、

分析到管理 、存储 、显示和发布的信息流全过程。

这些特点标志着测绘学科从单一学科走向多学科

的交叉;从利用地面测量仪器进行局部地面数据

的采集到利用各种星载 、机载和舰载传感器实现

对地球表面及其环境的几何 、物理等数据的采集;

从单纯提供静态测量数据和资料到实时/准实时

地提供随时空变化的地球空间信息 ,将空间数据

和其他专业数据进行综合分析 ,其应用已扩展到

与空间分布有关的诸多方面 ,如精准农业 、数字城

市 、智能交通 、数字化战场 、环境监测与分析 、资源

调查与开发 、灾害监测与评估等。

综上所述 ,在地球空间信息技术的许多应用

中 ,对动态 、实时和远距离控制与操作等方面提出

了新的要求。而且 ,随着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 ,这

方面的要求将会越来越高。而实现动态 、实时和

远距离控制与操作处理的关键是数据通信技术的

应用 。本文对地球空间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集成

的可行性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着重对技术集成的

模式和方法进行了深入讨论 ,并通过典型应用的

分析进一步阐述其应用领域和前景 。

1　技术集成的可行性

以“3S”技术为代表的地球空间信息技术具

有全数字 、全自动 、数据标准化等特点 ,能够顺利

实现与各种通信设备的接口。网络和通信技术在

近几十年取得了令人鼓舞的飞速发展 ,特别是宽

带网络技术 、IP技术 、WAP技术以及数字微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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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卫星数据中继技术和调频副载波技术的发

展为地球空间信息技术与之结合创造了必要的基

础。其发展趋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概括。

1)公用骨干电信网向分组化 、大容量化发展

为了更加便宜有效地处理和传送数据 、语音

和视频信息 ,电信网正由传统的电路交换网向基

于 IP 的分组网转移 。基于 IP 的分组网采用

TCP/ IP协议使得不同网络间的连接大大简化 ,

而宽带 IP 网巨大的网络带宽和流量使信息流量

大大增加 ,可以满足不同业务和大量用户的要求 ,

这一点为大数据量的空间数据(特别是影像)的网

上传送提供了可能 。宽带 IP 网推动了高速路由

技术的发展。高速路由器的出现省去了 ATM ,直

接在 SDH 网上运行 IP 数据包 , 这就是 IP over

SDH 。将 G 位 T 位线速路由交换技术与密集波

分复用(DWDM)技术结合 , 就可以完全抛开

ATM 和 SDH ,在光纤上直接传送 IP 数据包 ,这

就是 IP over WDM 。就 IP 业务而言 , 采用 IP

over WDM 省去了ATM 层的处理 ,传输效率比有

ATM 时提高了许多 ,实施简单 ,价格也便宜。采

用密集波分复用技术后 ,省去了 SDH 设备 ,每个

通信不再是SDH 的分复用一个通信道 ,而是独占

密集波分复用的一个通道 ,进一步提高了网络的

效率 ,降低了网络的造价 。

另外 ,卫星通信开始向宽带化 、移动化发展 ,

满足卫星广播电视和数据直播业务的地球同步轨

道卫星 、用于定位系统和移动电话系统的中低轨

道卫星已经商用化 ,满足大数据量的多媒体交互

业务的低轨道宽带卫星正在积极研制中 ,这些都

使得空间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的集成成为可能。

2)接入技术向宽带化 、无线化发展

接入网是目前通信网的瓶颈 ,首先要解决宽

带化问题 ,以满足多媒体通信和高速 Internet数

据下载的需要 。一方面 ,为用户提供宽带业务的

接入网技术如光纤到家庭(FTTH)、XDSL 和

HFC已经成熟并开始应用于通信工程;另一方

面 ,基于宽带无线接入技术的多点分配系统

(LMDS)、移动宽带系统(MBS)、无线局域网和无

线ATM 的应用研究日益广泛 。支持快速连接 、

高速率数据下载业务的接入技术为空间数据的网

上发布 、浏览和分析处理提供了技术保障。

3)移动通信向高码率发展

随着通信业务向大数据量和实时化方向发

展 ,2MB/ s的码率越来越不能满足用户各种新的

宽带业务的需要 。目前国外开始研究第四代移动

通信系统 ,第一步目标是 10MB/s 的码率。高码

率移动通信系统的发展 ,可以提高空间信息技术

中要求进行适时 、大数据量传送的应用系统的效

率(如数字化战场)。

4)通信终端向多媒体和移动化方向发展

如何结合各自的技术优势 ,不受信息资源的

限制和用户访问时的位置限制 ,以统一的标准向

用户提供无处不在 、多种多样的信息网络服务 ,成

为网络界和电信业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 ,即通

信终端的多媒体化和移动化。会议电视 、 PSTN

可视终端 、IP 电话 、WAP 手机 、呼叫中心和家庭

信息终端都是为适应通信终端的多媒体化和移动

化发展的。值得一提的是 ,基于 Internet 中广泛

应用的标准(如 HTTP , TCP/ IP , SSL , XML 等),

提供一个对空中接口和无线设备独立的无线 In-

ternet全面解决方案 ,同时支持未来的开放标准

的WAP协议 ,旨在通过定义一个开放的全球无

线应用框架和网络协议标准 ,将 Internet和高级

数据业务以智能信息传送的方式引入数字移动电

话 、寻呼机 、PDA(个人数字助理)等无线终端 ,并

实现兼容和互操作。多媒体和移动化的通信终端

为空间数据的适时 、交互处理提供了基础平台。

此外 ,数字微波技术 、卫星数据中继技术和调

频副载波技术也取得了迅速发展。这些都为空间

数据的实时传播和动态发布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

件。

2　技术集成的基本模式

2.1　GPS 与通信技术集成

80年代以来 ,尤其是 90年代以来 ,GPS卫星

定位和导航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 ,在空间

定位技术方面引起了革命性的变革。用 GPS 同

时测定三维坐标的方法将测绘定位技术从陆地和

近海扩展到整个海洋和外层空间 ,从静态扩展到

动态 ,从单点定位扩展到局部与广域差分 ,从事后

处理扩展到实时(准实时)定位与导航 ,绝对和相

对精度从 m 级到 cm 级乃至亚 mm 级 ,从而大大

拓宽了它的应用范围和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 。通

过 GPS 与通信集成系统在工程领域可以实现大

型水电站大坝 、建筑物 、大型滑坡的实时监测 ,在

导航领域可以实现海洋和内河运输 ,航空飞行与

机场的导航 ,以及公安 、交通 、银行等部门的车辆

管理与安全防范。具体应用如下:

·GPS与调频副载波技术集成局部广域差分

服务系统;

·GPS 与卫星通信技术集成广域差分服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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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GPS与数字微波和光纤通信技术集成大坝

安全监测系统;

·GPS与移动通信技术集成车辆监控与调度

系统;

·具有全球定位功能的新一代手机 。

2.2　GIS与通信技术集成

目前 , GIS 的发展一方面基于 Client/Server

结构 ,即客户机可在其终端调用在服务器上的数

据和程序;另一方面 ,通过互联网络发展 Internet

GIS或 Web_GIS ,可以实现远程寻找所需要的各

种地理空间数据 ,包括图形和图像 ,并且可以进行

各种地理空间分析 ,这种发展是通过现代通信技

术使GIS 进一步与信息高速公路接轨 。具体应

用如下:

·基于WAP 技术的无线终端(PDA 、手机)空

间信息服务系统;

·基于 Internet和 IP 技术的网络GIS 。

2.3　RS与通信技术集成

遥感信息的应用分析已从单一遥感资料向多

时相 、多数据源的复合分析过渡 ,从静态分析向动

态监测手段过渡 ,从对资源与环境的定性调查和

系列制图向计算机辅助的定量自动制图过渡 ,从

对各种现象的表面描述向软件分析和计量探索过

渡。在我国 ,遥感技术的发展已从单纯的应用国

外卫星资料到发射自主设计的遥感卫星 ,如已发

射的用于气象研究的风云卫星 、中巴资源卫星 、尖

兵卫星等 。多源遥感影像融合的遥感应用领域也

得到很大扩展 ,如天气预报 、土地利用动态监测 、

洪水监测 、农作物估产 、城市规划 、土地管理以及

海洋 、环境 、资源等领域。通信技术是遥感应用的

基础 ,贯穿数据的获取 、传输和应用的全过程 。具

体应用如下:

·基于卫星影像的土地资源实时动态监测系

统;

·机星地一体化灾害应急系统;

·基于 GPS/ INS的无人机遥感侦察和三维成

像系统;

·侦察卫星数据传输与应用系统。

2.4　“3S”与通信技术集成

“3S”集成是指将 GPS 、RS 、GIS 有机地集成

在一起 ,通过与通信技术的集成 ,构成整体的 、实

时的和动态的对地观测 、分析和应用的运行系统 ,

提高“3S”应用的自动化 、实时化和智能化功效。

如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和

我国武汉大学进行的集 CCD 摄像机 、GPS 、GIS

和其他传感器为一体的移动式测绘系统(mobile

mapping sy stem)。其他具体应用如下:

·数字城市;

·智能交通;

·精准农业 。

3　技术集成的关键问题

3.1　空间数据的压缩与解压缩

空间信息的集成面临多传感器的多源数据的

处理问题 ,其中海量的空间数据必然带来数据传输

和存储问题 。庞大的数据量即使是宽带高速网 ,也

不能使影像在万维网上以多种比例尺任意漫游 ,因

此 ,空间数据的压缩显得尤为重要。此外 ,空间数

据的管理和使用 ,如影像数据库的建立(影像无缝

漫游)、网上数据分发 、数据通信传播 、ISDN ,都要

求对空间数据进行压缩和解压缩处理 。

空间数据的压缩技术涉及到 3个互相制约的

技术指标 ,即压缩和解压缩速度 、压缩比和压缩质

量。从这 3个相互制约方面着手 ,研究三者最优

条件下的压缩技术是空间数据的压缩和解压缩的

关键 。被誉为“数学显微镜”的小波技术由于具有

优良的时频分析能力 、变焦性能 ,能有效地应用于

空间数据的压缩和解压缩。结合分形理论 ,从空

间数据的组织特点 、信息特征出发 ,利用小波理论

进行空间数据的压缩和解压缩将成为空间数据压

缩领域的研究热点 。此外 ,还需建立网上空间数

据(特别是影像数据)的压缩和解压缩模型 ,实现

空间数据的无约束通信。

3.2　基于WAP 技术的空间数据浏览

WAP(无线通信协议)是在数字移动电话 、因

特网或其他个人数字助理机 、计算机应用之间进

行通信的开放式全球标准。从技术角度看 ,无线

互联属于窄带网 ,网络环境非常不稳定 ,本身技术

含量要求特别高 ,基于 WAP 的空间数据浏览更

为困难。

根据WAP 的特点 ,技术研究的重点应放在

服务器端 ,以尽量减少客户端的负荷 。从这一点

看 ,服务器端空间数据的组织模型是WAP 浏览

的关键技术 。另外 ,WAP 应用的本质在于个人化

和本地化 ,这种复杂的应用又反过来要求其具有

稳定的 、可扩展性的交易环境 ,因此 ,在考虑服务

器端空间数据的组织时 ,要研究具有可兼容 、扩展

和交互的 、满足客户端要求的空间数据浏览技术。

3.3　分布式空间数据库管理

数据管理是建立一个基于 Internet 、用于数

3第 1 期　　　　　　　　　　　李德仁等:论地球空间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的集成　　　　　　　　　　　　　　



据更新和存储的集矢量和影像数据为一体的网络

数据库 ,并对数据进行更新 ,从而保证空间信息的

现势性。以分布式基础空间数据库和元数据为主

要数据源 ,根据对外服务的内容 ,通过对空间数据

的密级认定 ,对源数据进行分析 、加工 、变换和提

取空间数据的基础性 、公益性数据作为公开发布

内容。以计算机网络为信息发布载体 ,通过分布

式数据库管理系统 、WebGIS 、虚拟现实技术等的

应用以及专用信息发布平台和空间数据搜索引擎

的开发应用 ,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 。用

户使用搜索引擎根据元数据在网上查询所需要的

空间数据 ,然后按电子商务的交易方式购买或免

费获取空间数据 。

目前 ,Web数据库访问技术有 CGI 、Web 服

务器专用 API 、JDBC 、ObjectWeb 四种方法。Ob-

jectWeb是最新一代的动态网页技术 ,主要是 Ja-

va/CORBA 和 ActiveX/DCOM 两种互相竞争的

技术。ObjectWeb通过分布式对象技术允许客户

机直接调用服务器 ,开销小 ,避免了 CGI 形成的

“瓶颈” 。两种方式都是独立于语言的且可代码重

用。但 ActiveX/DCOM 目前只能在 Win95/NT

上运行 ,而 Java/CORBA 具有跨平台的特性 ,具有

十分突出的优点 。

3.4　实时空间数据双向无线移动通信技术

目前 ,在移动通信技术中 ,可以通过如 GSM

短消息 、无线数传电台等公用和专用系统实现空

间数据的双向实时移动通信 ,所需解决的问题是

大数据量和多通道的问题。在 WAP 技术中 ,采

用“蓝牙(Bluetooth)”技术可以实现 WAP 服务器

端和用户端间简单的查询 、分析功能。但是 ,在大

多数应用 ,如数字化战场 、灾害应急系统 、智能交

通等中 ,要求通信交换的空间数据是大数据量 、实

时的 、双向的 ,即现场数据(图像 、地理信息等空间

数据)与指挥中心(服务器端)的决策 、控制保持双

向实时无线通信 。因此 ,研究实时空间数据双向

无线移动通信是WAP 中的关键技术之一 。即使

到了第二代 、第三代无线移动通信条件下 ,仍需要

针对实时空间数据双向传输和远程控制与互操作

进行技术攻关。

4　技术集成的典型应用

4.1　实时测量和空间数据库实时更新与分发

将各种测量手段如地面全站仪 、GPS 、航空与

卫星遥感数据采集系统等与实时双向数据通信系

统结合。任何野外测绘和地图更新工作可通过可

视通信方式与 GIS 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网络 GIS

空间数据服务中心等直接在线实时相连接 ,所有

数据采集成果均可进行实时入库 、实时质量控制 ,

这将使现有的空间数据采集方法产生革命性变

化。同时 ,利用网络技术也可以实现空间数据的

在线处理和制图 ,如测量平差 、专业制图等 ,这使

得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朝着专业化分工又迈进了

一步 。此外 ,还可以实现空间数据的分发和服务。

一方面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向各种用户发送所需的

各种数据;另一方面 ,又可以按照用户的要求完成

各种空间分析 ,为用户提供多种专业的分析结果 ,

从而方便空间信息应用。

4.2　数字城市

城市是人们现实生活中一个重要的活动空

间 ,随着现代城市的飞速发展 ,人们对城市的了解

不再停留在原有的数字图或平面图上 ,而是要求

有一个直观的 、现实的感受和了解 。因此 ,笔者认

为 ,数字城市是数字地球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

组成部分 。目前 ,数字城市大致分为 3种:①以文

本形式提供的信息源 ,如平面图;②二维站点 ,它

包括城市地图和风景画(电子地图);③三维数字

城市空间 ,以三维虚拟城市模型作为界面 ,加载各

种专题信息系统 ,提供各种信息服务。笔者认为 ,

第三种形式是未来数字城市的基本表现形式 ,对

于未来的城市信息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城

市信息是指为满足城市居民日常生活 、工作需要

的时间和空间信息 ,如城市道路 、交通 、旅游 、电

信 、服务机构(包括医疗 、商业 、政府机关等)等。

城市信息服务是为城市居民提供各种信息 、日常

业务等以信息数据处理为主要内容的各类服务项

目 ,如提供城市交通路况 、旅游景点分布及其详

情 、商业网点的布局及各自特色 、城市道路与建筑

物的空间分布等 。在数字城市中 ,人们只需在计

算机前告诉系统自己感兴趣的城市或想了解的信

息 ,即可以对该空间信息进行定位 、浏览 ,甚至可

以通过数字地球开展业务运作 、购物 、旅游 、休闲 、

娱乐 、与朋友聚会聊天等 。城市信息服务具有用

户数量大 、需求信息多样化 、实时信息 、服务方式

的多样化等特点 ,宽带和分布式的三维数据浏览 、

管理 、交互式操作将是数字城市建立的基础 。

4.3　智能交通

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 ransportation sy s-

tem , ITS)就是充分利用现代化的通信 、定位 、传

感器以及其他与信息有关的技术来减少交通拥

挤 ,提高交通量 ,改善交通安全状况 ,充分利用路

网资源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快速实现交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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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集和传递 ,在人 、车 、路之间构造了最优时空

模型 ,从而合理分配交通资源 ,改善地面交通条件

的一项有战略意义的系统工程 ,其涉及到先进的

空间定位技术 、基础地理信息采集和更新技术与

通信技术。基础地理信息是 ITS 的数据支持平

台 ,由于道路等基础建设的日新月异 ,城市交通网

和高等级公路网的建设周期减短 ,使得基础地理

信息必须快速更新 ,方可具备实时 、全面 、准确等

实用特征 ,从而保持 ITS 的现势性 。高分辨率的

卫星遥感(1m 分辨率)与航空摄影测量成图方式

相结合 ,再辅以成图方式较为灵活 、快捷的“3S”

自动道路测量系统 ,可以快速 、高效地采集和更新

地理信息(空间三维坐标信息和地物属性信息),

进行大比例尺的数字地图成图及地图修测生产 ,

解决 ITS 中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现势问题。基

于“3S”集成的空间信息的采集中 ,通过 DGPS 可

以提高空间数据的测量精度。DGPS 要求差分站

和基准站建立良好的广播通信 ,可以采取的通信

方式有广域无线方式(固定到移动)、专用短程通

信(固定到移动)和车辆到车辆(移动到移动)。

另外 ,通信也是整个 I TS 的重要组成部分 ,

车辆的实时定位 、导航和车辆调度 、管理必须建立

在成功稳定的通信链技术基础上 。因此 , ITS 必

须将交通运输与远程通信世界联系起来 ,选择的

通信技术要求满足局部 、区域和全国的要求 。目

前可供选择的通信手段包括无线电 、卫星 、蜂窝电

话 、广播呼叫 、无线电数据系统(RDS)和中继电台

技术 。选择的原则是为特定的问题选择适当的通

信手段 ,同时考虑最佳报告率 、容量 、地域覆盖和

性价比等因素。

经济的加速发展和市场的繁荣带来交通运输

的空前繁忙和各种车辆的迅速增加 ,由此带来的

交通问题也日益严重 。空间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

的结合 ,在道路交通领域实施智能交通系统不仅

能大大改善交通问题 ,而且能改善全球环境 ,促进

经济可持续发展 。

4.4　精准农业

自90年代以来 ,精准农业(precision agricul-

ture , precision farm 或 cyber farm)作为基于信息

高科技的集约化农业出现 ,并成为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热门领域 。所谓精准农业 ,是将 GIS 、GPS 、

RS 、计算机技术 、通信技术 、网络技术 、自动化技

术等高科技集成并与地理学 、农业 、生态学 、植物

生理学 、土壤学等基础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 ,实现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对农作物 、土地 、土壤从宏观到

微观的实时监测 ,以实现对农作物生长 、发育状

况 、病虫害 、水肥状况以及相应的环境状况进行定

期的信息获取和动态分析 ,通过专家系统的诊断

和决策 ,制定实施计划 ,并在 GPS 、GIS 集成系统

支持下进行田间作业 。精细农业首先必须建立全

球的航空遥感或卫星数据采集网 ,以获取实时的

农作物征兆图(symptom maps)。通过影像处理

进行变化监测 ,结合已储存的土壤背景库和农田

灌溉 、施肥 、种子等农作物专家系统数据库进行分

析 ,做出判断 ,形成诊断图 。然后 ,将诊断结果与

MIS结合分析 ,结合社会经济信息作出投入产出

估计 ,提出实施计划(action plan),由装有自动指

挥和控制的农业机械 ,在 GPS 的引导下 ,开到指

定的农田 ,完成指定的作业任务。

为了保证作业的精确性 ,需要建立相应地区

的专题电子地图和广域/局域 GPS 差分服务网。

此外 ,要保证整个系统的效率 ,影像变化检测数

据 、GIS 、M IS 要求建立高效的通信联系 ,借助

GPS的实时定位与农业机械 、农业物资管理部门

实现实时控制 、反馈 。实现的可行手段是在整个

系统中建立起无线通信网络 ,实现各模块的交互 ,

其中WAP 和 FM 将是两个有效的通信方式 。

4.5　数字化战场

未来的战争将是数字化战争 ,即数字化部队

在数字化战场进行的信息战。它是以信息为主要

手段 ,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战争 ,是信息战的一种

形式。其特点是信息装备数字化 、指挥控制体系

网络化 、战场管理一体化 、武器装备智能化 、作战

人员知识化和专业化 。而数字化战场则是数字化

部队实施作战的重要依托 。所谓数字化战场就是

以数字化信息为基础 ,以战场通信系统为支撑 ,实

现信息收集 、传输 、处理自动化 、网络一体化的信

息化战场 。

从“数字地球”到“数字化战场”再到“数字化

士兵” ,战场地理信息服务成为争取现代化局部战

争胜利的重要因素。首先建立作战单位部分和上

级指挥部分的双向数据通信 ,作战部分通过 GPS

接收机获得位置信息 , CCD摄像机获得战场图像

信息 ,并通过数据通信设备将这些信息传递到指

挥部分 ,使得指挥部分对作战部分的位置和战场

实况有全面的了解 ,并及时更新指挥部分的三维

电子地图和战场信息数据库。同时 ,指挥部分在

服务器上根据 GPS 提供的位置信息从三维电子

地图中提取作战单位附近一定范围的地理信息和

战场信息 ,及时发送到作战单位 ,并且利用 GIS

的空间分析功能 ,对作战单位所处的环境进行分

析 ,提供进一步行动的指导。作战单位利用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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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显示接收到的局部三维电子地图和战场信

息。数字化战场信息通信要考虑到战时的各种干

扰 ,主要采取的方式是卫星中继。另外 ,在数字战

场建立时要建立局部定位和通信系统 ,通过与多

种定位数据的联合解算 ,实现战时战场范围内的

自主定位和安全通信 。

5　结　语

地球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随着“数字地球”概

念的提出显得越来越重要 ,其应用领域也从传统

的测绘行业扩展到更加广阔的领域 。在这些不断

增加的应用中对动态性和实时性提出了具体要

求 ,为了满足这些需求 ,地球空间信息技术必须与

通信技术相结合 ,并且充分利用当前通信技术飞

速发展的大好机遇 ,开创地球空间信息科学新的

时代 。可以预见 ,在未来的 10到 20年内 ,地球空

间信息技术将会与通信技术更加紧密结合 ,并且

进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成为知识经济

时代社会经济新的增长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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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ique , the technical measures and

methods of the collection of the spatial informat ion have changed thoroughly f rom the conventional

g round_based , manual surveying , single point and sing le element to air_borne , automat ion , area

range and full elements.The information data increase with the geometric series and i ts quality

and property change greatly.At the same time , the spat ial informat ion technique is extending

from the f ield of the conventional survey ing and mapping to more broad f ields.All these new de-

veloping techniques have much higher requir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ique.The particular demand of the dynamic and real_time spatial info rmation w ill promot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spatial info rmation technique and the communication technique.We can

prefigure that the spat ial information technique will integrate closely w ith the communication

technique in the coming 21st century and make the best use of the communication technique de-

velopment to obtain the chance to develop fast.This tendency provides hard_won opportun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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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 to the researcher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the spatial information tech-

nique.In this paper , the autho rs deeply discuss the integration modes and methods of the 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ique and the communication techniqu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ir integ ration.The application fields and prospect are further expatiat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ome typical applications.Finally , the autho rs propose that the integ ration tech-

nique of the spati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the developing direction of the spa-

tial information science in 21st century.Through such integ ration “Geo_Info rmation for All” and

“Dig ital Earth to Every Family” will be realiz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living qua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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