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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大陆岩石圈地理信息系统研制过程中 , 提出了一种工具型二维地理信息系统和三维地理信息

系统功能模块的设计思路 ,探讨了面向对象方法 、面向对象数据模型 、面向对象数据库 、无缝集成 、开放式数据

库互联等技术在地理信息系统研制中的运用;并用实例证明了此设计方法的可行性和实用性。

关键词:全球地学断面;三维地理信息系统;面向对象模型;面向对象数据库

中图法分类号:P208;P58

　　岩石圈与全球变化是当今全球研究的两大课

题。岩石圈研究主要通过地质 、大地构造学 、地球

物理 、地球化学与空间大地测量等综合研究 ,建立

全球岩石圈的结构 、成因和演化的模型及油气 、矿

产资源 、地质灾害和地质环境评价与预测模型。

国际岩石圈委员会的全球地学断面(global geo-

science t ransect ,GGT)计划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

我国也于 1986年发起并制定了《中国地学大断面

计划》 ,设计了 11条覆盖中国大陆及海域 ,穿越不

同时代板块缝合带 、重要的造山带 、金属成矿带 、

油气盆地和地震活动带的地学断面网 ,除天山-

塔里木断面外都已完成 ,其研究成果在国际地学

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为地质灾害预测 、资源环境保

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并使我国的岩石圈研究在世

界地学界占有一席之地。

目前 ,在地球动力学 、资源 、环境及与地质灾

害研究密切相关的深部地质研究中 ,我国地学断

面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综合性资料 ,为深入研究中

国大陆岩石圈构造的基本格架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但缺少一个进行综合研究的平台。因此 ,有必

要在对我国 10条地学大断面成果进行系统分析 、

对比 、总结的基础上 ,建立我国大陆岩石圈的三维

结构 。同时 ,为了便于资料信息的交流 、充分利用

和管理 ,将现有的数据信息进行重组 ,以期对大陆

岩石圈的横向和纵向的物质流动规律产生新的认

识;也为了同国际地学研究接轨 ,有必要建立中国

大陆岩石圈三维结构地理信息系统 ———集空间信

息库 、属性信息库 、空间分析以及可视化等功能为

一体的岩石圈科学研究平台。

1　系统目标

中国大陆岩石圈地理信息系统应该是一个二

维(2D)信息与三维(3D)信息相结合的综合系统。

由于整个断面域涉及从地表到地下所有的地理基

础数据 、地质数据 、重力异常 、磁法异常 、综合物探

解释 、索引图 、时空演化图 、地质体构造演化图以

及地球动力学模型图等大量二维信息 ,因此 ,可采

用传统的二维地理信息系统(2D GIS)来处理这

些二维信息。

多年来 ,地质学家一直用二维地图产品来抽

象形成大脑中的三维地物 ,这给许多地学专家进

行地学分析带来极大的不便[ 1] 。同时 ,普通用户

因无法读懂地质图 、横断面图等地质专业图件 ,而

无法认识地质勘查及其研究成果 。因此 ,单靠二

维信息将无法很好地研究岩石圈物质的纵向和横

向变化 ,进而对断面域的岩石圈结构作出更客观

的认识 。只有在二维信息的基础上加入三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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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岩石圈结构的变化以及各个地体间的接触关

系才能被直观 、清楚地表达出来 ,这样才能进一步

加深对我国大陆岩石圈格架形成和发展的认识 ,

同时也使得非专业人员学习或了解我国大陆的研

究成果成为可能 。由此可见 ,中国大陆岩石圈地

理信息系统平台应该是一个二维兼三维的综合系

统。笔者将该 GIS 平台命名为GeoTransGIS 。

2　系统总体开发思路

针对 2D GIS 和 3D GIS 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以及本系统目标 ,笔者制定了系统的总体开发思

路:在现有 2D GIS 开发平台上 ,从底层自行开发

工具型 2D GIS的同时 ,从最底层开发 3D GIS 功

能模块 。这样 ,GeoT rans GIS 包括二维和三维两

大部分 。笔者采用加拿大 PCI 公司的 Titan GIS

作为开发平台。

2.1　自行开发工具型 2D GIS

目前 ,软件市场上有许多成型的 2D GIS ,可

以在这些 GIS 的基础上针对某一个具体的项目

开发一个应用型 GIS ,与开发一个工具型 GIS 相

比 ,其开发难度要小得多 。即便如此 ,笔者采取在

核心式 GIS 的基础上走从底层开发工具型 2D

GIS 的路子 。其原因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1)因为 GeoTransGIS 是 2D GIS 与 3D GIS

相结合的系统 ,这就涉及到 3D GIS 与 2D GIS 集

成的问题 。现有的大多数 GIS软件是集成式GIS

(如 Arc/ Info 和 GenaMap 等)或模块化 GIS(如

MicroS tation), 它们都很难与管理信息系统

(MIS)以及专业应用模型集成高效 、无缝的 GIS

应用[ 2] 。如果在这些GIS平台上进行应用型GIS

的开发 ,那么它与 3D GIS 集成的实质是 3D GIS

模块与 GIS 开发平台的集成 ,即 3D GIS 模块与

集成式或模块化 GIS 平台的集成 ,这样的集成将

是有缝 、低效的集成 。如果在核心式 GIS (如 Ti-

tan GIS)基础上 ,利用通用的语言开发平台(如

VC++ ,VB等)从底层进行工具型 2D GIS 的开

发 ,那么本项目 2D GIS 与核心式 GIS 功能之间

的集成将是无缝的。同时 , 3D GIS 与 2D GIS 的

集成是开发者们的应用模块间的集成 ,也是一种

无缝集成 。这样 ,本系统在整体上将是完整的 、高

效的系统 ,见图 1 。

　　2)出于进行基础研究的考虑 ,在完成 Geo-

Trans GIS 建立的同时 ,还应该对 GIS 的理论和

实现进行研究 ,为 GIS 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

础。

3)由于是首次建立中国大陆岩石圈地理信

息系统 ,因此 ,在建立中要遇到许多新问题。现在

成型的GIS不论在数据库建立过程中 ,还是在对

数据的分析和处理中 ,都不能很好地满足需要。

如在建立地学大断面二维断面图时 ,需要的坐标

为(x , z)(z 表示地表以下的坐标),而现有 2D

GIS的基本坐标是(x , y),这显然不能表示地表

以下垂向的坐标 。如果从底层开发一个工具型

GIS ,就可以在开发的过程中充分考虑项目需要

而添加相应的功能 ,这种功能的添加与修改某一

个成型GIS的内部结构相比 ,是相对简单而且可

行的 。

4)如果从底层开发二维工具型 GIS ,在开发

与地学大断面有关的辅助分析功能模块时遇到的

兼容或集成的问题就会减到最少。这不但使加入

大量专业性很强的地学大断面分析模块成为可

能 ,而且使这一过程变得十分灵活 。

5)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可以实现 GIS 功能模

块的逐渐积累 ,以实现 GeoTransGIS 功能的滚动

式逐步完善。

240　　　　　　　　　　　　　　　　　武汉大学 学报·信息科 学版　　　　　　　　　　　　　　　2001 年



2.2　从最底层开发 3D GIS 功能模块

从最底层开发 3D GIS功能模块的主要原因

有两个。

1)没有成熟的 3D GIS 平台。3D GIS 是目

前GIS界最热门的研究方向之一 ,而地学领域对

3D GIS 的需求最为迫切 。这是因为地学界所关

心的大多是诸如地质 、矿山 、地下水文等真三维现

象。虽然 GIS 已成为地质 、地理 、地球物理 、地球

化学和遥感等多源地学信息进行集成管理 、综合

分析解释以及快速建立与实现模型的有力工

具
[ 3]
,但它的主要应用还停留在二维阶段 ,即处

理的对象是地球表面的数据 ,或者先将地表以下

的信息投影到地表 ,然后再进行处理[ 4 , 5] 。在现

阶段 ,无论是 3D GIS 本身 ,还是其在地学中的应

用 ,都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绝大多数 GIS软件都

无法处理诸如地质 、矿山 、地下水文等真三维现

象 ,它们还只是在二维平面的基础上模拟并处理

现实世界所遇到的现象和问题 。仅有少量的 GIS

软件能进行真三维的分析和显示 ,如 IVM(inter-

active volume modeling)系统 、SGM (st rat ig raphic

geocellular modeling)和 GRASS等 ,但它们在实体

建模和分析功能上存在不足[ 1] 。

2)希望通过此过程对 3D GIS当前所面临的

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 。目前 , 3D GIS所面临的主

要问题有空间实体模型和数据管理
[ 1]
。在实体

模型方面 ,能有效描述三维实体的模型有三维边

界表示法(BR)、3D栅格(array)、八叉树(oct ree)、

实体结构实体法(CSG)和四面体格网(TEN)[ 5] 。

也有人曾试着将八叉树与四面体格网结合起来 ,

建立混合实体模型[ 6] 。龚健雅等也提出了矢量

栅格集成的三维空间数据模型[ 7] 。关于三维 GIS

数据模型的研究目前还处在理论探讨和实验阶

段 ,所提出的各种三维数据模型无论在实体描述

能力上 ,还是在应用广度上 ,都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在数据管理方面 ,传统的空间和属性数据的指

针联系方式的效率很低
[ 8]
,有必要实现图形 、属

性数据库一体化管理 ,面向对象数据库(OODB)

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9] 。

3　系统总体设计

如前所述 , GeoTransGIS 是一个工具型 GIS。

所谓的工具型 GIS 是指一种较为通用的 GIS 平

台(如 MapInfo 等),可在其上进行各种应用型开

发。那么 , GeoTransGIS 除了能够满足中国大陆

岩石圈GIS建立的所有特殊需要之外 ,还应该满

足其他应用的一般需要。根据这一原则 ,从系统

论角度出发 ,得到了如图 2所示的系统总体结构

框架 。

从完整的意义上讲 ,一个地理信息系统应该

是数据获取设备与手段 、计算机硬件 、软件 、输入

和输出外围设备以及各类人员所组成的一个整

体。在这里 ,笔者着重考虑了系统的核心———软

硬件的设计。图 2包含二维和三维两大部分 ,其

中 2D GIS部分包括输入 、编辑 、二维数据管理 、

空间分析 、二维显示和辅助功能模块。

1)输入模块支持数字化仪 、屏幕数字化和键

盘等多种 G IS 数据输入方式。为配合数据输入

工作 ,此模块还包含地图生成 、数字化仪连接 、地

图配准 、符号生成 、数据转换 、图幅拼接和地图属

性修改等功能 。

2)编辑模块是建立 GIS空间库的必要功能

模块 ,它主要包含图形元素(图元)编辑(包括图元

修改 、删除 、缩放 、旋转 、恢复和修改线功能)、抓取

端点 、去除多余点 、线元素截断以及正负悬垂线处

理等功能 。

3)二维数据管理模块包括对二维空间和相

应属性数据的管理 。此模块包含层管理 、主题管

理(创建 、编辑 、打开 、删除)、生成关键字 、生成中

心点 、拷贝属性 、更新属性表 、生成属性表 、编辑属

性表 、链接属性表 、空间与属性连接以及空间库和

属性库优化 、维护等功能 。

4)空间分析模块除了包括面状和网络拓扑

建立 、图层叠加分析 、矢量_栅格数据相互转换 、空

间_属性数据相互查询等常用的分析功能之外 ,还

应包括与大陆岩石圈有关的分析功能 ,如地球物

理中重力和磁法数据的处理和反演 、地表数据和

相应地下断面数据的链接等必要方法。

　　5)二维显示模块主要有图层显示列表 、字体

管理 、配色管理 、线型管理 、线宽管理 、地图显示 、

数据表显示 、当前属性显示等功能 。

6)辅助功能模块包括建立地图索引 、地图压

缩 、地图修复 、帐号管理 、两点距离 、累计距离 、水

平投影距离 、垂直投影距离 、坐标位置 、计算面积

等辅助功能。

GeoT ransGIS 中的 3D GIS 功能模块主要包

括三维实体建模 、三维数据库和三维可视化三大

模块 。三维实体建模的主要任务是用一定的三维

数据结构来有效地描述和表达地质体本身以及地

质体间复杂的接触关系;三维数据库完成对三维

数据管理和数据维护功能;三维可视化模块主要

是显示三维数据 。另外 ,还应在三维数据库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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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可视化模块的基础上实现三维空间数据_属性

数据的交互查询 。

对于 3D GIS 部分 ,将从面向对象(OO)技术

出发 ,来建立面向对象数据模型(OODM)以及基

于OODM 之上的面向对象数据库(OODB),以期

有效地解决三维实体的描述和管理问题 。OO技

术被誉为“研究高技术的好方法”[ 10] ,将面向对象

技术运用于 GIS 已成为一大趋势
[ 11～ 16]

。OO 技

术提供对象 、标识 、消息传递 、类 、类的封装 、继承

和复合类等丰富的语义 ,可以很好地表达实体间

纷繁复杂的嵌套和层次关系
[ 9]
,这是选择 OO 技

术的主要依据之一。

4　系统实现

根据以上的总体设计思路 ,先将这一庞大而

复杂的系统进行任务分解 ,然后再进行分工合作。

编程实现过程涉及到许多技术细节问题 ,下面仅

对OODM 、OODB的建立以及空间_属性交互查询

功能的实现等关键技术进行介绍。

4.1　OODM 的建立

在地学断面研究中 ,由于各地体是通过构造

亲缘性来划分的 ,因此 ,岩体本身极不规则 ,而且

岩体间的接触关系也十分复杂 ,既有相邻和交叉

关系 ,又有嵌套或包含关系。如何描述和表达地

体本身以及地体间复杂的接触关系 ,是建模研究

中的一个难点 。为此 ,将每个三维空间地体抽象

为一个对象 ,而且是由三维点 、面 、规则体元以及

不规则体元装配而成 。这样 ,就可应用 OO 技术

基本语义中的继承和类复合层次概念等 ,先将空

间实体进行拆分 ,然后再进行重建性组装 。在以

上思路的指导下 ,笔者结合具体应用 ,同时考虑到

模型的通用性和可扩充性 ,提出了一套 3D GIS

OODM 。

此模型包括超类 、实体分解类 、三维点类 、三

维规则体类 、三维不规则体类 、曲面类等 。超类包

含了一些具有公共特征的操作方法 ,这些方法可

通过继承传递给其他空间类 ,以实现方法重用;实

体分解类完成重要的实体拆分工作 ,即根据三维

实体的具体形状和大小 ,在专业人员的参与下 ,将

其分解为点族 、若干规则体元 、若干小的不规则

体 、若干包罗面等小单元 ,然后生成不同的类单

元。为进一步增强 OODM 的三维描述能力 , 采

用了一些较为成熟的三维数据模型 。比如 ,对于

规则的或简单的体元类来说 ,用函数描述或八叉

树的方法来构造空间数据部分 ,而对于一些不规

则体元类 ,则采用 TEN 或三维边界法等较成熟

的三维模型来表示 。另外 ,实体分解类中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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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编码 、压缩和解压缩等必要的辅助方法 ,这些

方法可以通过继承来传递给其他类;三维点类包

括点标识 、点坐标(x , y , z)、相应的属性数据指针

以及相应的数据操纵功能 。通过三维点类的继承

或复合 ,可生成三维线类 、规则体类 、三维不规则

面类和不规则体类等子类 ,这些子类将继承其父

类———三维点类中的状态和行为。有些空间实体

可能由若干个不规则体共同构成 ,也可能由若干

不规则体与规则体共同组成 ,与这类物体相对应

的是复杂地体类 ,它是若干规则体类和若干不规

则体类的复合类 。这正是 OODM 中一对多的嵌

套关系 ,三维空间中实体间纷繁复杂的拓扑关系

和结构通过它可很好地得以体现。

4.2　OODB的建立

OODB 的核心是 OODM 。直接运用某个

OODBS来建立三维空间数据库是最理想的 ,但

OODBS仍然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 ,目前已商品化

的OODBS还为数不多
[ 17]

。在这种情况下 ,开发一

个适用于解决复杂地下地质体空间数据的应用型

3D GIS面向对象数据库是十分必要的 。笔者应用

面向对象开发语言(OOL)对大型关系属性数据库

SQL Server进行扩充 ,建立一个针对地质问题的面

向对象三维数据库。这里所指的扩充含义并不是

对关系数据库本身进行扩充 ,而是通过开放数据库

互联(open database connectivity , ODBC)技术来实现

在应用程序中使用关系数据库管理属性数据的强

大功能 ,然后用 OOL 在 OODM的基础上开发三维

空间数据管理模块。最后 ,同样用 OOL将两者按

照OO技术的语义组织管理起来 ,从而形成一个空

间和属性数据一体化管理的基于应用的 3D GIS面

向对象数据库[ 9] 。

4.3　空间_属性数据交互查询功能的实现

4.3.1　2D GIS 查询功能的开发

在 2D GIS 数据库的开发过程中 , 采用了

ODBC 管理异构属性数据库 ,现有的空间数据库

引擎(SAE)管理空间数据库。通过 ODBC可以完

成对外部属性数据库的操作 ,其中包括构造 SQL

语句 ,并查找出满足条件的数据记录;属性数据同

空间数据发生联系的桥梁是动态数据交换技术

(DDE), DDE 将数据记录中的关键字段传递给

SAE ,然后从空间数据库中检索出与关键字对应

的空间数据 ,并在屏幕上高亮度显示 。同样 , DDE

也可以将某些被选定的空间数据的标识号传递给

应用程序 ,再由应用程序构造 SQ L 语句 ,从属性

数据库中检索出与那些空间数据相对应的属性数

据 ,并以报表的形式显示 。这样就实现了 2D GIS

的空间_属性的交互查询 。

4.3.2　3D GIS 查询功能的开发

根据所建的 OODM , 每一个实体都看作对

象 ,每个对象都有其自身的性质和相对应的功能

以及区别于其他对象的标识(OID)。当用户从屏

幕上选取某个三维图形后 ,获取此图形所对应的

OID ,通过ODBC 找出相应的属性数据 ,通过SQL

查找出满足条件的实体对象的 OID ,然后在所开

发的 OID管理器中查找出与此 OID 对应的实体

对象 ,并以高亮度或闪烁的形式显示。

4.4　后期的集成和维护工作

GeoT ransGIS 的所有开发工作在 VC++6.0

平台上进行。在 2D GIS 所有功能模块 、三维模

型建立 、三维数据库管理以及三维可视化的代码

实现过程中 ,都采用了 OO 技术。OO 技术的采

用为后期工作中的 2D GIS 和 3D GIS 功能模块

间的无缝集成以及维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本系统是一个完整意义上高效率的面向对象

GIS平台。此平台已经在我国包括亚东_格尔木

地学断面在内的多条地学断面 GIS 的建立中得

到应用 ,而且在实际工作中 ,针对具体问题对此平

台进行了修改 、完善和优化 ,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此

平台的功能 、系统实用性和稳定性 。

5　应用实例和结论

以亚东_格尔木地学断面为例 ,下面介绍在

GeoTransGIS 上建立地学断面系统的应用效果。

青藏高原是一个研究现代大陆碰撞造山作用

极为有利的地带地区 ,该区长期存在印度板块向

中国大陆俯冲 、碰撞的机制 、深度与广度以及若干

地质边界性质和运动方式等重大地质问题。在此

地区开展地学断面研究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

作。此断面北起青海省格尔木市 ,南至西藏自治

区的亚东 ,全长约 1 400 km 。此断面的完成标志

着我国的地学研究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 19]

。

本系统包括二维和三维部分。对于断面域内

的各类二维信息 ,首先将中国所有地学断面的数

据进行总结和归纳;然后遵循 GG T 数字化指南 、

中国地质矿产行业标准———数字化地质图图层及

属性文件格式以及其他 GIS 行业标准 ,制定岩石

圈GIS分层和编码标准;最后按与图 2 类似的步

骤建立了地学断面 GIS 二维部分 。选取较为典

型的喜玛拉雅造山带作为 3D GIS 功能模块的试

验区 ,其建立步骤为:

1)二维到三维的地球物理解译得到三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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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2)在§4.1中所介绍的实体分解类的基础上

进行人工交互 ,将复杂实体拆分成若干体元类 ,然

后根据体元的实际情况 ,按照§4.1所述的办法来

选择适当的数据结构 ,或者直接用点族来描述或表

达三维实体本身 ,同时建立实体内部拓扑关系;

3)生成表达地质实体的对象(无属性);

4)对象的临时存储;

5)读取具有一定结构的三维数据;

6)读取或生成相应的属性数据;

7)生成含有属性值的完整意义的实体对象;

8)生成复合对象 ,建立实体间拓扑关系;

9)生成面向对象数据库 ,进行统一存储 、管

理;

10)直接提取或由属性到空间查询;

11)完成由标识到属性数据的查询;

12)三维空间数据显示和实体的屏幕识别。

　　通过此系统的查询功能 、分析模块中的通用

分析和地球物理数据处理功能 ,可以对地学断面

进行解释 、分析 、比较 、处理和查询 ,进而对断面整

体或局部的地质特征 、构造特征 、地球物理特征 、

地壳和地幔特征以及各地体的接触关系产生更加

准确而深入的认识[ 19] 。图 3 ～ 图 5 是本系统的

部分界面 。

　　实际工作表明 ,这种基于某一核心 GIS开发

工具型 2D GIS模块 、从最底层开发 3D GIS功能

模块的设计和开发思路是有效的 、切实可行的。

另外 ,面向对象技术和ODBC不但可以解决GIS

图 3　GeoT ransGIS(亚东_格尔木地学断面)2D GIS 地面地质主题部分界面

Fig.3　Some 2D GIS Operations for Geological Themes in GeoT ransGIS

图 4　GeoTransGIS(亚东_格尔木地学断面)3D GIS 模块界面

Fig.4　3D GIS Interface of GeoT rans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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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GeoT ransGIS 中属性至 3D 空间数据查询界面

Fig.5　The Querry Operations from A ttributes to 3D Spatial Features

实现过程中的许多复杂问题 ,而且使得程序代码

质量和效率更高 ,模块间集成更加易于实现 ,系统

维护和扩充式滚动发展更加方便 。目前 ,本系统

的3D GIS 功能模块距离真正的 3D GIS 还有较

大距离 ,有待于进一步的扩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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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hina Continental GIS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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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XU Hui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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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integ ration of mult idisciplinary data f rom all available transects

and derive a 3D lithosphere st ructural model fo r China continent , a GGT GIS is to be established.

In a broad sense , data incorporated into the GGT GIS , named GeoTransGIS , are in tw o

types ,2D data and 3D data , respectively .Therefo re GeoTransGIS should contain 2D and 3D func-

tio nal modules.For the future expandable f lexibili ty and convenient integrat ion of special model-

ing , a relat ive independent 2D GIS development scheme based on Titan GIS toolkit is adopted.

Meanwhile ,3D modules , forming the GeoTransGIS together w ith the 2D GIS , are developed sepa-

rately.The 3D modules include 3D_enti ty model ,3D database and 3D visualization functions.

Among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3D GIS ,3D data model is the most

difficulty one.Present ly , there are some 3D data models ,namely ,w iref rame representation , bound-

ary representation (BR), cell_decomposit ion , const ruct ion expression , octree , tin , etc.Although

these models are efficient in special application environments , all of them cannot describe the com-

plex 3D enti ties respectively.Thus , someone created some omnibus 3D data models , which still

have shortcomings in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s.We put forw ard a 3D GIS object_oriented (OO)

data model based on the OO technology and practical applicat ion.We treat every enti ty as one ob-

ject , and each object has its ow n state and behavior;tw o or mo re objects can form a complex ob-

ject.In this OODM , there are basic class , enti ties dividing , 3D points , 3D line , and 3D surface

classes.In order to enhance OODM ' s descript ive power ,we used some existing comparatively ma-

ture 3D mdels , such as , octree , funct ion description , TEN ,BR , etc.Through the semanteme of OO

technology , such as class , object identifier , encapsulation , inheritance , multiple class , etc., the

OODM can not only describe anomalous 3D ent ities themselves and the complex contact situation

among them ,but also org anize 3D data effectively.

Basing on practical application , we realized high perfo rmance object_o riented database

(OODB)by ex tending SQ L Sever to support 3D spatial data management by adopting object_ori-

ented language (OOL)and open database conectivity (ODBC)technology.Thus , we can manage

and manipulate both 3D data and its att ribute effectively.

All the GeoTransGIS prog ramming w ork is separately done in VC++6.0 enbironment.It is

through the adopting OO technology that we realized the seam less combination of the 2D and 3D

moduls ef fectively and easily .

　　GeoTransGIS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 GGTs.An example is given to

illust rate the feasibili 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GG T oriented GIS platfo rm.

Key words:g lobal geoscience t ransect(GGT);3D GIS;object_oriented model;OO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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