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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当前数字工程建设的现状与需求出发 ,论述了数字工程的概念和技术特点 , 指出数字工程的技术创

新和应用拓展将会进一步推动空间信息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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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施新型“数字化”解决方案 ,开
拓地理空间信息产业的发展空间

　　“十五”期间是我国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 ,

大力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 ,用信息化带动

工业化 ,努力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阶段 。加强各

类经济和社会信息的“地理空间数字化”工作 ,积

极推进地理空间信息产业的发展 ,是这一阶段的

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劳动力 、资金 、生产 、市场的空间分布 、动态变

化和合理布局对于相关行业和企业的发展具有重

要的意义 。人类社会 、经济 、科学技术活动所需的

绝大部分信息(约 80%)都与空间位置相关 ,因此

空间信息获取 、处理与应用技术的发展水平直接

关系到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防安全 。仅以 2000

年为例 ,全球地理空间信息产业的产值就达 1 000

亿美元左右 ,而且还以每年高于 40%的速度在不

断增长。随着各行各业对地理空间信息的应用需

求以及社会化共享需求的日益迫切 ,必将带动地

理空间信息技术的商业化应用 ,开拓地理空间信

息产业的发展空间 ,进一步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

性调整。

目前 ,空间信息技术正全面升级 ,其应用领域

也深入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以及地方各级政府

的实际工作中。遵照国办发[ 2001] 53号“国务院

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等部门关于促进我国国家空

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若干意见的通知”精

神 ,国家计委等 11个部委联合组成了国家地理空

间信息协调委员会 ,各地区 、各部门在加速信息化

发展过程中也相当重视空间信息的应用 。继

1999年 11月由中国科学家发起和组织的第一届

数字地球国际会议发表《北京宣言》之后 ,数字中

国 、数字省区 、数字城市 、数字小区 、数字交通 、数

字农业 、数字经济 、数字海洋等数字领域的发展日

益蓬勃。

国家地理空间信息技术建设与应用的整体环

境正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推动下发生着新的变

化 ,从而也对地理空间信息技术的深入推广提出

了进一步的要求:需要面向网络化 、定量化的集

成 ,将地理空间信息与人文 、经济等多领域和多时

间尺度的信息相结合 ,针对各企业或部门的实际

需求制定并实施新型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将计

算机与数字通信网络为主的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

化 、可视化技术由传统的信息载体向数字载体转

变 ,使数字化信息通过通信网络畅通无阻地流动 ,

为社会各领域所广泛应用 。

2　充分发挥数字工程技术的业务
化 、产业化运行能力

　　为了能够在社会发展的新时期从容应对技术

上带来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推动地理空间信息领

域的科技创新和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顺应以市

场为导向 、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时代要求 ,数字工

程技术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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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工程是以遥感技术 、遥测技术 、地理信息

系统技术 、数据库技术 、高速计算机网络技术 、虚

拟现实技术 、通信技术为支撑的信息技术系统 ,是

地理空间数字化技术与信息技术的集成与升华。

它的巨大潜力 、渗透力和韧力 ,重塑着社会结构 ,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思维 、工作 、生活和休

闲方式 ,在教育 、可持续发展的决策 、土地利用规

划 、农业以及危机处理等领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

和经济效益 ,可以解决长期面临的环境与自然灾

害问题 ,还可以促进信息产业规模的扩大 ,形成新

的经济增长点 ,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数字工程是在广域网概念基础上建立的 。首

先 ,它对原有的各种地理信息工程进行网络集成 ,

建立Web服务点和在网络支持下的数据库动态

访问 、查询 、空间分析与决策以及元数据与网络信

息标准 ,以实现数据共享;随后 ,它将不同时间建

立的各种空间数据库进行时空集成 ,建立时空数

据仓库 、时空数据模型 ,进行数据模拟 、时空仿真

和时空事件的反演 。在大容量数据存贮 、快速高

分辨率的数据获取和处理以及宽频信息通道的技

术支撑下 ,有力地推动了动态模拟 、动态仿真和动

态规划运用于数字中国 、数字城市 、虚拟战争 、虚

拟旅游 、虚拟灾害等工程 。

数字工程技术具有业务化 、产业化运行能力 ,

不仅能对国家 、地区 、部门 、单位职能起支撑作用 ,

而且有力地支持了社会化服务 。利用数字工程技

术 ,可以进一步衔接数字工程发展战略与国民经

济和社会信息化战略之间的关系 ,将数字工程的

发展目标 、重点领域和组织实施同整体信息化发

展规划紧密结合起来 ,并加以充分协调 ,从而避免

了地区内部的重复建设以及跨地域 、跨部门的孤

立规划 ,形成支持地理空间信息广泛共享与应用

的开放式环境。

随着数字工程技术的逐步发展和应用的日益

广泛 ,服务于数字社会的各种数字工程已越来越

引起人们的重视 ,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和进

展。人们已应用 GPS技术实现大型水电站大坝 、

建筑物及大型滑坡的实时监测;利用数字地图与

GPS技术相结合实现车辆 、飞机 、轮船的导航 、调

度与指挥以及公安 、银行等部门重要目标的跟踪

定位与保卫;将高分辨率的航天遥感数据与 GIS

相融合 ,利用 GPS 的定位功能 ,开展数字城市和

精确农业的规划与建设;利用遥感影像对全球气

候变化 、海平面变化 、荒漠化 、生态与环境变化 、土

地利用变化等进行动态监测;利用 GIS 与电子商

务相结合帮助企业进行商业选址 、潜在市场分析 、

物流控制 、企业决策 ,等等 。数字工程技术已成为

解决各类工程应用必需的技术方法 。

3　大力开展数字工程建设 ,进一步

推动地理空间信息产业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数字信息成为促进企

业和商业环境改革的动力 ,能够驾御数字世界的

企业才有竞争的优势 。为推动地理空间信息产业

的进一步发展 ,以地球科学 、信息科学 、计算机科

学 、空间探测和数字通信 、管理科学 、经济人文科

学等诸多学科的大而广泛交叉为特征 ,以计算机

宽带高速网络技术 、空间信息技术 、大容量数据处

理与存储技术 、计算机可视化与虚拟现实技术 、人

工智能技术 、经济与商业管理等技术为支撑 ,以工

程建设和产业化发展为导向 ,全面服务于数字社

会 ,已成为科技和教育界共同关注的课题。

数字工程技术就是以智力和知识资本将分散

的 、形式不一的 、不规则的地理空间信息资源与其

他所有信息资源加工成有形或无形的资产 ,重组

行业 ,改善价值观的技术手段。大力开展数字工

程建设 ,可以将所有行业带入一种数字式互动链

接状态 ,为全球变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

获取时空变化信息的工具 ,为政府部门提供空间

分析和决策支持 ,为普通大众提供社会化信息服

务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

级 ,实现社会生产力的高起点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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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igit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s a new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geographic 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eginning w ith the development and requirements of digital engineering

in recent years , this paper int roduces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s of digit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

The view point of this paper is that the innovation and applicat ion of dig it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w ill deeply promo te indust rialization of S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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