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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地测量数据库网络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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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国家大地测量数据库系统的应用现状 、当前数据库和系统集成技术 、大地数据库系统的需求前

景 ,提出了用空间数据库技术组织 、存储 、管理 、检索大地测量成果 ,描述了大地数据库系统数据建模要求 、网

络数据库优化设计 、网络数据库的实现技术和基于WebGIS 的数据查询系统建设 ,实现了基于 J2EE 结构部署

网络化的大地数据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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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大地测量成果的使用无论从展示成

果的方式 、提供成果的形式和精度 ,还是从客户得

到成果的手段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这就要求大

地成果管理业务能适应这些新的要求 ,满足不同

客户群体 、不同服务对象对成果查询的要求。

数据库技术 、网络技术 、系统集成技术的快速

发展为实现国家信息资源数字化建设提供了先进

的技术手段。这就要求大地成果管理系统采用这

些先进技术 ,实现一个现阶段技术起点较高 、实用

且具有较长生命周期的基础数据库系统 。

1　利用空间数据库技术组织 、存储 、
管理 、检索大地测量成果

　　在大地测量成果数据库中 ,既有空间特征数

据 ,又有属性数据。针对空间数据的特点 ,本文使

用 Oracle Spatial存储空间数据 。这样 ,在 Ora-

cle9i数据库中就把空间数据和业务数据有机集

成 ,将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统一在对象关系模型

基础上 ,使空间数据的管理标准化 ,主要包括空间

数据的索引机制 、检索方案等。使用对象关系建

模技术 ,建立大地测量数据库的对象关系数据模

型。针对测绘业务的特点 ,用空间数据管理技术

直接管理空间数据 ,而不再使用事务数据技术来

管理 。

网络化建设的目标是:在保证网络访问安全

的前提下 , 实现基于 Web 网络(以下简称“网

络”)、具备数据编辑 、检索 、统计 、输出 、综合计算

等多种功能的大地测量成果的维护 、管理和服务。

2　网络数据库优化设计

2.1　大地数据库系统数据建模要求

根据大地测量数据的特点归纳大地测量元数

据 ,并设计大地测量元数据的数据库组织结构;从

元数据出发 ,重新整理和组织大地测量成果数据 ,

按以下大地测量成果的一般概念模型进行大地测

量成果数据库的概念设计 、逻辑设计 、物理设计。

2.2　大地数据库优化设计

1)优化大地数据库的物理设计。按数据库

性能及方便数据库管理的要求 ,优化设计系统软

件 、数据库软件 、应用软件 、数据库数据对象的磁

盘分布 ,平衡各磁盘的 I/O负荷。

2)针对数据的特点优化存储该数据对象的

存储参数 。分析大地数据库中不同成果类型的数

据规模 、数据变化周期等特点 ,设置相应的存储要

求和缓冲策略 。

3)创建充分的索引。归纳对数据成果表的

可能性检索条件 ,从而创建相应的索引 ,而不仅局

限于主关键字索引。

4)分区 。使用分区技术处理大数据量的表

(一般超过 10 万条记录),控制每个分区的规模 ,

一般为 10万条记录 。分区的物理位置应与数据

库的物理设计一并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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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数据库系统体系结构和运行
模式

　　网络化的大地数据库系统采取 C/S 与 B/S

相结合的体系结构 ,其中 ,采用 B/S 方式实现大

地数据库的成果检索 ,使用 C/S 方式实现大地数

据库的成果的管理 、维护和系统管理 。如图 1 、

图 2所示 。

　　为了实现大地测量成果的社会化服务 ,大地

测量成果数据库系统能提供大地测量成果的安全

发布(基于 OC4J)支持 ,一旦其他需要本系统提供

发布数据的系统建成后 ,就可以访问大地测量成

果数据库系统的成果发布机制 ,以获取发布数据。

图 1　体系结构

Fig.1　System Frame about Geodesy Database

图 2　大地数据库系统应用模式

F ig.2　Application Mode of Geodesy Database

4　网络数据库的实现技术

1)以 Java技术为主开发大地测量成果数据

库系统

在多层分布式计算体系结构方面 ,有 3种主

要的竞争技术:对象管理组织(OMG)的公共对象

请求代理体系结构(CORBA);SUN 公司的基于

Java远程方法调用(RM I)的 EJB(Enterprise Jav-

aBean)和 Microsoft 公司的分布式构件对象模型

(DCOM)。基于大地数据库系统的建库原则 ,以

Java技术为主开发和部署大地测量成果数据库系

统。

2)利用 Oracle Developer 、Jdeveloper 、IAS 等

开发部署工具实现 B/S 结构技术

要处理好客户端的浏览表示层 、Web服务器

功能应用层和数据库服务器的数据层的结构关

系 ,实现真正的 B/S 体系结构 。Oracle IAS 应用

服务器提供了对分布式计算模型 CORBA和 EJB

的部署支持 。Oracle Report Service 提供了基于

Internet的报表运行和发布。Oracle IAS 提供了

对 B/S结构应用从开发 、调试 、应用部署的全面

支持 。具体见表 1。

5　基于 WebGIS 的数据查询系统建

设

　　WebGIS 是近年来随着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和

普及而出现的一门新的 GIS 技术。以 GIS 为后

台的数据查询系统 ,提供数据库用户一个方便 、快

捷 、地图化的数据查询系统平台 , 以便大家迅速

找到自己所需的数据 ,包括大地测量数据成果类 、

基本信息类和观测数据类 。GIS基础数据展示包

括全国基础地理地图 。

WebGIS 的数据查询系统的建设是基于以下

的设计和开发:①基于 JSP的网页设计 。JSP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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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系统开发用到的平台和工具

Tab.1　Sy stem P lat and Developer Tools About Geodesy Database

系统平台 开发工具

浏览 WinX 、Brow ser(含各地图浏览支持插件) JSP 、ASP、Codefusion 、VBA 、JavaScript

系统维护 WinX Java、Oracle iDS

应用服务器 Win2000 、Oracle IAS 、ArcIMS 、MapGuide、MapXtreme Java(EJB、BC4J)、Oracle iDS 、XM L

数据库服务器 Oracle9i(含 Spatial、interMedia、Part ition选项) PL/SQL 、Java 、SQLJ

页技术实现了服务器端的网页动态 ,其基于线程而

非线程的实现机制加快了网页响应速度 ,Web服务

器能有效地对负载进行均衡和安全控制 。②基于

组件的WebGIS开发。本文选择 MapGuide为地图

信息发布工具 ,其主要性能指标见表 2。Autodesk

公司的地图服务器产品 MapGuide Server实现了与

Oracle9i的无缝集成 ,事务数据和空间数据统一由

Oracle9i管理;提供了地图生成 、地图操作(放大 、缩

小 、选择 、移动等)、地图分析等功能;同时 ,为客户

端地图应用开发提供了 API支持。

表 2　MapGuide的主要性能指标

Tab.2　Mostly Capability Guideline of MapGuide

组成部分 服务器(S erver)、Author、客户端插件(View er)

操作系统 Windows 2000

地图文件
项目文件(＊.mw f)可由在不同计算

机上的层文件(＊.sdf)组成

运行模式 PLUG_IN 、CGI

平台与操作系统 相关

GIS数据源 与 ODBC兼容

用户操作对象 图像对象

用户基本GIS操作 在客户机上完成

优点

在客户端完成基本GIS操作 ,节省网
络传输时间;地图层文件可在不同的
计算机上 ,分布性能良好。

缺点

不同的操作系统和不同的浏览器需

要不同的 PLUG_IN 支持;必须安装
在客户机的硬盘上。

6　大地数据库系统的功能

1)实现磁盘文件形式存储的各种大地测量数

据的自动入库;手工数据按统一标准格式入库。

2)以批处理和联机处理的方式对大地测量

数据进行增加 、删除 、修改 。

3)大地测量数据管理包括数据日常备份 、分

类归档 、各种方式的故障恢复 。

4)大地测量数据的计算机处理(坐标系统变

换 、误差分析等)功能 。

5)大地测量数据的地图和文本方式检索。

6)完整的统计 、报表 、绘图输出;大地测量成

果的发布机制 。

7)系统用户的管理:用户的认证 、创建 、取

消 ,系统资源的访问控制 。

8)系统(数据和功能)安全和保密的保障。

7　结　语

1)大地数据库系统网络化建设是利用对象

关系模型和空间数据数据库管理技术建立基于

B/S的模式 ,便于成果管理 、维护 、检索的大地测

量数据库应用系统;并基于多层 C/S 模式开发和

部署大地数据库系统 ,统一原系统的功能设置 、界

面设计 、操作风格 ,并为体现业务需求的更新和增

加添加新的功能。

2)大地数据库系统网络化建设采用分区技

术 、对象技术等手段 ,优化大地数据库数据存储 ,

优化存储参数和数据结构 ,统一规范设计 、数据库

空间和数据库管理;建立准确 、完备 、规范 、实用 、

共享 、安全的大地数据库 。

3)网络化的大地数据库系统实现实用的数据

完整性约束 ,实现对大地测量相关图件成果的数据

库管理 ,具有归纳大地测量元数据的集成机制。

4)在安全性方面 ,实现用户分级管理 ,具有

操作审计功能;具有对网络传输数据进行加密 、解

密功能 。建成后的系统遵循开放式数据库标准 ,

具有可扩充性 ,充分考虑测绘行业发展对大地数

据库系统的需求变化 。

参　考　文　献

1　地理空间信息技术与应用.中国科协 2002 年学术年

会测绘论文集.成都:成都地图出版社 , 2000

2　Bambara J J.J2EE 技术内幕.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

2002

3　Oracle 公司网站.http:// ww w.o racle.com.

作者简介:王永尚 ,硕士生 ,工程师。主要从事大地测量数据库的

研究 、开发和服务。

E_mail:w ys@nsdi.gov.cn

(下转第 47页)

43特 刊　　　　　　　　　　　 　　王永尚:国家大地测量数据库网络化建设　　　　　　　　　　　　　　　 　



参　考　文　献

1　戴伯新.共线性的诊断与评价.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

1989(1):53～ 61

2　陈希孺 , 王松桂.近代回归分析_原理方法及应用.合

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1987

3　卢秀山 ,欧吉坤.值域空间的正交分解及参数分组估

计.中国有色金属学报 , 1998 , 9(3):541 ～ 546

4　卢秀山 ,宋淑丽 , 韩晓冬.附加参数与基本参数空间关

系的度量.中国有色金属学报 , 2000 , 6(3):453～ 458

5　卢秀山.病态系统分析理论及其在测量中的应用.中

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 武汉 , 1999

6　卢秀山 , 郑作亚 , 靳奉祥 , 等.GPS 观测历元间空间关

系的度量.煤炭学报 , 1999 , 12(增刊):13～ 16

第一作者简介:卢秀山 ,教授 ,博士。主要从事测量数据处理理论

及应用 、GPS 应用技术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发表论文 30多篇, 出

版著作 2部。

E_mail:xiushanl@vip.sina.com

Ill_Conditioned State in Calibrating Digital Camera and Its Solution

LU Xiushan
1 ,2
　FENG Zunde

2
　WANG Dong

2
　ZHANG Chunlian

2

(1　School of Geodesy and Geomatics ,Wuhan University , 129 Luoyu Road ,Wuhan ,C hina , 430079)

(2　S chool of Geo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 cience and Technology ,

223 Daizong Avenue , Taian , China , 271019)

Abstract:To calibrate some parameters of the digital camera such as principal point ,principal dis-

tance and optics distortion rat io fo r the precision and reliability , a high accurate calibrating f ield for

digi tal camera is built.Spatial analysis is applies to reduce the ill_conditioned state in the system so

as to improve the reliabili ty of the calibrating result of digital 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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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using spatial database technique to org anize and query the geodesy

data , int roduces the optimizat ion design of the sy stem , the data model of the sy stem , the applica-

tio n technique on w eb database and data query sy stem based on WebGIS , then deploys the sy stem

based on J2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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