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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跨平台互操作 GIS 的基本概念 、主要关键技术和目前的发展状况以及该技术在我国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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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20世纪 90年代国际上成立开放地理信息

系统联盟(OGC)和国际标准化组织成立地理信

息标准化工作组 ISO/TC211以来 ,两个组织为地

理信息共享和互操作进行了大量研究 ,解决了一

系列技术问题 ,制定了一系列标准 ,使地理信息共

享和互操作技术达到了实用水平。本文主要介绍

有关地理信息系统互操作技术与标准 、实现方法

以及目前进展。

1　空间数据互操作实现方法

空间数据互操作方法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基

于直接访问模式的互操作方法;另一种是基于公

共接口访问模式的互操作方法 。

1.1　基于直接访问模式的互操作方法

直接访问是指在一个 GIS 软件中实现对其

他软件数据格式的直接访问 ,用户可以使用单个

GIS软件存取多种数据格式。直接数据访问不仅

避免了繁琐的数据转换 ,而且在一个 GIS软件中

访问某种软件的数据格式不再要求用户拥有该数

据格式的宿主软件 ,更不需要该软件运行 ,它提供

了一种更为经济实用的多源数据共享模式。

直接访问同样要建立在对要访问数据格式的

充分了解的基础上 ,如果要被访问的数据格式不

公开 ,就要破译该格式 ,还要保证破译完全正确 ,

这样才能真正与该格式的宿主软件实现数据共

享。如果宿主软件数据格式发生变化 ,各数据集

成软件不得不重新研究该宿主软件的数据格式 ,

提供升级版本 ,而宿主软件的数据格式发生变化

时 ,往往不对外声明 ,这会导致其他数据集成软件

对于这种 GIS 软件数据格式的数据处理必定存

在滞后性。如果要达到每个 G IS 软件都要与其

他GIS中的空间数据库进行互操作的目的 ,需要为

每个GIS软件开发读写不同 GIS空间数据库的接

口函数 ,这一工作量是很大的。如果能够得到读写

其他 GIS空间数据库的 API函数 ,则可以直接用

API函数读取 GIS数据库中的数据 ,减少开发工作

量。直接数据访问互操作模式如图 1所示。

图 1　基于数据库直接访问的互操作方法

Fig.1　Interoperable Method Based on Direct Access DB

1.2　基于公共接口访问模式的互操作方法

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如 ISO/TC211)或技

术联盟(如 OGC)制定空间数据互操作的接口规

范 ,GIS 软件商开发遵循这一接口规范的空间数

据的读写函数 ,可以实现异构空间数据库的互操

作。对于分布式环境下异构空间数据库的互操作

而言 ,空间数据互操作规范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基于 COM 或 CORBA 的 API

函数或SQ L的接口规范 。通过制定统一的接口

函数形式及参数 ,不同的 GIS软件之间可以直接

读取对方的数据。它有两种实现可能:一种是

GIS软件的数据操纵接口直接采用标准化的接口

函数;另一种是某个 GIS 软件已经定义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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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操纵函数接口 ,为了实现互操作的目的 ,在自

己内部数据操纵函数的基础上 ,包装一个标准化

的接口函数 ,亦可实现异构数据库互操作的目的。

基于 API 函数的接口是二进制的 ,效率高 ,但安

全性差 ,并且实现困难 。基于 API 函数的空间数

据互操作规范接口关系如图 2所示 。

图 2　基于公共 API函数空间数据互操作的接口关系

Fig.2　Spatial Data Interoperable Interface

Relations Based on Public AP I

如果采用 CORBA 或 Java Bean 的中间件技

术 , 基于公共 API 函数可以在因特网上实现互操

作 ,而且容易实现三层体系结构或多层体系结构。

它的实现方法与前面类似 ,但增加了一个中间件。

第二个层次是基于 ht tp(Web)XML 的空间

数据互操作实现规范。它是基于Web服务的技

术规范 ,其读写数据的方法也是采用分布式组件 ,

但用 XML 进行服务组件的部署 、注册 , 并用

XML启动 、调用 ,客户端与服务器端的信息通信

也是采用遵循 XML 规范的数据流。数据流的模

型遵循空间数据共享模型和空间对象的定义规

范 ,即可用 XML 语言描述空间对象的定义及具

体表达形式。不同 GIS 软件进行数据共享与操

作时 ,将系统内部的空间数据转换为公共接口描

述规范的数据流(数据流的格式为 ASC Ⅱ码 ,如

GML),另一系统读取这一数据流进入主系统并

进行显示 。

基于 XML 的互操作规范的实现方法有两种

形式:一种是将一个数据集全部转换为 XML 语

言描述的数据格式 ,其他系统可以根据定义的规

范读取这一数据集导入内部系统;另一种形式是

实时读写转换 ,由 XML 语言或采用 SOAP 协议

引导和启动空间数据读写与查询的组件 ,从空间

数据库管理系统中实时读取空间对象 ,并将数据

转换为用 XML 语言定义的公共接口描述规范的

数据流 ,其他系统可以获取对象数据并进行实时

查询 ,可以达到实时在线数据共享与互操作的目

的。基于 XML 互操作规范接口的数据流是文本

的ASC Ⅱ ,容易理解和实现跨硬件和软件平台的

互操作。它可以用于空间信息分发服务和空间信

息移动服务等许多方面。目前 ,基于 ht tp(Web)

XML的空间数据互操作是一个很热门的研究方

向 ,涉及的概念很多 ,主要包括 Web 服务的相关

技术。基于 XML 的空间数据互操作实现规范如

图 3所示 。

图 3　基于 XML 的空间数据互操作实现方法

Fig.3　Spatial Data Interoperable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XML

以上两种空间数据互操作模式中 ,基于 API

函数的互操作效率是较高的 ,基于 XML 的互操

作适应性是最广的 ,但其效率可能是较低的 。基

于API 函数的互操作系统往往用于部门级的局

域网中 ,而基于 XML 的互操作系统一般用于跨

部门 、跨行业 、跨地区的互联网中。

2　基于 XML 的空间数据互操作实

现技术

　　OGC 和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TC211多年来

为地理空间数据的互操作制作了一系列接口规

范 ,包括简单要素的 SQL 实现规范 、COM/OLE

实现规范 、CORBA 实现规范 。但这些规范的推

广应用都不太理想 。虽然有许多 GIS 软件商都

参加了规范的讨论和制定 ,但是实现的并不多。

其主要原因可能有:①接口规范不太成熟 ,应用起

来有些困难;②这种提供公共接口的方法需要每

个厂商包装一个接口程序 ,这个程序通常要提供

给其他 GIS软件商 ,使它嵌入到另一个 GIS软件

中 ,这不仅影响了某些 GIS 软件商的利益 ,而且

接口之间出现问题 ,难以分清责任;③这种基于二

进制接口的组件存在部署复杂 、不能穿过防火墙 、

不适合分布式异构网络等缺点 ,难以实现基于 In-

ternet上的G IS 互操作。

当前基于Web的XML技术正在成为构建跨

平台异构应用系统的主流技术。XML 技术以其

松散 、灵活 、易于跨软件和硬件平台等优点 ,已成

为Web服务的技术基础 ,也已成为 GIS 领域构建

跨部门 、跨行业 、跨地区异构性 GIS 以及开展地

理信息 Web 服务的主要技术基础 。最近两年 ,

OGC 和 ISO/TC211推出了基于 XML 的地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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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服务规范 ,包括 Web 地图服务规范(web map

service ,WMS)、Web 要素服务规范(web feature

service ,WFS)和Web覆盖服务规范(web coverage

service ,WCS)3个主要规范 ,并在逐渐推出目录

服务规范 、注册服务规范等一系列规范 。

1)Web地图服务利用具有地理空间位置信

息的数据制作地图 ,其中将地图定义为地理数据

可视的表现。这个规范定义了 3 个操作:GetCa-

pabili ties返回服务级元数据 ,它是对服务信息内

容和要求参数的一种描述;GetM ap 返回一个地

图影像 ,其地理空间参考和大小参数是明确定义

了的;GetFeatureInfo(可选)返回显示在地图上的

某些特殊要素的信息 。

2)Web地图服务返回的是图层级的地图影

像 ,Web 要素服务返回的是要素级的 GML 编码 ,

并提供对要素的增加 、修改 、删除等事务操作 ,是

对Web地图服务的进一步深入 。OGC Web 要素

服务允许客户端从多个 Web 要素服务中取得使

用GML 编码的地理空间数据 ,这个规范定义了 5

个操作:GetCapabili ties返回 Web 要素服务性能

描述文档(用 xml描述);DescribeFeatureType 返

回描述可以提供服务的任何要素结构的 XML 文

档;GetFeature 为一个获取要素实例的请求提供

服务;Transaction为事务请求提供服务;LockFea-

ture处理在一个事务期间对一个或多个要素类型

实例上锁的请求 。

3)Web覆盖服务面向空间影像数据 ,它将包

含地理位置值的地理空间数据作为“覆盖(cover-

age)”在网上相互交换 。网络覆盖服务由 GetCa-

pabili ties 、GetCoverage 和 DescribeCoverageType

三种操作组成。GetCapabilities操作返回描述服

务和数据集的 XML 文档;GetCoverage操作是在

GetCapabilities确定什么样的查询可以执行 、什么

样的数据能够获取之后执行的 ,它使用通用的覆

盖格式返回地理位置的值或属性;DescribeCover-

ageType操作允许客户端请求由具体的 WCS 服

务器提供的任一覆盖层的完全描述 。

以上三个规范既可以作为 Web 服务的空间

数据服务规范 ,又可以作为空间数据的互操作实

现规范 。只要某一个 GIS 软件支持这个接口 ,部

署在本地服务器上 ,其他 GIS软件就可以通过这

个接口得到所需要的数据。下面以 WMS 为例 ,

介绍基于 Web 的地图服务的实现方法及基于

Web服务技术实现 GIS 互操作的关键技术 。

从技术实现的角度 ,可以将 Web服务理解为

一个应用程序 ,它向外界暴露出一个能通过Web

进行调用的接口 ,允许被任何平台 、任何系统用任

何语言编写的程序调用。这个应用程序可以用现

有的各种编程语言实现 ,因此 ,如何使用 SOAP 、

WSDL和 UDDI 来部署 、描述 、传输和注册一个

Web服务是实现 Web服务的关键。由于 SOAP 、

WSDL和 UDDI是一套标准 ,不同的厂商可以有

实现这些标准的不同产品 , 如 SUN 、APACHE 、

IBM 、Borland等公司推出的基于 Java平台的Web

服务工具包以及微软提出的.NET 平台等 ,这些

工具为实现Web 服务的开发 、部署 、描述提供了

方便 ,极大地降低了开发Web 服务的复杂度 。下

面以 Java平台为例 ,介绍Web地图服务的实现。

Web服务生命周期定义了 4种不同的 Web

服务实现方案:①零起点方案:开发者不仅要创

建Web 服务 ,而且要创建作为 Web 服务公开的

应用程序;②自底向上方案:作为 Web 服务公开

的应用程序已经存在 ,需将此应用程序发布成

Web服务;③自顶向下方案:从已经存在的 Web

服务接口描述开始 ,创建能够实现这个接口的应

用程序功能;④中间相遇方案:它是自底向上和

自顶向下两种方案的组合 。由于 OGC 的Web地

图服务规范已经定义好了Web地图服务接口 ,因

此 ,在开发中采用自底向上开发方案 ,根据 Web

地图服务接口编写服务实现应用程序 ,利用 GIS

软件平台 GeoSurf 提供的接口 API ,可以快速构

建符合Web地图服务接口规范的应用程序 。

将Web 地图服务应用程序发布成 Web 服

务 ,需要将应用部署到 SOAP 服务器上 ,由 SOAP

服务器接受 SOAP 消息 , 并将处理结果封装成

SOAP 消息返回给客户端 。在 Java 平台上实现

Web地图服务时 ,选用了 APACHE的 AXIS 服务

器。将 Web 地图服务应用程序部署到 AXIS 服

务器 ,需要编写部署文件 , 部署文件提供一种机

制使 AXIS服务器实现 Web 服务名称和实现服

务的应用程序之间的映射 。

AXIS服务器可以为Web服务自动展开WS-

DL 描述文件 ,也提供了 Java2WSDL 命令行工具

生成 WSDL 描述文件 , 较之自动 展开 , Ja-

va2WSDL 可以实现更灵活的功能 。

AXIS服务器目前不支持 UDDI ,可采用 IBM

推出的 UDDI4J ,它是一个 Java类库 ,提供与 UD-

DI注册表进行交互的 API 。利用 UDDI4J 可以

将Web地图服务注册到现有的注册中心 ,如 IBM

或微软的注册中心 ,也可自己创建注册中心 ,供服

务请求者访问 。

Web地图服务的客户端可以在任何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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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任何语言编写。Web 地图服务的客户端向

Web地图服务发送 SOAP 请求 ,并解析返回的

SOAP 结果 ,将返回地图呈献给用户 ,并提供基本

的操作 ,如放大 、缩小 、漫游等。WMS 的客户端

可以调用网络上不同 WMS 服务提供的数据 ,并

将其叠加显示 。图 4是叠加显示的来自ARCIMS

和GeoSurf 的Web地图服务的数据。

WMS 、WFS 、WCS规范除了用于网络空间数

据在线服务以外 ,还可以作为网上的一个异构数

据源嵌入到 GIS 的应用系统中。图 5是 GeoStar

4.0 中嵌入的 WMS 数据源 , 该数据源可以由

Arc/ Info 产生 ,也可以由其他G IS 软件产生 ,只要

它支持 WMS 标准接口 ,并且部署作为 Web 服

务 ,任何一个支持 WMS 的软件都可以调用。图

6中行政边界层是 GeoStar的本地数据源 ,道路数

据是通过WMS 获取的其他GIS软件提供的数据

源 ,它们叠加在一起可以进行联合分析与应用。

图 4　来自不同WMS 服务

的地图叠加

Fig.4　Overlay the Maps from

Different WMS Service

图 5　遵循WMS 规范生成

的道路数据层

F ig.5　Road Map from WMS Service

图 6　将WMS 的道路数据层与

本地的行政边界层叠加在一起

F ig.6　Overlay WMS Road Map

and Local Boundary Data

3　结　语

随着 GIS 应用的深入和普及以及计算机网

络技术的发展 ,GIS 正在从平台 GIS 向跨平台互

操作 GIS 发展 ,组件技术 、XML 技术已经为跨平

台互操作 GIS 奠定了技术基础。GIS互操作协议

和标准的完善与推广应用 ,已使构建跨部门 、跨行

业 、跨地区的跨平台 GIS 应用系统成为可能 ,特

别是基于 XML 的WMS 、WFS 、WCS等协议的推

出 ,已经成为跨平台 GIS应用系统的主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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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the differential capacity micrometry senso r to the vert ical pendulum tiltmeter.

The spatial many-body center configuration theory is applied to design the mechanical structure of

the tiltmeter , and the complicated double pendulum theory is applied to analy ze the kinetic char-

acteristic of pendulum.Furthermo re , this paper presents a calibration method of vertical pendu-

lum tiltmeter using stat ic elect ricity.

Key words:earth tide;earth tilt;pendulum tiltmeter;capaci ty displacement sensor

About the first author:XIAO Jun, Ph.D , associate professor , majors in precise mechanical-elect ronic instrument.

E-mail:Xjun6456@sina.com

(责任编辑:　晓晨)

989　第 10 期 龚健雅等:从平台 GIS 到跨平台互操作 GIS 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