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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和分析了信息技术等现代高新技术对 CBD 发展的影响 , 提出了基于 GIS 的 D-CBD概念 , 探讨了

D-CBD的内涵与优势 , 并对 D-CBD的空间对象及其业务操作 、逻辑架构 、建设内容以及应用前景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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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是网络化 、智能化 、数字化的新世纪 ,

GIS也从早期的专业系统发展成为服务于不同领

域 、区域的综合性数字化工程
[ 1]
。GIS 在其中处

于核心地位 ,是对各类信息进行数据整合 、融合 、

分析 、挖掘等深度开发的重要基础平台 。

中央商务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 CBD)最

早出现于 20世纪 20年代的美国 ,是所在城市 、地

区乃至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枢
[ 2 , 3]
。进入 21 世纪

后 ,信息化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 ,网络经济的迅速

发展 ,形成了当今经济全球化 、经济和社会信息

化 、金融贸易现代化的新格局 ,这对 CBD的建设

提出新的变革要求。

为了适应信息时代经济的新格局 ,上海 CBD

率先提出了建设 E-CBD (electric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电子化国际商务中心区)。然而 , E-CBD并

没有用数字化手段统一地处理 CBD 的问题 ,因

此 ,需要一种全新的手段为 CBD 的规划 、建设 、管

理以及金融经济活动提供全方位的数字化管理手

段和强大的分析手段 。GIS 的最新发展为建设以

空间信息为基础 、GIS为核心的数字中央商务区

(digital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 D-CBD)提供了强大

的技术和理论支撑。

1　D-CBD的概念与内涵

纵观 20世纪 CBD的建设 ,从最初的商业为

主的混合功能向综合化 、生态化功能发展
[ 4]
。然

而 ,这些 CBD信息基础设施和智能化水平比较落

后 ,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当今经济全球化 、经济和

社会信息化 、金融贸易现代化的新格局
[ 5]
。

D-CBD是建筑艺术 、园林艺术 、金融商业与信

息技术等现代高科技的综合体 ,是将 CBD生活 、

学习 、消费 、工作与信息技术 、电子技术等现代高

科技进行的完美结合。确切地讲 ,D-CBD主要是

指在精心布局建设实体 CBD的基础上 ,综合运用

GIS 、通信网络 、MIS 、多媒体 、电子商务 、电子金融

及虚拟仿真等技术 ,对 CBD的地理环境 、基础设

施 、环境 、人口分布 、人文景观 、商务活动 、社会和

经济状态等各种信息进行数字化采集与存储 、处

理与分析 、集成与挖掘 、管理与传输分发 、辅助规

划与商业决策 ,最终建设成为服务于商务区规划 、

建设和管理以及金融 、商务活动等的数字网络化

管理 、服务与决策功能的信息体系。D-CBD建设

过程是指 CBD的实体建设以及 CBD的对象及其

功能的全部数字化 、网络化 、电子化 、智能化和可

视化的全部过程。

D-CBD作为数字城市一个重要的分节点 ,其

建设包括实体 CBD和赛博 CBD两个有机的组成

部分 。实体CBD是 D-CBD的“硬”部分 ,是 D-CBD

赖以生存的基础 ,注重地面建筑物 、地面景观 、道

路 、综合管线 、通信网络及其空间配置等硬件环境

建设。D-CBD的实体部分应该秉承综合化 、生态

化的发展趋势 ,成为工作 、学习 、生活的最佳场所。

赛博CBD是 D-CBD的“软”部分 ,是 D-CBD的核

心。赛博(cyber)本身具有虚拟 、计算机化 、数字

化 、网络化以及多维等涵义
[ 6]
,赛博 CBD是指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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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通信网构成连接CBD所有人 、计算机 、客户端

设备和各种信息源 、各项信息化应用的数字化虚拟

空间 ,由此构筑的一个 CBD规划设计 、建设 、管理

以及金融 、贸易 、商务活动的赛博空间。

D-CBD是传统 CBD 在信息化方面的功能延

伸 ,其核心在于用数字化手段统一地处理地球问题

和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资源。D-CBD的建设通常

包含:①实体 CBD 及其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

②信息化标准 、规范的制定;③信息资源的数字化

与开发应用;④设计 、招商 、工程建设 、物业管理等

管理数字化;⑤金融 、经济活动电子化 、数字化;

⑥社区管理智能化;⑦日常生活信息化 、智能化。

2　D-CBD与传统 CBD、E-CBD的比
较

　　E-CBD是通过网络以金融贸易中心为核心的

各种商务活动集合的总称 , 它以电子数据交换

(EDI)、电子商务(EB)、电子金融(EF)等信息技术

为基础支撑 ,以电子货币(EM)为主要媒介 ,它通

过数据通信网构成了另一个金融 、贸易 、商务活动

的空间 ,在地域上它完全可以覆盖传统 CBD ,但在

功能上却远远超越传统 CBD的范围
[ 7]
。

E-CBD是对传统 CBD的重要变革 ,但对信息

的关联性及其时空特性等方面未曾考虑。D-CBD

则包容 E-CBD ,更强调全方位的信息数字化服务

以及信息的空间定位 ,将整个 CBD的信息化应用

提高到更高的层次 。利用 GIS 、虚拟现实技术 、智

能控制 、电子商务等先进技术 ,在构建完善实体建

筑群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基础上 ,建立了数字化的

赛博 CBD ,由此构成了 D-CBD 的完整体系。D-

CBD注重信息收集更新和分析应用 ,实现商务区

规划 、建设和管理 、交易的数字网络化管理 ,提供

了现代化的金融服务和电子商务 、规划设计与管

理 、工程建设 、物业管理等全方位服务平台 ,使 D-

CBD成为辐射周边地区的现代服务业和信息中

心。

3　D-CBD的应用实例

3.1　CBD业务与对象关系分析

要实现 CBD的全方位信息化 ,必须充分认识

CBD中地 、房 、物 、人 、企业等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

和关系 。其中 ,基础地形数据是所有信息的空间

载体 ,为信息的融合与集成提供统一的空间定位

框架;土地是最重要的载体 ,几乎所有的 CBD空

间对象及其操作都与具体的地块相关。D-CBD中

的空间对象及其相互关系如图 1所示 。

3.2　总体框架

D-CBD是一个多层的体系 , 其逻辑结构如

图 2所示。其支撑技术是整个系统的理论基石 ,包

括GIS 、电子金融 、电子数据交换 、电子商务 、功能

部件与Web部件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 、GIS 与 VR

集成技术 、智能控制技术 、GIS与智能控制集成技

术等。GIS是整个 D-CBD 技术体系的核心 ,所有

的信息通过它进行关联 、融合与集成 ,GIS 为整个

系统提供空间定位框架 、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以

及可视化等;在整个框架中 ,标准规范及数据定义

贯穿于系统架构的始终 ,起着支持和指导的作用。

3.3　建设内容与目标

D-CBD建设的总体目标为实现 CBD前期规划

辅助设计 、土地招商管理 、中期的工程施工管理和

建成后的社会服务 、电子交易等工作的数字化管

理 ,建立电子数据交换 、电子商务 、电子金融平台 ,

全面引入智能控制技术 ,加强网络 、智能大厦 、智能

停车场 、智能监控等实体 CBD基础设施的建设 ,进

一步在 D-CBD的框架内整合所有的 CBD资源 ,为

入住商家提供软硬件环境和服务。为此 ,将重点实

施3类共 16项重大工程 ,即 5项基础体系建设工

程 、9项信息化应用工程 、2个中心工程 。

基础体系包括宽带网络基础平台 、安全支撑

平台 、应用支撑软件平台 、基础地理信息平台和门

户网站等 5个平台;信息化应用工程包括虚拟现

实系统 、综合管线管理系统 、规划成果管理与辅助

规划系统 、工程施工管理系统 、物业管理系统 、房

地产经营与中介管理系统 、停车场智能管理系统 、

基础设施管理系统 、电子数据交换与电子金融系

统等 9个方向专业应用工程;两个中心工程包括

CBD数据中心 、智能监控中心两项工程的建设。

这些工程的建设将根据实体 CBD的建设进度分

为三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是D-CBD的初步建设阶段 ,主要进

行虚拟现实与规划仿真系统 、土地招商管理系统 、

规划成果查询系统 、基础地理信息平台的建设。

第二阶段是D-CBD的全面展开阶段 ,全面展

开D-CBD 的通信基础平台 、安全支撑平台 、应用

支撑软件平台和门户网站等基础体系以及若干应

用系统的建设 ,进一步完善基础地理信息平台 ,提

供辅助规划设计工具 ,进行工程施工管理 、基础设

施管理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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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空间信息的 CBD对象及其业务分析

Fig.1　Spatial Object and Its Business Operation Based on the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in CBD

　　第三阶段是 D-CBD的完善阶段 ,主要针对区

内智能建筑 、智能监控以及后期区内各项管理工

作 ,建立物业管理系统 、智能控制系统等 。

3.4　D-CBD一期工程建设简介

系统一期工程主要围绕前期 CBD的规划辅

助设计 、土地招商 、规划展示等工作展开 ,主要是

建设基础地理信息平台 、虚拟现实及其集成接口

的建设 ,其中 VR与 GIS 的集成接口建设是一期

建设的重点和难点。

3.4.1　基础地理信息平台

根据整个 D-CBD 的设计思想 ,各种专题 、多

种格式的空间信息数据都必须叠合到地理框架

中 ,进行信息采集 、加工 、衍生等处理和显示输出 ,

建立空间对象之间的空间关系 ,包括虚拟及仿真

景观模型 、基础地理数据 、规划图 、土地利用现状

图 、土地利用规划图 、征地红线图 、商务区规划成

果 、基准地价图 、土地分等定级图 、招商方案等 ,做

到图文一体化 ,具有很强的空间分析功能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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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D-CBD 的逻辑结构

Fig.2　Logical structure of D-CBD

数据处理功能 ,最终做到“以图管地 、以图管房 、以

图管事 、以图管工程 、以图管招商”的目标 ,如图 3

所示 。

图 3　基础地理信息平台

Fig.3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Platform

3.4.2　虚拟现实与规划仿真系统

本系统可以直观地虚拟显示 CBD的规划景

观效果 ,提供了三维量算与查询 、建筑单体编辑 、

规划设计方案修改与比较等功能 ,为规划方案比

较 、辅助规划设计 、规划展示以及为土地招商提供

直观的互动平台 ,如图 4所示。

图 4　虚拟现实与规划仿真系统(水晶石)

Fig.4　Virtual Reality and Planning Simulation System

3.4.3　VR与GIS集成接口

为了实现 VR与GIS 的集成 ,方便GIS 与 VR

之间的互操作及联合分析 ,实现对各场景要素的

数字式编辑 ,本接口采用统一的坐标系实现对地

形 、地物 、运动模型 、特效等多种场景要素的匹配 ,

由SDE来统一存储与管理 ,除了客户端的一些环

境配置信息外 ,数据都放在数据服务器上 ,VR系

统通过本接口调用和操作数据(图 5)。

图 5　VR与 GIS 的集成接口

Fig.5　Integrated Interface of VR and GIS

　　同时 ,VR系统也提供了相关的功能用于创建

和显示三维景观 、视景数据库创建模块 、实时视景

驱动模块 、各种应用组件 。

3.4.4　土地招商平台

本平台为土地招商提供互动平台 ,提供概况

介绍 、环境介绍 、招商项目 、规划设计指标等多维

信息的管理与查询;为招商策划 、组织和实施提供

各种资料;提供信息登记 、历史交易查询 、信息统

计 、选址分析 、地块特性分析 、项目推介等辅助投

资分析功能 ,以方便实现土地招商的供 、需互动交

流 ,促成交易的实现(图 6)。

图 6　土地招商平台

Fig.6　Commercial Platform of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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