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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 GIS 工程技术的发展过程出发 , 分析了GIS 工程与数字工程的内在联系及发展关系 , 论证了 GIS 工

程向数字工程转变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并通过数字工程的几个应用实例 ,对数字工程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数字工程;地理信息工程;空间信息

中图法分类号:P208

1　GIS工程技术的发展过程

1.1　硬件发展对 GIS的影响

20世纪 80年代初期 ,已产生了运行在以西门

子 、VAX 等小型机 、中型机为平台的GIS基础软件;

90年代初期 , 支撑 GIS 软件运行的平台主要是

SUN 、SGI、HP 图形工作站 ,GIS逐步开始走向实际

应用 ,但硬件价格高 、开发效率低 、操作复杂等因素

约束了GIS的应用推广 。随着微型 PC机时代的到

来 ,从286到 586等微机硬件水平的提高 ,硬件成本

大大降低 ,GIS工程从比较特殊的规划 、地质 、煤田

等行业逐步应用到国民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由

于WebGIS的发展 , B/S和 C/S 相结合的体系结构

被用于GIS工程中 。为满足数据管理和异构平台

的互操作 ,功能强大 、性能稳定的各种小型机如

HP 、IBM 、SUN等正应用于各种 GIS 工程中。目前 ,

各种移动终端 、嵌入式设备以及移动通讯设备的出

现也为GIS带来新的发展商机。

1.2　操作系统发展对 GIS的影响

在早期GIS 工程中 ,当小型机 、中型机占主导

地位时 ,操作系统大多采用Unix 。多数GIS 软件如

Arc/Info 、GENAMAP 、SICAD 、SYSTEM9 等都基于

Unix操作系统运行。从90年代开始 ,结构简单 、操

作方便的 DOS 、Windows 、Windows NT等操作系统促

使各GIS 软件商将其软件产品从 Unix系统移植到

新的操作平台上 ,大量国产优秀的GIS软件逐步产

生并走向成熟 ,如GeoStar、MAPGIS 等。现今 , Linux

操作系统以其安全稳定 、源代码公开 、成本低等原

因将成为今后GIS软件运行的一个重要的操作系

统平台 ,并已在部分GIS工程中得到较好的应用。

由于通讯技术 、嵌入式技术的快速发展 ,各种嵌入

式操作系统 ,如嵌入式 Linux、VxWorker 、Palm OS 、

Window CE等 ,被使用的同时也促使嵌入式GIS 软

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3　网络发展对 GIS的影响

随着通讯 、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 ,特别是 Internet

技术的发展 ,GIS 工程技术经历了单机上的 GIS 工

程 、基于 Intranet的企业级GIS工程和基于 Internet的

社会化GIS工程三个发展阶段。在单机GIS工程阶

段 ,GIS技术注重数据的录入 、转换 、编辑 、叠加等功

能 ,各种GIS软件有自己的空间数据格式 ,不同的

GIS系统间不能共享资源 ,并以文件方式来管理空间

数据和属性数据。在基于 Intranet 的企业级 GIS 工

程阶段 ,注重空间数据的共享 、应用以及辅助分析决

策功能 ,在建设中涵盖了MIS及 OA的大部分功能。

数据管理经历了空间数据文件管理 、属性数据数据

库管理到空间数据 、属性数据一体化管理和初步一

体化查询的发展历程。由于 Internet技术的成熟及

大规模普及应用 ,GIS工程开始面向各种行业和广大

民众 ,WebGIS产生并得到了发展。基于GIS技术 、移

动通讯技术及定位技术(基于机站定位和GPS定位)

第 29 卷 第 2期

2004 年2 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信 息 科 学 版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Vol.29 No.2
Feb.2004

DOI :10.13203/j.whugis2004.02.001



的LBS和MLS技术的形成 ,为用户基于位置的信息

交换 、信息获取 、信息共享和信息发布提供了便捷 、

经济的技术途径[ 2] 。大量的 LBS应用为GIS注入了

新的活力。GIS 工程将实现从以数据管理为中心向

以提供空间服务为中心的转变 ,与不同信息 、类别 、

区域 、时段的数字信息工程协同工作。

1.4　开发工具 、语言发展对 GIS的影响

GIS工程的开发语言经历了从早期的宏命令 、

函数库扩展到当前流行的集成式环境开发。早期

的GIS只提供功能有限的供查询和计算的自定义

语言 ,基本是面向单一功能。同时 ,其编写 、调试 、

测试分开进行 ,开发周期长 ,系统稳定性差 ,维护困

难。函数库方式的功能扩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

当时GIS工程功能扩展的要求 ,但远不能满足不断

提高的GIS应用要求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从

早期的少数开发语言 ,如 Basic、Fortran 、C等到目前

种类繁多的开发工具和开发语言 ,各种计算机语言

集成式的开发环境为GIS工程建设提供了有效的

工具支持 。VB 、VC 、Delphi 、ASP 、JSP 、Java 等语言

及.Net 、J2EE等框架结构式开发技术为GIS 工程建

设中的功能扩展 、系统集成 、数据库访问 、网络发布

等提供了灵活多样的实现方式 ,大大提高了GIS工

程的建设速度。

1.5　工程开发技术方法发展对 GIS的影响

GIS工程开发经历了流程式开发 、模块式开

发 、面向对象开发 、组件式开发等 4个阶段。面向

对象方法的形成对GIS 中数据结构的组织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 ,对GIS 软件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

各种基于特征的 GIS 软件逐步向面向对象的 GIS

软件过渡。DCOM 、CORBA 、EJB 等组件技术使得

GIS软件可以与主要的跨平台编程语言结合 ,作业

控制语言可以在软件基础上组织复杂应用 。GIS

软件也可以作为各种应用软件的功能部件出现 ,并

逐步成为软件开发中的标准通用部件。近年来 ,

UML技术为GIS工程建设中数据的组织 、管理从技

术上和规范上提供了通用的应用模式 ,为GIS工程

的调研 、分析 、设计 、实现以及系统的优化提供理论

上的指导和帮助 ,为GIS工程中的部件功能划分 、

评价 、优化提供了科学的实现方法。虚拟现实的仿

真技术 、GML技术 、快速TB存储技术等为GIS工程

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

1.6　应用需求发展对 GIS的影响

GIS最初的需求只是通过计算机管理和表现

各种地图数据 ,减少人们处理地图数据的工作量 ,

从而形成数据驱动型的早期 GIS 。随着人们对数

字地图应用的逐渐深入 ,简单的空间数据数字化

表现已经不能满足各种特定行业 、特定领域对空

间数据进行专业分析 、处理以及决策辅助的要求 ,

以应用功能和支持决策为主的 GIS逐渐成为发展

的主流。注重数据共享及各种专业模型的建立是

功能驱动的GIS的主要特点。随着网络技术的飞

速发展 ,特别是 Internet的广泛普及 ,不同地域 、不

同行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社会对空间数据的需

求不断增加 ,基于空间位置服务的应用需求产生 ,

GIS从而逐渐发展成以数据服务为目的的空间数

据服务系统 ,并以分布式 GIS(DGIS)、嵌入式 GIS

(EGIS)、移动 GIS(MGIS)、个人化 GIS(PGIS)等形

式从各个不同的应用层面服务于各行各业。基于

不同形式GIS 综合应用的数字城市 、数字电力 、数

字环保等各种数字工程的建立则是 GIS应用发展

的集中体现。

回顾GIS 技术的发展过程 ,早期被称为第三代

地学语言的GIS 技术已超越了地学领域的范畴。

GIS技术同 IT 技术紧密相关 ,在网络技术 、软件开

发技术 、通信技术 、嵌入式技术的支持下 ,GIS 将具

有更加广泛的应用 。GIS工程不是纯技术工程 ,而

是要从技术 、方法 、组织 、管理 、数据共享 、应用 、表

现形式等多方面同其他信息系统结合 ,逐步扩展并

形成服务于不同领域 、不同区域的数字工程。

2　数字工程的技术内涵

在 21世纪 ,企业管理的关键决定于数字信息

流。数字工程就是将全部地球数据数字化 、网络

化 、智能化和可视化的过程[3] ,它将地球信息的各

种载体向数字载体转换 ,通过网络通信技术加载到

各专业领域 ,支持数字工程的实现。空间信息作为

Internet上一个最基本的信息载体 ,社会经济生活

中的各个部门和行业都可以将自己的信息加载到

上面 ,对政治 、经济和军事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

1)核心技术

空间信息格网(SIG)是数字工程的核心技术 ,

是利用现有的空间信息基础设施 、空间信息网络

协议规范为用户提供一个空间信息服务的智能化

平台[ 4] 。它将空间上动态分布的计算资源 、存贮

资源 、通信资源 、软硬件资源 、知识资源等链接成

一个逻辑整体 ,实现在网络虚拟环境下的资源共

享和协同工作 ,具有全数字 、全自动 、数据标准化

等特点。各种空间信息服务站点实现对用户透明

的链接及一步到位的服务 ,用户通过端对端的方

式访问任意的空间信息资源。

2)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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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获取与更新。它包括自然地理数据的

自动获取;基础设施数据的实时获取和更新体系;人

文、经济 、政治等社会数据的变更与监控等。②数

据处理存贮。包括高密度 、高速率的海量数据存贮

设施 ,多分辨率海量数据实时存贮 、压缩 、处理 ,元数

据管理 ,空间数据仓库技术等。③信息提取与分析。

包括数据互操作 、多元数据集成 、信息智能提取分

析、海量空间数据的智能提取与分析 、决策支持技

术。④网络。高速宽带网络 、智能网络 ,支持基于

网络分析计算的操作系统 、基于对象的分布式网络

服务以及分布式处理和互操作协议等。 ⑤应用。

包括城市规划 、地籍管理 、城市防灾、城市交通等。

⑥管理。包括专业人员小组、教育培训 、安全管理 、

系统维护 、标准与互操作规范 、相关法规等[ 2 ,5] 。

3)本质

数字工程是地理空间信息数字化与信息技术

的集成与升华。在技术实现上 ,以广域网为基础将

各种异源异构 、不同领域 、不同时间的工程信息进

行网络系统集成;在工程信息管理上 ,以智力和知

识资本为手段将分散的 、形式不一的 、不规则的信

息资源加工成有形或无形资产 ,形成整个社会的公

共基础信息 。其本质是建设空间信息基础设施 ,并

在此基础上深度开发和整合应用各种信息资源。

4)目标

数字工程技术最终就是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

空间信息格网 ,数字城市 、数字电力 、数字国土 、数

字环保等都是格网上的节点
[ 4 ,7]

。

3　从 GIS工程到数字工程的转变是

技术 、应用发展的必然趋势

　　GIS 工程服务于数字工程 ,数字工程推动地

理信息工程的发展 。数字工程的基础技术由遥

感 、遥测 、地理信息系统 、因特网 、通信技术等组

成 ,遥感 、遥测等提供获取数据的手段 ,地理信息

系统进行数据的管理 、存贮 、分析和表现 ,通过因

特网实现数据的传输发布 ,利用通信技术同社会

生活紧密结合 ,构成数字工程技术的基本框架。

各种先进技术提高了数字工程的应用水平 ,对空

间信息的管理和应用提出了更高的目标 。数字工

程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展 ,将创造出良好的技术 、应

用 、社会环境 ,促进GIS工程的快速发展 。

1)数字工程是对GIS工程的继承 、延伸和发展

数字工程不是 GIS工程的简单升级 ,成千上万

的GIS工程才能形成数字工程应用的发展空间 。

在横向上 ,数字工程以广域网为基础 ,将大量

不同行业 、不同领域 、不同时间 、异构的 GIS 工程

进行网络集成 ,将 GIS 工程作为支撑集成体的数

据服务元素 ,以网络技术 、通信技术为纽带 ,逐步

发展面向问题的分析 、处理手段和工具 ,形成分布

式空间数据的Web服务点 ,实现在网络支持下数

据库群的动态访问 、查询 、空间分析与决策。GIS

工程不再以空间数据共享为目的 ,而以数据服务 、

知识获取为中心 ,在整个数字工程范围内形成以

GIS工程为元素的透明的空间数据服务网络。

在纵向上 ,数字工程实现物理上分布 、逻辑上集

中的多源 、异构 、多时态 、多尺度空间数据的集成 ,实

现不同尺度空间数据的互动 、矢量和影像数据的互

动 ,空间多位属性与嵌套表的组织 ,多源空间数据的

装载与融合 ,支持强大的索引和数据仓库机制 ,建立

多用户同步空间数据操作与处理机制[ 1] 。

2)数字工程是对GIS工程知识的创新

数字工程是不同领域 、不同平台 、不同时态的

异源 、异构系统的集成 ,能够将各种专业信息加载

到空间信息上 ,以数据仓库 、数据挖掘技术为基

础 ,结合人文 、地理 、历史 、经济 、行政等相关知识 ,

实现GIS工程数据的再生产 ,促进空间数据在更

高层次上的辅助决策和分析应用。

3)数字工程是GIS 学科发展与创新的需要

传统的空间信息工程学科以测绘和地理学科

为核心 ,虽然引入了计算机技术 、网络技术 、多媒

体技术等作为支撑 ,但其理论研究 、技术手段已不

能适应数字社会的发展需求。

4)数字工程具有业务化 、产业化的运作能力[ 7]

数字工程为国家 、地区 、部门提供有力的社会

化服务支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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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经济和社会信息战略

之间的关系 ,将数字工程同整体信息化发展规划

结合起来 ,形成支持地理空间信息与广泛共享与

应用的开放式环境。

5)数字工程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数字工程建设快速地传递企业所需的商业信

息 ,为企业准确地把握市场动态 ,提高对市场变化

的应变能力。数字工程技术为人们研究这些问题

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在城市的规划管理 、交通

运输 、农业 、电力 、医疗 、环境保护 、动态监测 、经济

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

4　应用实例

4.1　数字电力

“西电东送”是当前我国电力建设的重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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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数字电力工程的建设将线路建设过程中的选

线 、终勘 、定位 、施工 、运行 、维护 、配电等各个环节

涉及到的测量 、水文 、地质 、材料 、电气 、经济 、施工

等多个专业信息加载到空间信息数据库 ,建立了完

善的电网运行 、维护 、事故处理模型。对复杂多变

的线路走廊地形以矢量 、栅格 、表格 、多媒体等多种

数据相结合的形式对水文 、地质 、经济等信息进行

合理的数字化表达 ,全面实现线路运行的大范围三

维动态模拟 、显示 、查询 、处理及分析 。对线路运行

的实时监测数据实现端对端的链接 ,在保证数据的

现势性与可靠性基础上 ,实现电力信息高度共享 ,

提高线路管理 、维护的工作效率 ,实现线路规划 、建

设 、维护管理的现代化。当前输电线路数字化管理

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大范围的影像数据实时动态

调度 、虚拟现实技术 、线路运行事故预测模型研究 、

线路运行事故处理及预案评估研究 、线路数据综合

研究。输电线路二维 、三维运行情况如图1所示。

4.2　数字农业

数字农业又称信息农业 、精细农业或虚拟空

间农业 ,是指数字地球技术与现代农业技术综合

的农业生产管理 。数字农业充分利用空间定位技

术 、通信技术 、网络技术建成大范围的农业信息

图 1　输电线路二维 、三维运行模拟图

Fig.1　Digital Simulation of Overhead Transmission Line

网 、农业电子商务 、农业 GIS 和农业资源库等 ,把

各种异源 、异构的系统 、平台 、数据进行高效集成 ,

建成上至农业决策 、下至农业耕作的数字农业 ,把

农业作业定位到中小尺度的农田 ,从微观尺度上

直接与农业生产和生产管理相结合 ,形成一个从

宏观到微观的对农作物生长 、土地 、土壤 、发育状

况 、环境因素等方面的监测 、预测 ,以及包括动态

分析 、诊断预测 、耕作措施和管理方案等决策支持

在内的信息农业技术系统 。农业资源数据库系统

软件体系结构如图 2所示 。

图 2　农业资源数据库系统软件体系结构图

Fig.2　Software Frame of Agriculture Resource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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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数字农业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基于

GPS和GIS 的农业机械田间导航与定位操作的应

用研究 、田间信息的通信与处理系统研究 、农业灾

害的监测 、预报与评估系统的研究 ,基于 GPS 、GIS

的农业调度与辅助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 。

5　结　语

数字工程的实施不仅要有各种相关技术的支

持 ,还需要有政府 、企业 、学术界的协同参与。数

字工程将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进一步推

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 。同 GIS工

程相比 ,数字工程更像是一项技术政策 ,是实现社

会生产力的高起点跨越式发展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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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igit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s a new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geographic spa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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