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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地球空间信息产业和地球空间信息技术发展的前景两个侧面阐述了美国劳工部把地球空间技术

与纳米技术 、生物技术一起确定为新出现的和正在飞速发展中的三大最重要的技术的原因 ,并分别从时空信

息获取 、加工 、管理和服务 4个方面对地球空间信息未来的技术发展作了简要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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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为三大高新技术 ,地球空间信

息产业欣欣向荣

　　20世纪 90年代 ,GPS 、RS和 GIS 的集成被简

称为 3S 集成
[ 1]
,文献[ 2] 论述了地球空间信息学

的形成 ,文献[ 3 ,4]论述了地球空间信息技术与通

信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的集成 ,文献[ 5] 给从事

3S集成的人带来了许多有说服力的好信息 ,表明

了地球空间信息产业的欣欣向荣。

1)2004年年初 ,美国劳工部将地球空间技术

(Geo-spatial technology 或 Geo-technology)和纳米技

术与生物技术一起确定为新出现的和正在发展的

三大最重要的技术。

2)地球空间信息产业的产值以超出预计的

速度飞速增长 。据美国劳工部预计 ,原预测的全

球地球空间信息 2005 年的产值为 50 亿美元 ,现

在有望达到300亿美元。以出售商用 1m高分辨

率卫星为业务的 Space Imaging 公司 2003年的业

务量增长了 70%。美国军方在过去两年中已在

商业GIS 与遥感技术方面花费了 10亿美元 ,军费

中对地球空间信息技术的花费就更多了 。

3)地球空间信息高技术人才的需求量极大。

以美国为例 ,美国航天局(NASA)有 26%的高技术

地球空间技术人员将在下一个 10年中退休 ,仅美

国影像制图局(NIMA)在今后 3年中将招收7 000

名懂遥感的 GIS 技术人员 。全球则有 14万个单

位需要地球空间技术人员 ,其中大多数为各级政

府机构。此外 ,未来 10年人才需求的主要领域是

资源环境 、国防与安全 、城市与交通以及土地管理

等方面。

4)随着移动定位服务和空间决策支持系统

的推广 ,地球空间信息技术将创造更多非政府部

门的就业机会和产生更多的民营企业。除了对高

学历人才的需求外 ,对 GIS 一般技术人员的需求

量也将显著增加。如美国 ESRI公司雇佣了2 500

名无学位的雇员 ,ESRI 的定期培训班一年能培训

20万人 ,这些人由于会使用其软件Arc/Info ,因此

给公司的市场拓展带来了极好的机遇。欧空局

(ESA)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联合主办了一个为期

三个月的夏季培训班 ,为全世界培训从事空间数

据基础设施 、空间分析和地图可视化的人才 。在

我国高校中 ,测绘遥感和 GIS这些与地球空间信

息学有关的专业在最近 5 年内已发展到 150个 ,

招生规模每年达到 5 000人以上。

2　作为时空信息高科技 ,地球空间
信息技术发展前途无量

　　地球空间信息科学是在 20世纪 80 、90年代

形成的 ,随着信息技术 、通信技术 、航天遥感 、导航

定位技术的发展 ,在 21世纪 ,将形成海陆空一体

化的传感器网络 ,并与全球信息网格相集成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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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自动化 、智能化和实时化地回答何时(when)、

何地(where)、何目标(what object)、发生了何种变

化(what change),并且把这些时空信息(即 4W)随

时随地提供给每个人 ,服务到每件事(anyone、any-

thing 、anytime and anywhere ,4A服务)。下面从时空

信息获取 、加工 、管理和服务 4个方面对未来的技

术发展作简要叙述。

2.1　时空信息获取的天地一体化和全球化

人类生活在地球的四大圈层(岩石圈 、水圈 、

大气圈和生物圈)的相互作用之中 ,其活动范围可

涉及上天 、入地和下海 。这种自然和社会活动有

80%与其所处的时空位置密切相关。为了获得这

些随时间变化的地理空间信息(以下简称为时空

信息),在 20 世纪航空航天信息获取和对地观测

技术的成就基础上 , 21世纪将构建天地一体化的

对地观测系统 ,以便实时 、全球 、全天时 、全天候地

获取粗中高分辨率的点和面方式的时空数据 。由

美国政府发起 ,于 2003年 7月 31日在美国国务

院内召开了第一届对地观测部长级高峰会议 ,有

34个国家的科技部长或其代表以及联合国的相

关机构参加了这次高峰会议 。会上发布了《对地

观测华盛顿宣言》 ,成立了政府间对地观测协调组

织(GEO)。在《华盛顿宣言》中 ,正式提出要建立

一个功能强大 、协调 、持续化的分布式全球对地观

测系统(GEOSS)。为此 ,已在 2004 年 4月完成了

框架文件 ,并于 4月 25日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二

次部长级对地观测高峰会上通过。现正着手制定

10年实施计划 ,这种合作主要涉及全球环境 、资

源 、生态及灾害等方面 ,研究的问题包括海洋 、全

球碳循环 、全球水循环 、大气化学与空气质量 、陆

地科学 、海岸带 、地质灾害 、流行病传播与人类健

康等 。用于国防安全的军事卫星技术不在合作之

列 ,但各国都给予了极大关注。在未来争夺制天

权的过程中 ,又联合又竞争的局面值得我们高度

关注 。第三次全球部长级对地观测高峰会议已决

定将于 2005年 2 月在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

召开 。

在华盛顿第一次高峰会上 ,欧空局(ESA)正

式宣布其GMES 计划 ,即全球环境与安全监测计

划。该计划将建立一个具有高中低分辨率的对地

观测卫星和伽俐略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为欧

盟18个国家的环境(包括生态环境 、人居环境 、交

通环境等)和安全(包括国家安全 、生态安全 、交通

安全 、健康安全等)进行实时服务 , 该系统将于

2008年建成。

我国目前正在制定从 2004 ～ 2020 年的国家

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在这个规划中 ,将正式提

出建立我国天基综合信息系统的建议 ,即通过发

射一系列持续运转的卫星群 ,实现卫星通信 、数据

中继 、全球卫星导航定位和多分辨率的光学 、红

外 、高光谱遥感和全天候 、全天时的雷达卫星群 ,

来获取国家经济建设 、国防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

展所需要的时空信息 ,与航空 、地面 、舰艇 、水下获

取的时空信息相融合 ,并与国外的对地观测系统

相互协调与合作 ,成为信息时代我国的天地一体

化时空信息获取系统 ,从而为地球空间信息的数

据源提供坚实的基础[ 6 , 7] 。

2.2　时空信息加工与处理的自动化 、智能化与实

时化 [ 8]

面对以 TB级计的海量对地观测数据和各行

各业的迫切需求 ,我们正面临着一个矛盾的局面 ,

一方面数据多而无法处理;另一方面 ,用户需要的

数据又找不到 ,致使无法快速及时地满足用户的

需求。于是 ,对时空信息加工与处理提出了要实

现自动化 、智能化和实时化的问题 。

目前 ,卫星导航定位数据的处理已经比较成

熟地实现了自动化 、智能化和实时化 ,借助于数据

通信技术 、RTK技术 、实时广域差分技术等 ,空间

定位已达到 m级 、dm级乃至 cm级精度。美国的

GPS正在升级 ,以改进其性能 ,欧盟正在加紧推进

由 30颗卫星组成的伽俐略计划 ,我国的二代北斗

也将由12颗卫星组成 ,对更广大的地域实时卫星

导航定位服务 ,希望到 2020年也能建成类似伽俐

略卫星的我国独立自主的全球导航定位系统 。

遥感数据包括高分辨率光学图像 、高光谱数

据和SAR数据的处理 ,就几何定位和影像匹配而

言 ,可以说已经解决 ,要进一步研究的是无地面控

制的几何定位 ,这主要取决于卫星位置和姿态的

测定精度 。目标识别和分类的问题一直是图像处

理和计算机视觉界关心的问题 ,智能化的人机交

互式方法已得到普遍应用 ,人们追求的是全自动

的方法 ,因为只有实现全自动化才有可能实时化

和在轨处理(smart sensor),进而构成传感器格网

(sensor grid),实现直接从卫星上传回经在轨加工

后的有用数据和信息 。基于影像内容的自动搜索

和特定目标的自动变化检测[ 9] ,可望尽快实现全

自动化 ,将几何与物理方程一起实现遥感的全定

量化反演是最高理想 ,21世纪内有望解决 。

2.3　时空信息管理和分发的网格化 [ 10]

时空信息在计算机中的表示是地图数字化 ,

在计算机中存贮的是带地物编码和拓扑关系的坐

标串 。在 3W互联网环境下 ,实时查询和检索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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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是成功的。随着全球信息网格(GIG)概念的

提出 ,人们将面临在下一代 3G(great , global , grid)

互联网上进行网格计算的问题 ,即不仅可查询和

检索到 GIS 时空数据 ,而且要能利用网络上的计

算资源进行网格计算。在网格计算环境下 ,目前

的GIS数据面临着空间数据的基准不一致 、空间

数据的时态不一致 、语义描述的不一致以及数据

存贮格式的不一致等 4大障碍。因此 ,建立全球

统一的空间信息网格对实现网格计算势在必行。

为此 ,我们提出了从用户需求出发的空间信息多

级网格(SIMG)的概念 ,用带地学编码的粗细网格

来统一存贮时空数据。其基本思想是 ,在地理坐

标框架下 ,根据自然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特征 ,将全

球分成粗细不等的格网 ,格网中心点的经纬度坐

标和全球地心坐标系坐标作为参照标准 ,存贮各

个格网内的地物及其属性特征 。这种存贮方法特

别适合于国家社会经济数据的空间统计与分析。

如果能解决空间信息多级网格与现有不同比例尺

空间数据库的相互转换 , GIS 的应用理论将上一

个新的台阶 ,空间数据挖掘也望得到更好的应用 ,

使空间分析和辅助决策支持上一个新台阶。解决

空间数据语义的不一致 ,需要借助本体数据库思

想建立一个统一的语义网格 ,来描述同一客体在

不同专业空间数据库中的语义描述及其转换 。时

态不一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其解决方法可

以借助覆盖全球的同时态卫星数据快速更新已有

不同时态的空间数据库 ,建立按年或按月的数据

文本 。解决数据格式的不一致和软件资源共享的

问题在 ISPRS关于联邦数据库与互操作的工作组

中已取得卓有成效的成果 。

2.4　时空信息服务的大众化

人类的社会活动和自然界的发展变化都是在

时空框架下进行的 ,地球空间信息是其载体和数

学基础 。在信息时代 ,由于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

络的发展加上计算机终端的便携化 ,使时空信息

服务的大众化代表了当前和未来的时代特征 ,也

是空间信息行业能否产业化运转的关键 。

时空信息服务要以需求为牵引 ,不同的用户 、

不同的需求就要提供不同的服务 。在国防建设

中 ,除了整个数字化战争的准备 、策划 、实时指挥 、

战场态势 、作战效果估评的大系统外 ,时空信息服

务的本质就是将 3S集成技术做成适合于各兵种 、

各作战单元和战士的时空信息多媒体终端。它既

可实现实时导航定位 、实时通信 ,也可以实时获取

和提供所需要的军事时空信息 ,这样的 3S 集成系

统将成为装备提供给部队 。时空信息对政府高效

的服务就是为电子政务(OA)提供必要的具有空

间 、时间分布的自然 、社会和经济数据与信息 。目

前的各种比例尺地形数据库距离电子政务和国家

宏观决策分析的使用尚有较大的距离 ,希望能通

过空间信息网格技术加以解决 。时空信息对我国

小康社会的服务具有挑战性 ,需要我们创造高效

优质的服务模式 ,这包括汽车导航 、盲人导航 、手

机图形服务 、智能小区服务 、移动位置服务等 ,可

以统称为公众信息化(CA)。时空信息的社会经

济服务包括对国家资源 、环境 、灾害调查和各种经

济活动的时空分布及其变化的实时服务 ,数字城

市 、数字港口 、数字仓库 、数字化物流配送诸方面

的时空信息服务。至于时空信息对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科学研究则需要建立功能强大 、协调 、可持续

发展的分布式全球对地观测系统 。需要指出的

是 ,时空信息的全社会服务是拉动地球空间信息

学和 3S 技术产业化发展的根本原动力 ,它具有上

百亿的市场前景 。数字地球 、数字中国以及数码

城市就是时空信息服务于人类社会的一面旗帜。

我国的地球空间信息科学技术正面临着一个

前所未有的大好发展时期 ,我们要加倍努力 ,抓住

地球空间信息学的机遇 ,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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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鉴于网络投稿的法律意义和法律责任不明确 ,本刊编辑部将不再接受网上投稿。所有投稿请

通过邮局挂号寄送(地址:武汉市珞喻路 129号武汉大学测绘校区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编辑部 ,

邮政编码 430079 , 来稿务必注明所投期刊名称 、作者联系方式),投稿时间以收到邮寄稿为准。

第三 , 为维护《著作权法》规定的出版单位享有的专有出版权利 , 并节约有限的办刊资源 , 所有来稿一

律不得一稿多投 , 违者将严肃处理。为明确相关法律责任 , 所有来稿请附“版权声明” 。

版权声明要点如下:1)本稿件主要内容为作者的研究成果 ,没有抄袭他人;2)所有作者署名符合《著作

权法》规定 ,署名顺序已有约定;3)本稿件没有一稿多投 ,如有发现 , 愿意接受编辑部依法处理;4)作者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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