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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描述了空间数据互操作、互操作ＧＩＳ的概念，提出了一种互操作ＧＩＳ模型———开放式虚拟模型。基

于公共虚拟接口的思想，讨论了模型的虚拟性和开放性，用以解决空间数据和ＧＩＳ软件功能的互操作。基于

ＯＶＭ模型，利用ＧＩＳ软件Ａｒｃ／Ｉｎｆｏ８和ＧｅｏＳｔａｒ４进行了分析处理层的互操作实验，验证了模型的正确性和

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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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通过在二维介质（如纸张）上的符号化、

可视化手段，实现了从制图到用图的地理环境之

间的信息传递［１］。这种信息的传递逐渐演变成共

同的制图约定，它类似一门地理语言，使得地图之

间能够自由地交换信息。

地理信息系统提供了把地理空间信息以数字

的形式进行采集的手段，并以种种方式管理、共享

和表现数据，实现了从现实地理环境到各种用户

认识的虚拟地理环境之间的信息传递。但 ＧＩＳ

的出现并没有促进制图约定向更统一的方向发

展，也没有成为制图约定的同质体。由于计算机

记录和描述地理空间数据的灵活性，出现了把地

图和其他空间数据转换成数字形式的许多方式。

ＧＩＳ中各种用来控制运行的命令几乎是不兼容

的，最明显的是基本概念“层”和“对象”在不同的

ＧＩＳ系统中表达不同的意义，这导致了各种ＧＩＳ

群体各自定义一套功能、函数、数据，且相互之间

不能或难以通信［２］。

目前，ＧＩＳ产业已经向开放式规范、标准转

变，允许一个系统和另外一个系统对话，一个厂商

的某个组件能被另一个厂商的组件代替，最终达

到空间数据的共享和互操作［３］。

１　互操作犌犐犛

许多学者对互操作给出了不同但相似的定

义［４，６，７］。本文对空间数据互操作和互操作 ＧＩＳ

作如下定义。

空间数据互操作：指系统之间能够自由交换、

检索和操纵空间对象等空间信息，能够协同操作

从不同系统获取的空间对象。

互操作ＧＩＳ：能够实现空间数据和数据处理

功能共享和互操作的ＧＩＳ。包含两部分内容，一

是空间数据互操作，能够透明地访问分布式异质

环境下的空间数据库；另外一个是ＧＩＳ软件功能

的共享、服务和互操作。互操作ＧＩＳ应能够像计

算机换零件一样替换软件功能模块，不同ＧＩＳ系

统的“部件”要能够协同工作，例如分别来自不同

软件的编辑模块和空间分析模块可以协同工作，

或者两个不同的空间分析模块共同完成一个叠置

分析任务等。

近１０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

对空间数据互操作进行了研究，主要有４种解决

方案：空间数据移植集成、空间数据转换标准、联

邦空间数据库以及以ＯＧＣ为代表制定的服务规

范。

本文提出了一种 ＧＩＳ互操作模型———开放

式虚拟模型（ｏｐｅｎｖｉｒｔｕ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ＶＭ ），从ＧＩＳ

软件功能的角度，划分了 ＧＩＳ互操作的层次，提

出应用公共虚拟接口解决ＧＩＳ的空间数据互操

作和软件功能互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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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开放式虚拟模型犗犞犕

开放式虚拟模型ＯＶＭ 对互操作ＧＩＳ进行了

合理的层次上的划分，定义了一套基本、通用和规

范的公共虚拟接口，在公共虚拟接口中详细地定

义和描述了ＧＩＳ各个功能模块的概念、数据流及

方法，基于公共虚拟接口建立起来的ＧＩＳ系统之

间能够实现空间数据和软件功能共享及互操作的

ＧＩＳ模型。ＯＶＭ由６个层次组成，如图１所示。

图１　开放式虚拟模型

Ｆｉｇ．１　ＯｐｅｎＶｉｒｔｕａｌＭｏｄｅｌ

２．１　平台层

平台层包括计算机硬件、网络协议和操作系

统，负责处理操作系统之间的访问。网络协议是

操作系统之间相互通信的规则。国际标准化组织

（ＩＳＯ）定义了一个７层的网络协议。平台层互操

作由操作系统完成。

２．２　数据存储层

数据存储层向集成、高效、透明化发展，但目

前数据存储层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空间数据互操作

的一个障碍。如果所有的空间数据及各个应用软

件模块都共享一个数据存储平台，则是一个最理

想的空间数据共享和互操作方式，任何一个应用

程序所作的数据更新都及时地反映在数据库中，

避免了数据的不一致问题。但是目前实现起来比

较困难，因为ＧＩＳ软件厂商一般不愿意放弃自己

的底层而采用一个公共的存储方案。

２．３　数据操纵层

当前大多数空间数据库在建立时没有考虑相

互之间的关联。为达到互操作的目的，在空间数

据库集成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便是数据模

型异质的问题，数据操纵层用以解决此问题。数

据操纵层包含三部分。

１）数据操纵公共虚拟接口：定义数据操纵层

的基本概念、数据流和对数据源操纵的方法。

２）组件数据库系统：在分布式异质的互操作

系统中，各个已有的空间数据库系统应部分地保

持自治。本文把原有的管理系统称为组件数据库

系统（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ｙｓｔｅｍ）。

３）数据操纵驱动器：根据组件数据库系统的

数据模型和数据结构，实现数据操纵公共虚拟接

口所定义的内容，完成对数据源的访问等工作。

２．４　分析处理层

当空间数据通过数据操纵层从分布式异质的

数据源以统一的模式读写后，便解决了不同数据源

异质数据模型和分布式访问的问题，但数据最终

要通过ＧＩＳ功能模块来提供服务。随着 ＧＩＳ应

用的深入开展，ＧＩＳ功能互操作的需求越来越大，

在系统集成过程中能够综合利用各个系统的功

能，使其协同工作，是互操作ＧＩＳ主要目标之一。

在分析处理层着重定义了分析处理公共虚拟

接口，包括编辑、空间分析等模块，通过实现分析

处理驱动器来达到分析、处理等功能性的互操作。

２．５　表现层

ＧＩＳ起源于计算机地图制图。在建立了地理

信息系统或者说空间数据库之后，计算机制图则

归结为空间数据的表现问题。随着 ＧＩＳ在其他

行业的普及，不能要求非ＧＩＳ或制图专业的人们

对地图有很深的认知程度。如果能以统一的表现

形式描述空间数据，对ＧＩＳ的普及将会起到积极

的推动作用。

在ＯＶＭ模型的表现层定义了一套表现公共

虚拟接口，描绘了颜色、符号、普通制图和专题制

图等，通过实现具体系统表现模块的表现驱动器

来实现表现层的互操作。

２．６　应用层

由于ＧＩＳ是用来管理、分析空间数据的信息

系统，几乎所有使用空间数据和空间信息的部门

都可以应用ＧＩＳ。因此从ＧＩＳ工程的角度出发，

应用层应针对某些应用领域的行业需求，在数据

操纵层、分析处理层和表现层的基础上进行二次

开发，解决实际问题。

从ＧＩＳ理论出发，应用层最大的问题是语义

上的异质，例如两个独立自治的部门对相同地物

使用了不同的地物编码，进行了不同的命名，使用

了不同的空间参考等。Ｂｉｓｈｒ（１９９７）提出了分布、

异构ＧＩＳ之间无缝的信息交换机制，给出了资源

发明模型，目的是提供一个构造信息资源元数据

结构的参考模型，然后从数据模型和系统体系结

构两方面研究ＧＩＳ的互操作。

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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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开放性和虚拟性

３．１　虚拟性

ＧＩＳ的异质包括很多方面，如不同的数据源

有不同的数据模型、数据结构；不同的 ＧＩＳ系统

采用不同的流程和算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用

不同的图示来描述空间现象；对同一空间现象有

不同的语义上的表达。大多数空间数据库在建立

时是没有考虑相互之间的关联的。开发者从分布

式的数据库中读取数据时，需要自己协调这些差

异，还要考虑不同的应用程序接口和语义上的冲

突；开发者受各个组件数据库牵制，必须随组件数

据库的变化作相应的改变。在ＯＶＭ 模型中，虚

拟性可较好地解决系统之间的异质性问题。

虚拟性是指在数据操纵层、分析处理层和表

现层这三层中的每一层都定义了一套公共虚拟的

接口。通过公共虚拟接口，用户访问数据源时不

需要知道所访问数据源的数据模型、数据结构，对

数据作分析处理时不需要知道功能模块的数据接

口、具体算法。如图２所示。

图２　公共虚拟接口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ｍｏｎＶｉｒｔ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公共虚拟接口描述的是一组核心概念，是对

概念、数据和方法的抽象，是一个共同的数据模

型。

公共虚拟接口是“虚拟”抽象的，它并没有真

正实现，它的具体实现是在某个具体的组件系统

中。在每一个组件系统中有一个驱动器，驱动器

是按照公共虚拟接口的定义结合组件系统的一个

中间件。不同的组件系统的驱动器对外暴露的接

口是一致的，即公共虚拟接口，但驱动器的实现因

为组件系统的异质而不同。

３．２　开放性

１）可扩展性。新的组件系统可方便地增加

到互操作系统中。只要为新的组件系统提供一个

驱动器，驱动器按照公共虚拟层的规定针对新的

组件系统定制。

２）技术公开性。ＯＶＭ定义的是一套统一的

规范，系统之间互操作的前提是遵循执行统一的

规范。因此公开规范说明以及公开有关源代码是

对用户公开的重要方式。

３）兼容性。在 ＯＶＭ 模型中保持原有系统

正常运行，保护用户在原有数据、软件和硬件的投

资，且系统集成后它还保持一定的自治性。

４　实验与结论

基于ＯＶＭ模型，笔者利用组件ＧＩＳＡｒｃ／Ｉｎ

ｆｏ和ＧｅｏＳｔａｒ进行了互操作实验。ＯＶＭ 模型在

分析处理层中定义了求缓冲区和叠置的虚拟接口

ＩＳｐａｔｉ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基于虚拟接口，分别实现ＧｅｏＳｔａｒ和Ａｒｃ／Ｉｎ

ｆｏ的分析处理驱动器，在应用层可调用两个软件

中的缓冲区和叠置功能进行协同工作。图３是分

析处理功能互操作的设置对话框，用户可设置不

同的软件协同操作。图４是 Ａｒｃ／Ｉｎｆｏ缓冲区函

数和ＧｅｏＳｔａｒ的叠置函数协同工作求得的叠置区

域。

图３　空间分析互操作设置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图４　Ａｒｃ／Ｉｎｆｏ缓冲区函数和ＧｅｏＳｔａｒ的

叠置函数协同工作求得叠置区域

Ｆｉｇ．４　Ａｒｃ／Ｉｎｆｏ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ｓｗｉｔｈＧｅｏＳｔａｒ

ｉｎＢｕｆｆｅｒａｎｄＯｖｅｒｌａ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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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ＯＶＭ 模型，可在不同的层次实现不同

软件数据和功能的互操作。互操作的模式既可以

服务的形式动态提供，又可以组件、动态库的形式

静态捆绑；既可基于ＧＩＳ软件封装驱动器，又可

根据业务需求自行开发驱动器。

实验表明，ＯＶＭ 能够解决ＧＩＳ的数据和功

能模块的互操作。本文中，不同的 ＧＩＳ软件、不

同的应用领域对同一事物从语义的角度有不同的

理解和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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