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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多级异构空间数据库同步的关键问题和难点, 提出了一种基于 XM L 的多级异构空间数据的

同步架构,该架构在 全国国土资源数据交换中心试点建设项目 中得到成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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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测图技术的发展,空间数据库可以在更

短的时间内获取更新数据, 美国 USGS 提出要在

2010年实现 七天内更新地图
[ 1 ]
。我国的土地

利用数据目前可以实现每年更新一次, 在一级空

间数据库发生变更以后,以怎样的机制保持各级

异构空间数据库的同步和一致性成为一个亟待解

决的问题
[ 2, 3]
。

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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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M L 技术以其

松散、灵活、易于跨软硬件平台等优点, 已成为

Web服务的技术基础,也已成为地理信息系统领

域构建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异构性地理信息系

统以及开展地理信息 Web 服务的主要技术基

础
[ 4 ]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XML 的多级异构空

间数据库的同步构架, 来解决多级异构空间数据

库和异构 GIS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与同步问题。

1 多级异构空间数据库的同步更新

问题

所谓多级异构空间数据库是指某一专业领域

不同级别部门建立的具有多分支、多层次的多级

空间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具有基本一致的内容模

型,空间数据一般为二维矢量形式,地理位置分散

在全国各地,各级空间数据库所采用的数据库软

件和 GIS软件往往不一致, 具有异构的特点。本

文研究的多级异构空间数据库, 上下级存在依存

关系(上级部门的空间数据库包含其所辖的所有

下属部门空间数据库的核心内容) ,数据库按一定

的次序进行更新(更新首先发生在下级部门,然后

逐级将更新传递给上级部门, 而不能反方向)。国

土部门的空间数据库具有典型的多级异构特点,

其构成如图 1所示, 通常按行政级别分为国家、省

(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市、县(区)四级,

其组织形式为树状结构。

图 1 某一专题的多级异构空间数据库示意图

Fig . 1 Illustration of Mult ilev el and H etero-

geneous Spatial Databases

数据库同步是指具有多个副本的数据库, 当

其中一个副本发生变更后,按某种机制将变更传

递到其他副本, 使得多副本之间保持一致。因为

多级异构空间数据库存在上下级之间的依存关

系,所以在发生变更后也面临同步问题。

我国政务网络的建设为空间信息的快速传

输、交换和共享提供了网络基础设施,然而目前的

工作方式和现有的系统架构不能满足多级数据库

网络同步的要求, 问题的妥善解决需要一种基于

开放标准、松散耦合、可扩展性好的解决方案,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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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起来有以下关键问题和难点需要解决。

1) 数据更新方式。实现异地空间数据库的

同步,一种方案是将变更后的各下级空间数据全

部传输到上级, 但由于空间数据是海量的,在目前

的网络条件下是不可行的,采用增量更新是一种

可行的方案。

2) 空间数据网络交换格式。由于各部门异

构 GIS 系统的数据模型和数据内容有所不同,因

而需要规定统一的空间数据交换格式, 且这种格

式必须具有适合网络传输的特点。

3) 异构 GIS系统之间的远程数据访问。下

级节点为上级节点提供一种跨软硬件平台的网络

数据访问接口, 以实现异构空间数据库和 GIS 系

统的集成与互操作。

4) 更新流程管理。通过网络实现多级空间

数据库的数据交换, 异常情况是难免的,为此必须

考虑更新流程及控制机制。

5) 标准及规范。对于多级空间数据库业务

系统,由不同的软件厂商开发实现,如果没有统一

的标准,不同部门的系统建设将各行其道,不能实

现互通。

2 基于 XML的解决方案及体系架

构

在网络环境下实现多级异构空间数据库的同

步,需要在各级部门建立数据交换中心,在两级部

门间建立交换系统,如图 1中的结构要建立三级

交换系统(县级- 市级, 市级- 省级, 省级- 国家

级) , 通过建设交换系统实现上下两级空间数据库

之间的数据交换和更新。XML 具有结构化、自描

述、可扩展、适合网络传输和可验证性等优点,可

用其作为两级节点(数据中心)之间的信息交换格

式。为了保证交换系统的开放性与可扩展性,交

换体系不对具体开发软件和平台进行规定,而是

对两级节点之间的增量更新机制、网络空间数据

交换格式、数据远程访问以及消息通信机制进行

了定义,统一了交换接口和开放的标准、规范。

交换体系中两级节点间信息交换如图 2所示,

通过消息通道和数据通道进行信息交换,消息通道

是双向的,数据通道是单向的。消息通道用于传递

更新控制消息,控制和管理更新行为。数据通道为

更新数据获取的接口, 空间数据交换格式采用

GML[ 5]格式,通信采用 HTT P/ POST 协议。

2. 1 增量更新机制

实现多级数据库增量更新必须解决更新操作

图 2 两级节点的信息交换

F ig . 2 Info rmation Exchange Betw een T wo Nodes

定义和地物惟一标识问题。本文定义了 3个更新

操作: Create(新增)、Destroy(删除)和 U pdate(变

更)。这 3个操作是原子级的,空间数据的变更往

往比较复杂,一个地物的变更通常要牵涉周围的

地物,对于复杂的更新过程最终可以分解为这 3

个最基本的操作。同一个地物在各级空间数据库

中有惟一标识,这是保证各级空间数据库进行增

量更新的重要条件。如国土资源数据由各个县市

采集,县市内部可以保持惟一性,但在导入到省级

库时,不同的县市的标识码可能会重复,解决办法

是在地物的标识码前面加县级的 6 位行政代码

(全国惟一)。

2. 2 网络空间数据交换格式

在同步架构中, 采用 GML 作为统一的空间

数据交换格式, GML 适合作为空间数据网络交

换的格式, 各级交换中心只需开发相应的 GML

生成和解析模块, 即可实现其异构空间数据的共

享与互操作。

2. 3 数据远程访问机制

数据交换在上下两级行政单位的空间数据库

间进行。下级节点为上级节点提供数据的网络访

问接口,为保证数据访问的灵活性,应采用静态和

动态两种方式。动态方式采用 OGC 网络要素服

务( WFS)
[ 6]
的方式, 下级节点提供网络要素服

务,上级节点可以动态地从下级空间数据库中查

询和提取满足条件的地物要素。WFS 基于Web

Serv ices技术, 具有松散耦合、跨软硬件平台等优

点,能够实现网络异构 GIS 数据的共享和集成。

静态方式是将更新数据文件静态存放于指定的网

络路径,上级通过数据的 URL 地址下载数据。

2. 4 基于消息驱动的更新机制

交换节点包含数据管理、消息通信和数据服

务 3个基本功能模块。数据管理模块的主要功能

是从下级节点提取更新数据, 解析并更新到本地

数据库;消息通信模块的主要功能是处理两级节

点之间的消息通信; 数据服务模块是下级节点为

上级节点提供数据访问的网络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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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控制消息用于传递交换控制指令及更新

数据内容描述信息, 以对两级节点系统的数据交

换进行协同控制, 并为空间数据库的更新提供必

要的更新数据相关信息, 消息格式用 XML 定义。

更新控制消息包含 4个子节点: ExchangeSequen-

ceID是本次更新的标识; N odeID是更新消息发

送的源节点; T argetNodeID是更新消息发送的目

标节点;最后一个节点有 3个互斥的可选项, 包含

Data-ExchangeRequest 的消息是数据交换请求

消息,包含 ExchangeStatusReport 的消息为数据

交换状态报告消息,包含 Acknow ledge 的消息为

响应消息,用来响应接受到的任何消息。

基于消息驱动的交换机制实现信息交换自动

化,两级节点间的交换机制如图 3所示。

图 3 数据交换机制图

Fig . 3 Mechanism of Data Exchange

2. 5 标准和规范

标准和规范是多级异构空间数据库同步架构

的重要部分,主要包括《建库规程》、《数据更新管

理规范》、《网络空间数据交换规范》和《网络要素

服务规范》等。《建库规程》针对建库的数据内容,

规范和指导建库的过程;《数据更新管理规范》定

义了更新消息, 并对更新行为及一些细节问题进

行规范;《网络空间数据交换规范》规定了空间数

据在网络上的传输格式, 在 GML
[ 3]
格式的基础

上,定义适合行业和部门的应用模式;《网络要素

服务规范》规定了空间数据的网络共享交换接口

标准,其定义参照 OGC 的网络要素服务规范。

3 应用实例

全国国土资源数据交换中心建设试点项目采

用了本文提出的同步架构,试点在国土资源部与

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和广东省国土资源厅之间建立

了数据交换系统,以此为依托,实现了国土资源信

息的交换,省级数据中心汇总的国土资源数据通

过网络自动更新到国土资源部数据中心。国土资

源数据交换中心建设的示意图如图 4所示,目前

建立了国土资源部与浙江省和广东省三个数据交

换中心,分别开发了数据交换软件,并制定了相关

的建设规范, 成功进行了系统的运行和测试。广

东省国土资源数据交换中心软件系统的构成如

图 5所示,由 省级建库与管理 、数据交换 、网

络要素服务( WFS) 、在线共享 等子系统构成。

系统功能包括土地利用数据的建库、管理、分析、

更新和历史数据与管理等。网络要素服务是国家

从省级国土资源数据库中提取数据的网络接口,

可实现两级系统消息通信和数据交换业务,并可

实现空间数据的发布与共享。

图 4 国土资源数据交换中心建设示意图

F ig. 4 I llustrat ion of Land and Resources

Exchange System

图 5 省级国土资源数据交换中心系统构成

F ig . 5 Architectur e of Land and Resources

Exchang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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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语

基于 XML 的多级异构空间数据库同步架

构,采用 XML 和 GIS互操作等相关技术, 能够解

决多级异构空间数据库同步的问题, 确保多级空

间数据库的整体一致性。由于该架构通过网络进

行空间信息的网络传输与远程更新, 数据安全性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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