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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海洋遥感数据的有效管理和网络发布需求，设计了面向海洋遥感数据的空间数据库引擎 ＭＲＳＳ

ＤＥ。介绍了 ＭＲＳＳＤＥ的数据逻辑结构模型、物理存储模型和性能优化方法，通过与主流数据库引擎ＡｒｃＳＤＥ

的对比测试，证明了该引擎对海洋遥感数据具有存储效率高、数据上载速度及响应时间快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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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地组织、访问和通过网络动态发布海洋

遥感数据已经成为海洋卫星遥感技术应用的当务

之急［１］，其关键在于海量影像数据的存储和索引

结构的建立等方面［２］，解决办法是在面向对象的

关系数据库中建立高效的海洋遥感数据存储和访

问机制［３］。杨超伟等实现了遥感图像的 Ｗｅｂ发

布，但并未实现遥感图像数据与元数据的一体化

存储；陈华斌等通过较为先进的数据库技术进行

影像数据的存储和管理，也实现了数据的网上发

布，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个简单的元数据查

询系统；何正国等介绍了一个栅格数据发布系统，

但只给出了数据库连接池以及并发访问等关键技

术，并没有给出整个系统的实现框架。以上研究

忽略了海洋遥感数据的一个重要特征———更新周

期短。因此，需要建立一种高效的数据访问和读

取技术，以满足与数据库进行频繁交互及数据高

效读取的要求。

本文 设计了海洋 遥 感 空 间 数 据 库 引 擎

ＭＲＳＳＤＥ，并与其他现有的引擎进行了性能测试

分析，验证了 ＭＲＳＳＤＥ设计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１　犕犚犛犛犇犈空间数据库引擎架构

１．１　犕犚犛犛犇犈逻辑结构模型

本文采用基于扩展的面向对象关系数据库的

遥感影像建库方法，在关系数据库的基础上引入

对象的概念，对关系数据库的数据模型进行扩展，

使之能存储影像数据。

根据面向对象的观点，海洋遥感数据模型包

括像素（或像元）、栅格块、波段（或层）、元数据等

元素，如图１所示。

１）核心栅格数据。栅格核心数据是由像元

组成的多维矩阵，该矩阵有多个维度，二维平面上

的坐标用（犡，犢）表示，第三维可以是高程、时间或

者光谱信息。像元深度代表每个像元的数据大

小，多维矩阵中所有像元的深度相同。

２）栅格块。核心数据需要进行分块，以优化

存储和获取功能。每个栅格块将以二进制大对象

（ＢＬＯＢ）的形式存储在栅格块中，表中的每行记

录只能存储一个栅格块，ＭＲＳＳＤＥ允许用户自定

义块的大小。沿着每个维度正方向的边界块，如

果不满一个块的大小，ＭＲＳＳＤＥ将使用填充像元

将其补充完整（如图２所示），以确保所有的块都

具有相同的大小，填充像元的值为０。经过填充

的边界块与未填充的块具有相同的像元深度，因

而所有的块具有相同的大小。

３）波段或层。ＭＲＳＳＤＥ数据模型采用逻辑

分层结构，核心数据由一个或多个层组成。

４）元数据。元数据主要分为对象信息、海洋

遥感数据信息、波段信息和空间参考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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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ＭＲＳＳＤＥ数据模型

Ｆｉｇ．１　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ＲＳＳＤ
　　　　　　　　

图２　栅格边界块填充

Ｆｉｇ．２　ＦｉｌｌｉｎｇＣｅｌｌｆｏｒＧｒｉｄ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１．２　犕犚犛犛犇犈物理存储模型

主流ＳＤＥ产品在栅格数据存储管理方面功

能较弱，尤其对更新周期短、实时性强的海洋遥感

数据的管理，仍有许多待完善之处。

针对以上问题，ＭＲＳＳＤＥ在充分考虑海洋影

像数据时相特征的基础上，主要采用以下５个表

来实现海洋遥感数据在Ｏｒａｃｌｅ９ｉ中的无缝存储。

１）用户元数据表

该表是海洋遥感数据的系统表，主要起维护

和管理数据的作用。当导入一个遥感数据时，在

该表中对应插入一行记录。

２）栅格表

该表存储海洋遥感数据相关的存储参数以及

空间覆盖范围。表结构字段如下：海洋遥感数据

集的编号，主要是多个图像在同一个表中存储时，

区分数据块属于哪幅图像；图像的波段数据，对于

ＤＥＭ的波段数为１，对于ＩＭＧ可以有多个；图像

的宽度和高度；图像的数据类型，ＤＥＭ 的数据类

型为１６；金字塔的最高等级值；遥感影像分块的

大小；遥感数据的空间覆盖范围，如果没有坐标范

围就用图像的大小范围代替。

３）栅格块表

该表存储与栅格块相关的参数。表结构中的

字段为：外键，与栅格表中的一致；波段号；当前金

字塔等级；影像块的行列编号；栅格块实际数据的

存储位置；栅格块的边界范围。

４）栅格辅助信息表

该表主要存储遥感数据的一般统计信息和调

色板信息。表结构字段为：外键，与栅格块表中的

一致；波段对应像素的最小和最大值；对单波段

ＩＭＧ有效的调色板信息。

５）元数据表

ＯｒａｃｌｅＳｐａｔｉａｌ中，几何对象数据描述几何对象

的维数、边界及公差。ＯｒａｃｌｅＳｐａｔｉａｌ中面向用户的

元数据表为ｕｓｅｒ＿ｓｄｏ＿ｇｅｏｍ＿ｍｅｔａｄａｔａ。每个新创建

的含有ｍｄｓｙｓ．ｓｄｏ＿ｇｅｏｍｅｔｒｙ的表必须在该元数据

表添加一条记录描述才能使用相关功能。

１．３　海洋遥感空间数据存储性能优化

海洋遥感数据动态实时更新带来的直接问题

就是空间数据库规模的迅速扩大，数据库交互频

繁，数据库系统的性能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如

何对空间数据库进行性能优化显得至关重要。

ＭＲＳＳＤＥ采取了两种措施来改善操作效率。

１）调整数据块的大小

数据块是 Ｏｒａｃｌｅ数据库数据操作的基本单

位，正确设置块的大小对整个系统的性能非常重

要，太大或太小的块都将增加整体操作（磁盘读写、

内存拷贝、网络传输）时间［５］；其次是多分辨率层次

模型，任意尺寸分块不利于建立影像金字塔和四叉

树索引［６］，最理想的块尺寸应该是２的整数幂。如

图３所示，ＭＲＳＳＤＥ对海洋遥感数据进行存储时，

自动将数据按１２８×１２８分割成若干块，一个数据

块以一条记录进行存储。采用自左向右、自上向下

对图像进行分块处理，不到一个数据块的数据按用

户设定的大小存储，不足的区域用空值补足。

２）建立影像金字塔

在对分块后存入数据库的数据进行浏览时，

分辨率越高，地面细节就越明显，但数据量也越

大，速度也会变慢。ＭＲＳＳＤＥ以数据分块为基

础，在数据库中建立多级分辨率影像金字塔（如图

４），当客户端发出数据请求时，根据当前的比例尺

图３　影像分块

Ｆｉｇ．３　Ｂｌｏｃｋ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Ｄａｔ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图４　金字塔结构

Ｆｉｇ．４　Ｐｙｒａｍｉｄ

Ｄａｔ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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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需要的数据范围调用不同比例尺的数据，实

现不同分辨率之间的无缝漫游，在不降低可视效

果的情况下，传输较少的数据，提高网络传输效

率。

２　性能测试分析

２．１　所需存储空间测试

本测试的主要目的是使用１５．８Ｇ浮点型数

据验证数据分块大小与数据库中所需存储空间的

大小关系，在采用无损压缩的情况下，栅格表中记

录数的决定因素是数据块大小。表１为所需存储

空间大小测试结果。

通过对测试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数据块的大

小决定影像数据库中的记录数。数据块越小，栅格

表中的记录数越多；反之，数据块越大，记录数越

小。从有效存储空间效率来看，数据块为３２×３２

和数据块为１２８×１２８的基本上相似；但是从调度

效率上看，由于１２８×１２８的数据块在表中的记录

数较小，对应的表索引项较少，因此其调度效率明

显高于数据块为３２×３２的。从表面上看，数据块

为２５６×２５６的存储效率最高，但是对于整个系统

调度显示和数据管理来说，数据块太大也存在问

题，因此，还是需要选择合适的数据块大小。

表１　不同数据块大小所需存储空间测试结果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ｐａｃ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ａｔａＢｌｏｃｋＳｉｚｅ

数据块大小 行平均长度／ｂｙｔｅ 记录数 数据库占用空间／Ｇ 建立金字塔后占用数据库空间／Ｇ 有效存储空间率／％

３２×３２ ２２５１ ５２０８１５０ １０．９６ １３．３７ ８２．０

６４×６４ ９１３０ １３６１１６０ １０．９０ １７．６６ ６１．７１

２８×１２８ ３３７１６ ３２９０３０ １０．０７ １２．９５ ７７．８

２５６×２５６ １３４０６４ ８２９６０ １１．５６ １２．７６ ９０．６

２．２　数据上载效率测试

数据上载效率测试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数据

库引擎存储的效率。在实验中，所选用的数据为

６０．２Ｍ，数据大小为３６００像元×５８４０像元，影

像数据格式为ＢＳＱ文件，波段数为３。实验中数

据块的大小依次设置为３２、６４、１２８、２５６、５１２、

１０２４、２０４８。表２为ＡｒｃＳＤＥ和 ＭＲＳＳＤＥ在相

同软、硬件配置环境下的数据上载效率测试结果。

表２　犃狉犮犛犇犈和 犕犚犛犛犇犈数据上载效率测试

结果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ａｔａＵｐｌｏａ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ｒｃＳＤＥａｎｄＭＲＳＳＤＥ

数据块大小／像素 ＡｒｃＳＤＥ９．０耗时／ｓ ＭＲＳＳＤＥ耗时／ｓ

３２×３２ ９６．６５ ７９．４５

６４×６４ ７３．６０ ５６．４８

１２８×１２８ ５０．０８ ４２．６６

２５６×２５６ ５４．５０ ４２．４７

５１２×５１２ ６４．０２ ５１．２７

１０２４×１０２４ ５３．１３ ４７．６４

２０４８×２０４８ ６４．８８ ４９．７８

　　从表２的测试结果可以看出：① 块的大小对

整个系统的效率有显著的影响，太大或太小都不

利于数据库的存储与网络传输；② 在数据块大小

为 １２８～２５６ 区 间 时，无 论 是 ＡｒｃＳＤＥ 还 是

ＭＲＳＳＤＥ，数据传输效率都比较高，而且相对也

比较稳定；③ 基于ＯＣＩ技术 ＭＲＳＳＤＥ的数据传

输效率比ＡｒｃＳＤＥ的网络传输效率要快。

基于网络传输综合性能测试结果表明，在

ＭＲＳＳＤＥ中设置默认的数据块大小为１２８是合

理的，并且使用ＯＣＩ进行网络空间数据的传输在

效率上是可行的，可以满足空间数据库引擎海量

数据的传输要求。

２．３　响应时间测试

响应时间是指对于用户操作的反应时间，在

多用户同时操作情况下是指进行多次放大、缩小、

漫游或全图操作的时间。表３为具体的测试结

果。

表３　犃狉犮犛犇犈和 犕犚犛犛犇犈响应时间测试结果比较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ｉ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ｒｃＳＤＥａｎｄＭＲＳＳＤＥ

数据块大小
ＡｒｃＳＤＥ９．０平均

调度时间／ｓ

ＭＲＳＳＤＥ平均

调度时间／ｓ

３２×３２ ０．６０８ ０．６５３

６４×６４ ０．５７０ ０．５１０

１２８×１２８ ０．４９６ ０．３９８

２５６×２５６ ０．６３２ ０．６１８

５１２×５１２ ０．７９４ ０．８４０

１０２４×１０２４ １．４８７ １．２８３

　　从表３可以看出：① 数据块的大小对客户端

响应时间有显著影响，数据块过大或过小都不利

于响应速度的提高；② ＡｒｃＳＤＥ和 ＭＲＳＳＤＥ都

在数据块为１２８时平均响应时间最少，且此时

ＭＲＳＳＤＥ优于ＡｒｃＳＤＥ。

３　结　论

本研究针对海洋遥感数据的特点，设计了面

９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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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洋遥感数据的空间数据库引擎 ＭＲＳＳＤＥ，对

数据逻辑结构模型和物理存储模型进行了详细介

绍，并利用调整数据块的大小和建立遥感影像的

金字塔结构等方法对数据库存储进行了优化。通

过与主流数据库引擎ＡｒｃＳＤＥ的对比测试，证明

该引擎有效可行，能较好地实现海洋遥感数据的

高效存储、管理和网络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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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荣获全国优秀测绘期刊评比一等奖

在日前结束的全国首届优秀测绘期刊评比中，《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荣获一等

奖。此外，本刊编辑部出版的另外两种测绘专业期刊———《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学报》（英文

版）、《测绘信息与工程》分获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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