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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讨论了面向第三代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和 Ｗｅｂ２．０模式下的空间信息服务需求，提出了空间信息服务的数字地

球影像体系，并给出了一种可量测实景影像数据获取、组织管理以及与４Ｄ产品集成的技术途径。首次提出

了可量测实景影像空间信息服务体系，对基于可量测实景影像的空间信息服务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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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空间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及其网络

体系建设，加快推进数字化平台建设，将地理空间

数据与统计、人口、社会经济等非空间数据相结

合，全面服务于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公安、交通、

农业、水利和环境等行业已成为实现测绘事业大

发展目标的重要保证［１３］。当前，按规范进行的测

绘生产大多数按照多工序、大分工的作业流程，生

产周期较长，且按规范规定的目标和要素测量不

能满足全社会空间信息服务需求。在第三代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下，空间信息与网络通信技术、增值服务、

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和电子民务紧密结合，空间信

息网格技术为海量可量测的航空、航天、地面立体

影像信息共享和按需测量空间信息服务提供了技

术支撑［４，５］。

１　第三代犐狀狋犲狉狀犲狋下空间信息服务

需求

　　互联网并不代表信息本身，它提供了一个共

享、搜索和发布信息的平台。人类活动中８０％以

上相关的空间信息在网络服务下发挥着越来越大

的作用。网络（第三代互联网）、通信（３Ｇ）和网格

计算（ｇｒｉｄ）技术的快速发展和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的问

世，使得原本只有专业用户才能使用的地理信息，

让所有互联网用户能够在统一的空间信息服务平

台上开展各种工作。这种公众化空间信息服务将

大大促进地理信息的应用和普及，并减少应用过

程中资金的投入，从而拉动整个产业链爆炸式增

长。全球地理信息共享在宏观上巨大地促进了经

济的发展。

当前，空间信息服务平台主要依赖于传统４Ｄ

产品。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速，空间信息的

完整性、准确性和现势性对空间信息服务的效用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空间信息服务要求的发

展趋势来看，它正朝着大信息量、高精度、可视化

（除了空间数据和矢量数据外，还需包含可量测真

三维实景影像）和可挖掘方向发展。大量用户需

要的与行业应用和个人生活相关的信息，无法涵

盖在传统的４Ｄ产品中，即使是４Ｄ产品中包含了

这些信息，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和现势性都存在

问题。

第三代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下 Ｗｅｂ２．０理念以及相应

技术体系（Ｇｒｉｄ、Ａｊａｘ、ＣＳＳ＋ＸＨＴＭＬ）为各种商

业应用带来全新的运维体系。Ｗｅｂ２．０要求为用

户提供的服务具备体验性（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沟通性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差异性（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创造性（ｃｒｅａ

ｔｉｖｉｔｙ）和关联性（ｒｅｌａｔｉｏｎ）。对空间信息服务而

言，可视性是体验性的基础（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和 Ｍｉ

ｃｒｏｓｏｆｔＶｉｒｔｕａｌＥａｒｔｈ），可按需量测是创造性和差

异性的保障，时空可挖掘则为关联性的专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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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技术保障。基于空间信息网格的服务平台可

有效地融合 Ｗｅｂ２．０技术（如Ａｊａｘ），为用户提供

互动的沟通服务［６，７］。Ｗｅｂ２．０下空间信息服务

需求体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Ｗｅｂ２．０空间信息服务需求体系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ｎＷｅｂ２．０

　　可视、可量测、可挖掘实景影像包含了传统地

图所不能表现的空间语义，代表着地球实际的物

理状况，是带有与人们生活环境相关的社会、经济

和人文知识的地球全息图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ｄ

ＧＩＳ）。因此，可视、可量测、可挖掘的实景影像地

图所包含的丰富地理、经济和人文信息是聚合用

户数据和实现空间信息社会化服务的全新数据

源。

２　可量测实景影像及其与４犇集成

２．１　可量测实景影像定义

传统上生产的４Ｄ产品，在满足空间信息服

务需求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１）４Ｄ产品是现实世界在二维平面上的投

影，而不是实景，因此它不具有可量测实景影像上

可能提供的各种可视、可量测和可挖掘的自然和

社会信息。

２）４Ｄ产品是按规范而不是按需要量测的产

品，无法覆盖各行业用户对信息的需求。如公安

ＧＩＳ只能从４Ｄ产品中获取其２０％左右的信息，

从而产生了４Ｄ产品与用户需求之间的信息鸿

沟。

３）多工序、大分工的生产模式使得面向用户

的４Ｄ产品的现势性较差。

可量测实景影像是指在一体化集成融合管理

的时空序列上，具有像片绝对方位元素的航空、航

天、地面立体影像（ｄｉｇｉｔ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ａｂｌｅｉｍａｇｅ，第

５Ｄ产品）的统称。它不仅直观，而且通过相应的

应用软件、插件和ＡＰＩ，让用户按需在其专业应用

系统上进行直接浏览、相对测量（高度、坡度等）、

绝对定向解析测量和属性信息挖掘。具有时间维

度的ＤＭＩ在空间信息网格技术上形成历史数据

挖掘，为通视分析、交通能力分析、商业选址等应

用提供用户自身可扩展的数据支持。所以，ＤＭＩ

是满足 Ｗｅｂ２．０的新型数字化产品，是体现从专

业人员按规范量测到广大用户按需要量测的跨

越。

２．２　一种可量测实景影像获取技术———犔犪狀犱

犫犪狊犲犱犕犕犛

时空序列上的航空、航天立体影像可来源于

对地观测体系中的４Ｄ产品库。但是，其垂直摄

影和较长的数据更新周期影响了可视、可量测、可

挖掘效应的发挥。海量的具有地理参考的高分辨

率（ｃｍ）地面实景立体像对符合近地面人类活动

的视觉习性，并且包含地理、人文、行业和经济信

息，成为可视、可量测、可挖掘实景影像体系的首

选产品。移动道路测量技术［８］是一种全新的测绘

技术，它在机动车上装配 ＧＰＳ（全球定位系统）、

ＣＣＤ（成像系统）、ＩＮＳ／ＤＲ（惯性导航系统或航位

推算系统）等传感器和设备，在车辆高速行进中，

快速采集道路及两旁地物的可量测立体影像序列

（ＤＭＩ）。这些ＤＭＩ具有地理参考，并根据应用需

要进行各种要素（特别是城市道路两旁要素）的按

需测量（如图２所示）。

移动道路测量中直接地理坐标参考技术为

ＤＭＩ带来的显著优势在于减少地面控制测量费

用，使无控制的地面摄影测量成为可能。移动道

路测量系统获取的ＤＭＩ均具有摄影测量解析所

需要的外方位位置元素和姿态元素，配合精确的

时刻参数，在严密的摄影测量检校参数支撑下，可

使任意空间和时间序列上的ＤＭＩ构成立体像对，

以进行多层次的测量，并与空间数据库无缝融合。

此外，移动道路测量技术在作业流程上形成了测

量闭环控制，高精度的空间坐标数据与包含丰富

属性信息的立体影像同时获得，外业与内业紧密

衔接，避免了人为误差。而且获取的多方向可量

测实景立体影像本身就是数字化产品，从而大大

缩短了从数据采集到产品提供的周期。若多台移

动测量系统同步工作，一个月内即可获得特大城

市的ＤＭＩ产品。

２．３　可量测地面实景影像与４犇集成

现代信息技术、计算机网格技术、虚拟现实技

术和数据库技术的发展使得海量的ＤＭＩ数据可

以与传统的４Ｄ产品进行一体化无缝集成、融合、

管理和共享，形成全面、现势性强、可视化并聚焦

服务的５Ｄ（ＤＥＭ、ＤＯＭ、ＤＬＧ、ＤＲＧ、ＤＭＩ）国家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９］，如图３所示。

　　根据各数据产品库的应用模式，５Ｄ国家基础

８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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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ＤＭＩ移动测量技术体系

Ｆｉｇ．２　ＤＭＩＢａｓｅｄＭｏｂｉｌ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图３　５Ｄ国家基础地理系信息数据库

Ｆｉｇ．２　ＮＧＩＢａｓｅｄｏｎ５Ｄ

地理信息数据库中各数据产品的集成模式主要有

以下几种。

１）ＤＭＩ与ＤＯＭ＋ＤＥＭ的集成

ＤＯＭ与ＤＥＭ融合可形成三维可视化模型，

是数字城市、数字流域等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可量

测实景影像ＤＭＩ可直接进入数字城市，使得各种

数字三维的应用既可视又可量测。如插页Ⅰ彩色

插图１，该集成模式可广泛应用于各种数字城市、

数字社区、数字景区等建设，增强虚拟地理环境的

沉浸感、现实感，为各种基于数字模型的规划、设

计、旅游提供天地一体化的多视角和多通道交互

平台。

２）ＤＭＩ与ＤＬＧ＋ＤＯＭ集成

ＤＯＭ 与ＤＬＧ融合是空间分析和基础地理

信息数据库更新的主要形式，可量测实景影像

ＤＭＩ可以与ＤＯＭ、ＤＬＧ无缝集成，在此基础上

实现一体化分析和应用。如插页Ⅰ彩色插图２，

该集成模式可直接应用于基础地理数据库的更

新、数据质量检查和行业 ＧＩＳ应用，如大比例尺

道路网更新、竣工测量、道路设施（栅栏、标志、标

线等）施工验收、数字社区等。

３）ＤＭＩ与ＤＯＭ＋ＤＥＭ＋ＤＬＧ的集成

ＤＭＩ与ＤＯＭ、ＤＬＧ、ＤＥＭ 无缝集成是空间

信息服务最完整的模式。将近地ＤＭＩ数据与高

空拍摄的卫片、航片以及数字线划图结合起来，可

构成一个从宏观到微观、完全可视化的地理信息

库，实现空中飞行鸟瞰和街头漫步徜徉。用户还

可在ＤＭＩ上对地物进行任意标注，并将其链接到

其他专业数据库（人口数据库、经济数据库、设备

数据库、设施数据库等）中，真正实现地理信息、专

业台帐信息和图片信息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发挥

空间信息服务的使用功效。该集成模式可用于大

范围空间分析、通视分析、信号覆盖分析以及多角

度、全方位的三维立体浏览，可广泛应用于数字战

场、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等。

３　基于可量测实景影像的空间信息

服务体系（狏犔犅犛）

　　位置服务（ＬＢＳ）被认为是继短消息服务

（ＳＭＳ）之后又一重大技术应用，具有上百亿美元

的市场价值。目前全球ＬＢＳ主要基于４Ｄ产品，

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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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了从粗到精的ＤＯＭ、ＤＬＧ和ＤＥＭ 的集成，

其中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可提供ｍ级分辨率，部分

城市还采用了３Ｄ房屋模型。其缺点是所提供的

服务是需要判读和理解的二维地形图，即使三维

城市模型也不具备可量测、可挖掘功能，不能最有

效地反映真实地球表面三维现实，也缺少ｃｍ级

的可视可量测实景影像。为此，作者建议采用

ＤＭＩ与４Ｄ产品集成的５Ｄ产品来构建新一代的

空间信息服务系统（ｖＬＢＳ）。插页Ⅱ彩色插图３

为基于可量测实景影像的ｖＬＢＳ数据生产系统。

该系统不仅包括常规的４Ｄ产品线，还包括 ＭＭＳ

作业线和路况信息采集系统。

插页Ⅱ彩色插图４为基于可量测实景影像的

空间信息服务的一个界面。图中下方为ＤＯＭ、

ＤＬＧ、ＤＥＭ的集成ＧＩＳ系统，上方为与鼠标位置

相对应的一对可量测实景立体影像，右方为系统

操作和属性显示界面。在这样的系统环境下，用

户可以从空中进入地面，在高分辨率三维实景影

像上漫游，去搜索兴趣点（ＰＯＩ），进而可查询图

形、属性和实景影像。必要时可按需要在实景立

体影像上进行立体测量（绝对精度１ｍ以内、相

对精度５ｃｍ之内），从而更好地满足各类用户的

需求，充实用户的参与感和创造力。

４　结　语

面对海量对地观测数据和各行业的迫切需

求，人们面临着矛盾局面：一方面数据多得无法处

理，另一方面用户需要的数据又找不到，因而无法

快速、及时地回答用户提出的问题。由移动道路

测量技术获取的可视、可量测、可挖掘的实景影像

ＤＭＩ可以达到ｃｍ级空间分辨率，聚焦服务的按

需测量应作为第５Ｄ产品充实到国家地理基础地

理信息数据库中。基于可量测实景影像ＤＭＩ的

空间信息服务代表了下一代空间信息服务的新方

向，并与空间信息网格服务、空间信息自动化、智

能化、实时化解析和网络通信服务有机结合，实现

空间信息大众化，从而实现信息化测绘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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