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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球空间信息技术是当前世界范围内发展最快的三大重要高新技术之一，随着其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其基础理论和技术方法已经日趋成熟，并正在从规划、国土、测绘、军事等专业应用向社会生活的众多行业和

领域渗透和拓展，３Ｓ技术在交通领域的应用已成为当前国内外研究和应用的热点。着重介绍了地球空间信

息技术在道路交通领域的应用背景，阐述了３Ｓ技术与道路交通结合的理论支撑和技术方法，进而介绍了其

在交通管理、物流管理、智能导航、交通信息服务和交通安全等方面的典型应用，并展望了３Ｓ技术在现代交通

领域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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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犛技术与现代交通

１．１　３犛技术

地球空间信息科学（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起源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是包含了ＧＰＳ、

ＧＩＳ和ＲＳ等技术，并强调与通讯、计算机技术融

合的一门综合性集成技术学科。３Ｓ技术构成了

地球空间信息科学的核心，它是快速获取和更新

大区域地球动态和定位信息的重要手段，通过信

息处理快速再现和客观反映地球表层的状况、现

象、过程及其空间分布，并深层次地探索现象、事

物的形成机理及其之间的内在联系。它是地球科

学的一个前沿领域，是地球信息科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数字地球的基础［１２］。美国劳工部在

２００４年初已经将地球空间信息和纳米、生物等技

术一起列为正在发展中和最具前途的３大重要高

新技术［３］。

１．２　智能交通

交通系统维系着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

正常运转。城市交通需求的迅速增长，同时也带

来了交通拥挤、交通事故、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

题，成为困扰许多大城市发展的通病，交通拥堵已

成为制约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在我

国，特别是即将召开的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和

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将会对城市交通提出更高要

求和重大挑战，因此，解决交通问题已迫在眉

睫［４５］。

经过多年的实践，城市建设和交通管理部门

已意识到单纯地进行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已不可能

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交通状况，相关部门也将注

意力从完善交通设施和扩大路网规模逐步转移到

运用高新技术来改造和管理现有交通系统，建立

高效、便捷的路网管理体系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交

通需求。这就形成了智能交通系统（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ＩＴＳ）。ＩＴＳ是综合应用

多种现代信息技术改善道路交通状况、提高交通

系统运输效率、管理水平和安全状况的技术方法。

１．３　３犛与智能交通

在智能交通系统（ＩＴＳ）发展的过程中，３Ｓ技

术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它能为ＩＴＳ提供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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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数据和交通信息的获取、处理、分析以及可

视化的理论和技术支持。交通地理信息系统

（ＧＩＳＴ）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在交通领域的拓

展，它是构建信息化、智能化交通系统的重要基

础，也是ＩＴＳ的一个重要基础。

３Ｓ技术为ＩＴＳ信息采集、数据库建设提供了

关键技术［６］。借助３Ｓ技术在处理和分析基础地

理数据、路网数据等空间数据的优势，合理地组

织、管理和发布交通信息将有助于提高交通系统

的运行效率，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通过交通

信息的分析和对交通数据的挖掘，掌握人们在不

同时段、区域的出行规律，为交通管理部门进行交

通规划、交通诱导、车流量预测提供支持，为缓解

交通拥堵提供理论依据。

３Ｓ技术在交通领域经过多年的应用与发展，

正在建立适合交通系统的时空基准、时空数据模

型和时空数据分析等理论基础，开创了以信息源

采集、信息融合处理、交通数据挖掘、交通信息传

输表达为代表的技术方法，应用于交通管理、物流

管理、智能导航、交通信息位置服务和交通安全等

领域。

２　地球空间信息理论为犐犜犛提供理

论支撑

２．１　时空基准

地球空间信息基准是确定一切地球空间信息

几何形态和时空分布的基础［２］。在交通领域，交

通信息的位置不是由单一的坐标基准确定，而是

根据应用需求配合线性参照系统（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ｆｅｒｅｎ

ｃ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ＬＲＳ）共同确定。

线性参照系统主要是为解决交通网络中事件

的定位和表达而设计的，通常由交通网络、线性参

照方法（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ＬＲＭ）和基准

３部分组成，其核心技术是线性参照基准的建立

和动态分段技术。ＬＲＭ 是事件位置信息传播的

有效手段，用经纬度来描述收费站的位置没有用

相对于所属道路里程值更直接、更易理解，并且用

坐标描述的点与路网匹配时，因精度问题往往出

现偏离道路的情况，而用ＬＲＭ 描述的点能够很

好地与道路匹配［４］。因此，实现两套坐标系统的

融合和高效转换是一项必要的基础工作。

同时，交通信息在空间基准的基础上引入时

间维，从而确定在某一空间位置的某个时间点或

时段所处的状态和包含的属性信息。时间基准结

合地理或线性参照系统就构成了ＩＴＳ的时空基

准。

２．２　时空模型

智能交通应用除了必要的时空基准支持外，

同时还需要合适的数据模型来存储、管理和表达

与交通系统有关的多源数据，如路网几何、路网属

性、路况等数据。ＧＩＳＴ数据模型经历了从平面

模型到非平面模型，从基于车道模型到基于路幅

（ｒｏａｄｗａｙ）模型，跨越了从结点弧段（ａｒｃｎｏｄｅ）网

络模型到基于定位参照体系和动态分段的数据模

型的发展历程，并向三维及一体化的时空数据模

型方向延伸。

平面拓扑集成数据模型是表达道路网络的一

种最常用方法。结点弧段模型能基本上表达交

通网络，同时支持最短路径算法和空间拓扑分析

等功能，但也有诸多不足，如节点的表达方式增加

了数据存储的冗余，弧段与属性记录只支持一对

一的关系、不支持一对多的关系等［７］。为解决平

面模型的缺点，提高平面模型的应用范围，脱离平

面强化限制，将平面模型扩展到非平面模型，将车

道作为建模单位，发展为基于车道的数据模型，对

车道中的交通流、车道转向、车道之间的连通性等

问题一并考虑。虽然这种表达方式简单，易于实

现，但仍有定位实时性差，成熟算法较少，数据生

产困难等因素，制约了基于车道的数据模型的发

展。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ＮＣＨＲＰ指出动态分段

技术可以克服线性参照中定长分段的缺陷，使路

段的长度改变以适应不同的情况，并于１９９４年提

出了ＮＣＨＲＰ模型。ＮＣＨＲＰ模型分为线性参照

系统、事务数据和图形表达３个层次，并随后扩展

为 ＭＤＬＲＳ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ＬＲＳ）模 型。

Ｄｕｅｋｅｒ和Ｖｒａｎａ１９９２年提出了一个线性ＬＲＳ数

据模型，并在１９９７年将其发展为 ＧＩＳＴ企业级

数据模型。

在交通路网分析和应用中，将时间维引入现

有的数据模型中也是必然。时空数据模型的研究

起源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ＧａｉｌＬａｎｇｒａｎ
［８］首次总结

了ＧＩＳ数据库应用中的时态特征，标志着ＧＩＳ时

空数据建模的正式开始，其代表性的模型主要包

括强调时空状态序列的过程模型，重点描述某个

事件上形成的时空因果联系的时间点模型以及面

向对象的时空数据模型等［９１０］。前面提到的

ＭＤＬＲＳ模型就是一个适合于基于交通要素的多

维时空数据的记录、表现、应用的综合时空一体化

数据模型，它为交通系统中多维数据的集成管理

和应用提供了一个框架，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和应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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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也正在进行之中。

２．３　动态时空分析

交通信息具有多源、多维等特性，时空数据的

分析理论是提供现势性交通信息服务，开展路网

信息检测、更新，交通流量预测，进行移动目标管

理和查询的前提。空间分析与移动数据库管理技

术的发展为开展时空数据分析提供了有力支撑。

空间分析在交通领域的应用中通常需要将空

间数据与交通信息结合，并融入时态特征，同时还

要考虑到出行者的因素，这使得传统的空间分析

理论在３Ｓ与交通结合的应用中需进一步扩展。

目前，交通路网可达性，基于出行者行为（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建模、分析，交通信息系统对出行行为的影

响等研究，已逐步成为交通领域中时空分析的热

点。

时空分析中移动目标的存储、索引和查询是

开展分析应用的基础。近年来，移动数据库技术

的发展，为移动目标的管理及应用提供了便捷，移

动数据库领域的飞速发展，为开展交通时空数据

管理与分析提供了更坚实的技术后盾。

３　地球空间信息技术为犐犜犛提供技

术方法

３．１　基于多传感器的动态信息采集

智能交通应用的数据主要包括具有地理标识

的交通基础空间数据和反映道路运行状况的交通

信息。基础空间数据是路网基础地理信息、逻辑

网络或线路中几何位置与空间关系的几何信息、

属性信息；而路况、交通规则、交通管制等非空间

信息构成了路网中重要的交通信息。

以空间信息技术为支撑的交通信息获取主要

利用安装了ＧＰＳ／ＩＮＳ和无线通信设备的移动车

辆———浮动车和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进行采集。浮

动车采集方式具有建设周期短、覆盖范围广、采集

效率高、数据精度高、实时性强等优点。而将近景

摄影、航空摄影、卫星遥感以及红外相机、ＳＡＲ系

统、机载ＬＩＤＡＲ等手段应用于交通信息的采集，

对浮动车数据进行了有效的补充，从多时相、高分

辨率的航空和航天影像中进行交通要素的识别、

监测，提取车辆类型、运行速度等特征，获取道路

流量信息和拥堵状况等。通过地球空间信息技术

采集交通信息，根据不同数据的特征、层次、状态

进行筛选和融合，是对传统交通数据获取方法的

重要拓展，丰富了交通数据采集的手段和方法，保

证了高质量、高精度和现势性交通信息的生成。

３．２　多源信息融合处理

信息融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ｕｓｉｏｎ）是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自动化信息综合处理技术，

它充分利用多源数据的冗余性、互补性和计算机

的高速运算能力与智能化技术，增加信息处理的

置信度和可靠性，能够将不确定、离散、甚至相互

矛盾的复杂信息转化为抑制性的解释和描述［１１］。

路网信息融合是将不同来源、层次、精度的路

网信息，组织和集成多源空间数据和交通信息，处

理路网特征实体间的空间与语义关系，并考虑时

态性特征，将多种来源的信息整合成统一的几何

分布、拓扑、语义、时态的路网信息数据集。目前，

使用较多的融合方法主要有加权平均法、Ｋａｌｍａｎ

滤波、Ｂａｙｅｓ估计、Ｍａｒｋｏｖ链、统计决策理论、模

糊逻辑、神经网络、粗糙集理论等。

交通信息源融合处理主要涉及定位参考融

合、多源数据类型融合和语义融合以下几个方面：

定位参考融合主要是交通信息的空间基准和线性

参照进行统一便于多模态的路网管理；多源数据

类型融合则是将矢量地图数据、遥感影像数据、视

频录像、感应线圈信息等多种来源的数据进行集

成；语义融合体现在多种数据信息的属性一致性、

数据标准统一，从而满足不同应用需求，实现数据

共享。

３．３　交通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

数据 挖 掘 与 知 识 发 现 （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ＤＭＫＤ）技术是一种有效、

方便、快捷的数据分析手段，以便从海量数据中获

取有用的知识以用于决策分析和管理，而与空间

信息相结合已发展为一门新的学科———空间数据

挖掘。

交通数据挖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空间数据信

息，可以将其认定为空间数据挖掘的一个特殊层

面，它能有效地进行出行规律发现、交通事件探

测、交通状态识别等特征级的知识发现，同时，配

合实时获取的车辆状态和路况信息为动态路径规

划、车辆监控管理和实时动态优化提供必要的数

据级信息支持。

３．４　交通信息发布与自适应表达

交通路网信息不同于常规的空间信息，除了

具有地理参照外，还具备线性参照特征，同时具有

多层次、多车道等特性。目前，用户多样化和显示

终端的限制对交通路网信息的可视化表达提出了

新的挑战，应用简单的图论、空间分析方法和可视

化理论难以满足其分析与表达要求，而线性参考、

动态分段、渐进式传输以及自适应可视化表达等

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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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应用到交通路网信息的传输和表达中，能更

好地反映实际路网结构，抽象出路网的逻辑层次

与组织方式，增强交通信息的表达效果。

线性参考和动态分段技术引入到交通信息的

表达中为路网提供了明确的位置参照，解决了同

一路段多个属性并存或某条道路具有分段属性等

问题。而渐进式传输是采用一些数据压缩方法，

实现主要的轮廓数据先传递给用户，然后辅之以

细节，从而缩短用户等待时间，减轻服务器端负

担，提高传输速度。

自适应可视化表达则集成了空间数据简化算

法、制图综合的理论对空间对象进行几何变换和

内容综合，实现无级比例尺显示，它能够根据显示

终端的大小，自动确定显示的地理空间范围和内

容，并对空间对象进行比例尺的无级变换，最终在

显示的内容和比例尺方面取得平衡，实现细节层

次模型（ｌｅｖｅｌｏｆｄｅｔａｉｌ，ＬＯＤ）的动态可视化。同

时，能够对时空信息进行融合和符号化，实现时空

信息的个性化表达。

４　３犛技术在道路交通领域中的应用

　　合理运用３Ｓ技术，可以为交通规划和交通管

理部门提供准确的交通信息和新的技术方法，为

其进行道路规划、车辆引导、重点路口的监控，以

及辅助决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集中体现于交

通管理、物流管理、智能导航、交通信息服务、交通

安全等应用方面，这些应用在智能交通系统中所

处的地位日趋显著。

４．１　道路交通管理

ＲＳ应用于交通数据的采集和更新，通过对高

分辨率、大比例尺影像的特征提取、变化检测、目标

识别以及与多源数据融合实现来获取现势性强的

地理数据，并以此作为路网等基础地理信息的更新

依据；借助ＧＩＳ建模，配合通讯和网络技术，实现车

辆和路网的动态监测，以及应急事件的快速响应和

处理；依托路网信息，配合历史和实时的动态交通

信息进行长、短期交通流量预测；基于路网、车辆、

环境和出行者行为等因素来探索交通需求的生成

机理，研究路网拥堵形成原因和传播特性，完善应

急条件下的人员疏散和交通疏散理论；应用ＧＰＳ、

摄影测量和遥感技术进行交通设施的病害监测，

实现对桥梁、路基等交通设施的变化检测，实现对

路面病害的检测和识别，通过ＧＩＳ将病害与路网

信息关联，做到实时监测、及时维修，保障交通基

础设施的安全，确保交通系统的正常运转。

４．２　物流管理

应用３Ｓ技术的物流管理模式是集地图显示、

车辆定位与监控、通讯传输为一体，实现以货物流

为基础，信息流与货物流相互印证，对运输工具、

监管区域和监管货物实行全方位、全过程有效监

控和高效配送的新一代物流作业管理体系。它依

托于ＧＩＳ强大的空间分析、建模，以及便捷的查

询、匹配功能，同时借助无线通信线路及ＧＰＳ实

时定位和网络 ＧＩＳ的发布功能，及时掌握物流现

状。通常配备３Ｓ集成系统的物流监控中心不仅

提供实时监控、行车记录回放、信息管理等基本功

能，还提供了相关的数据库查询管理、客户在线查

询等功能，更主要的是能实现物流选址、配送路线

选择、成本估算等功能，从而实现库存管理、运输

配送的效率最优化和利润的最大化。３Ｓ技术在

物流上的应用提高了车辆、货物和驾驶员安全系

数，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监管部门的管理、监督

和服务能力。

４．３　智能导航

据统计，２００３年我国装有导航设备的车辆仅

有几百台，而２００６年发展为上１０万台。尽管如

此，相对于拥有３０００万辆的汽车总数来说，我国

的导航设备普及率不到１％，而日本的汽车车载

导航安装率高达５９％，欧美约占２５％，中国的导

航产业正从发育期向高速成长期发展，特别是基

于实时交通信息的智能导航系统是未来人们所希

望的，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和市场前景。

车载终端通过接收卫星的定位数据，计算出

车辆的当前姿态（位置、速度和状态等信息），借助

ＧＩＳ的图形界面能方便地显示 ＧＰＳ接收机所在

位置并实时显示其运动目标的轨迹，利用无线通

信技术接收实时交通信息，进而通过路线图或语

音的方式来引导用户行驶，设定个性化的行车路

线或路径规划方案，满足个性化导航需求。此外，

高精度ＧＰＳ技术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车

辆的定位精度；浮动车技术和高分辨率影像的应

用能提高交通信息的现势性；而不少学者从用户

认知、界面负载、数据传输等方面研究移动终端的

可视化策略可以满足用户自适应需求。

４．４　交通信息服务

通过车载终端和无线网络的配合，实时获取

车辆的绝对或相对位置信息，从而根据用户需求

为其提供与位置相关的交通信息服务或实现决策

支持。交通信息服务不仅为具备车载终端用户提

供了一种方便、快捷、实用的增值服务。而且，随

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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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商业网点信息、路况信息、天气信息等多种与空

间信息的融合将为所有出行用户提供功能更加强

大、全面、人性化的信息服务。

４．５　道路交通安全

３Ｓ技术在交通安全方面的应用也越来越广

泛，它与多传感器、智能识别、智能控制等技术结

合，根据车身安装的传感设备、雷达、红外、摄像机

等设施，通过终端系统中的电子地图和数据库，实

现道路障碍的自动识别、紧急情况自动报警、道路

转弯处自动转向、安全车距提示、超速提醒等多种

功能的辅助驾驶。同时，可以实时接收来自道路

管理部门的各种指导信息（如气象、监管等），从而

保证实现安全驾驶。另外，３Ｓ技术为通讯系统与

监管、交警、消防、养护、管理、救援等连成有机的

整体提供了一个集成平台，可方便地为道路管理

者提供现场紧急处理、事故信息发布以及道路养

护管理等服务。

５　发展前景

３Ｓ技术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中地位日趋重

要，已经成为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计划的重要内

容，将为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信息化社会的建

设、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起到巨

大的推动作用。

５．１　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减少能源消耗，构建节

约型和谐社会

从１９９４年到２００４年的１０年间，全国民用汽

车保有量从９４１．５万辆增加到２７４２万辆，年均

增长１１．３％，其中私人汽车拥有量从２０５．４２万

辆增加到１３６５万辆，１０年增长近６倍。与此同

时，我国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也在迅速增加，预计

到２０１０年将达到８万ｋｍ。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交通事业的飞速

发展，但同时也为社会的和谐发展提出了难题：①

管理好数目如此庞大的车辆，使之能够高效、顺畅

地运转，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就我国目

前的情况来看，车辆与道路的信息化管理还很落

后，智能交通系统只在个别地区开展试验性研究，

要在全国范围内达到车辆与道路的信息化管理还

有很多工作要做；② 随着车辆数目增多，交通拥

堵日益严重，能源需求与消耗量增加，我们将面临

新一轮的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与我国构建节约

型社会轨道相偏离。因此，交通信息化对改善我

国目前以及未来的交通系统运行状况、提高资源

利用率、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加速社会

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都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５．２　完善道路交通系统信息化、智能化，实现交

通现代化跨越式发展

交通运输行业一直是维系着整个社会资源供

求环节的重要纽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行业地

位与日俱增，特别是在我国加入ＴＷＯ后，随着我

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我国交通运输将面临前所

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提高出行效率、减少交通拥

堵、降低交通事故率也成为现代化交通面临的主

要问题，而这些正是信息化交通的要求，智能化交

通的发展方向。３Ｓ技术以其特有的空间信息处

理和空间分析能力，通过对各种交通数据的获取、

存储、管理和分析，借助于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

的集成，开展交通应用，为现代交通朝信息化、智

能化方向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也将成为实现交

通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的直接动力。

５．３　优化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加快产业发展，促

进交通经济快速增长

我国交通运输领域中，３Ｓ技术已经开始得到

重视和发展，并步入推广、运用阶段。有些城市的

出租车服务、物流配送等行业已经开始利用交通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车辆进行监控跟踪、调度管

理，合理分布车辆，以最快的速度响应用户的乘车

请求，降低能源消耗，节省运行成本。车辆导航产

品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日常电子产品，并得到越

来越多用户的青睐。以３Ｓ技术为基础的交通地

理信息产业正在形成，并将成为地理信息产业重

要组成部分和新的增长点，同时也将进一步完善

交通产业链，从而促进交通经济快速、稳步增长。

６　结　语

随着３Ｓ技术在各个领域的成功应用，为空间

信息科学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作为维系

国运、民生的交通事业，也应抓住空间信息科学发

展的机遇，努力寻找结合的突破口，不断完善自身

理论体系和关键技术，迎接智能化、信息化所赋予

的挑战。３Ｓ技术与交通的集成应用将开创新地

球空间信息技术发展新的业绩，为国家的经济建

设、公众服务以及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更

大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１］　国家遥感中心．面向２１世纪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

趋势以及我国空间信息技术发展对策［Ｒ］．北京：

国家遥感中心，２００２

５３３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８年４月

［２］　李德仁．地球空间信息学及在陆地科学中的应用

［Ｊ］．自然杂志，２００６，２７（６）：３１６３２２

［３］　ＧｅｗｉｎＶ．Ｍａｐｐｉｎｇ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４，

４２７：３７６３７７

［４］　宋孝斌．中国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

与对比分析［Ｊ］．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７，９（２）：１４８１５０

［５］　史文中，贺志勇，张肖宁．浅析３Ｓ技术集成与公路

交通建设［Ｊ］．测绘通报，２００３（３）：１２１５

［６］　李清泉，左小青，谢智颖．ＧＩＳＴ线性数据模型研究

现状与趋势［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４，

２０（３）：３１３５

［７］　ＭｉｌｌｅｒＨＪ，ＳｈａｗＳ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８］　ＬａｎｇｒａｎＧ．Ａ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ＩｔｓＵｓｅｉｎＧＩ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１９８９（３）：２１５２３２

［９］　佘江峰，冯学智，都金康．时空数据模型的研究进展

评述［Ｊ］．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５，４１（３）：

２５９２６７

［１０］姜晓轶，周云轩．从空间到时间———时空数据模型

研究［Ｊ］．吉林大学学报（地球科学版），２００６，３６（３）：

４８０４８５

［１１］张汝华，杨晓光，严海．智能交通信息特征分析与处

理系统设计［Ｊ］．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２００３，３

（４）：２７３３

第一作者简介：李德仁，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现主要从事以遥感、全球定

位系统和地理信息系统为代表的空间信息科学与技术的科研和

教学工作。代表成果：高精度摄影测量定位理论与方法；ＧＰＳ辅

助空中三角测量；ＳＰＯＴ卫星像片解析处理等。已发表论文４００

余篇。

Ｅｍａｉｌ：ｄｌｉ＠ｗｔｕｓｍ．ｅｄｕ．ｃｎ

犜犲犮犺狀犻狇狌犲狊狅犳犌犐犛，犌犘犛犪狀犱犚犛犳狅狉狋犺犲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狅犳

犐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狋犜狉犪狀狊狆狅狉狋犪狋犻狅狀

犔犐犇犲狉犲狀１　犔犐犙犻狀犵狇狌犪狀
１，２
　犢犃犖犌犅犻狊犺犲狀犵

１，２
　犢犝犑犻犪狀狑犲犻

１，２

（１　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ｏｍａｉｎ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Ｉｔｉｓｗｉｄｅｌｙ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ｕｒｂａ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ｆｉｅｌｄｓ．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ｒｏｍＧＩＳ，ＧＰＳａｎｄＲＳａｒｅｂｏｏｍｉｎｇｉ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ａｌｏｔ

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ｆｒｏ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ｆｏ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

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ｎａｌｏｔ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ｃｈａｓ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ｎａｖｉ

ｇ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ｆｆ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ｆｆｉｃ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ｈｅｏｕｔｌｏｏｋｏｆ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ｅｎｄｏｆ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３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ＧＩＳ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ＬＩＤｅｒｅ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ｉａ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ｉａ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

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ｉａ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Ａｓｉ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ｅｉ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ｂｙＲＳ，ＧＰＳａｎｄＧＩＳ．Ｈｅｈａｓｍａｄｅｕｎｉｑｕｅ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ａｒ

ｅａ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ＧＰＳａｅｒｏ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ＳＰＯＴｉｍａｇｅ

ｒｙ，ｅｔｃ．Ｈｉ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ａｐｅｒｓａｒｅ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４００．

Ｅｍａｉｌ：ｄｌｉ＠ｗｔｕｓｍ．ｅｄｕ．ｃｎ

６３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