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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空间信息向全社会服务为目标，提出了新一代数字城市空间信息共享的理论框架，并且分析了其技

术特点。基于ＳＯＡ（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架构，设计了地理空间信息共享平台的体系结构和基于

ＳＯＡ的空间数据共享模型。基于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开发框架，实现了城市多源空间信息共享平台的原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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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从面向空间数据的共享到面向空

间信息服务的共享

　　国外关于地理空间数据共享的研究起步较

早。１９５７年，国际科学联合委员会（ＩＣＳＵ）建立

了世界数据中心（ｗｏｒｌｄｄａｔａｃｅｎｔｅｒ，ＷＤＣ），促进

科学数据共享，并制定了地圈、生物圈计划［１，２］。

国际科技数据委员会（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ｄａｔａｆｏｒｓｃｉ

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ＤＡＴＡ）成立于１９６６年，

协调全球各学科领域的数据建设和共享服务工

作，我国于１９８４年加入ＣＯＤＡＴＡ。１９９２年，由

日本提出“全球测图”计划，并于１９９６年成立全球

测图国际指导委员会（ＩＳＣＧＭ），研究和促进全球

测图，获取全球统一的基础地理数据［３，４］。１９９３

年、１９９４年，美国提出建设“国家信息基础设施”

和“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计划［５］，并于１９９８年

提出“数字地球”（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ＤＥ）战略计划
［６］。

所有这些国际组织和合作计划都是为完成全球范

围内基础地理数据的采集，实现全球空间数据共

享而建立的。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ＧＩＳ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融合形成 ＷｅｂＧＩＳ，在网络环

境下实现地理空间信息共享成为可能，并逐步发

展成为实现地理空间信息共享的主要技术手段。

我国地理空间信息共享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

为以下３个阶段
［７］：① 自建国至１９８０年改革开

放初期，我国地理空间信息尚未采用数字化技术，

其生产和管理投资全由国家财政拨款，并在基本

有序、价格不高或无偿的情况下，提供给全国各行

政机构、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共享。② 第二阶段

自１９８０～１９９６年。这期间，国内计划经济开始向

市场经济转型，高新技术的采用积累了海量地理

空间信息。由于地理空间信息的部门垄断、信息

壁垒和价格混乱，造成数据重复采集、系统并行建

设的严重浪费，地理空间信息的质量和权威性也

得不到保障。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还有地理空间

信息保密过严、产权保护不力等。③ 第三阶段自

１９９６年“九五”计划启动至今。这期间，国家和公

众对地理空间信息共享的认识迅速提高，要求日

益迫切。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地理空间信息共享

政策机制，地理空间信息虽然丰富，但共享程度不

高。

要逐步实现“地理信息获取的实时化、处理的

自动化、服务的网络化和应用的社会化”，不仅要

实现空间信息的实时获取、处理过程的自动化，而

且还要进一步通过网络共享使得空间信息服务于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并走入人们的生活，贴近大

众，为人们提供实用方便的空间信息服务，面向服

务的共享平台就是在这样的大众需求下产生的。

表１为面向空间数据的共享与面向空间信息服务

的共享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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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面向空间数据的共享与面向空间

信息服务的共享的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Ｓｈａｒｉｎｇ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ｒｉｎｇ

比较项 面向空间数据的共享
面向空间信息

服务的共享

成果形式 不同尺度数据 不同粒度的服务

调用接口 数据接口 标准化服务协议

数据更新方式 定期更新
动态的连续的大众

化的按需更新

共享平台
通过数据格式的转换实

现共享

通过不同粒度的服

务实现共享

对操作者的要求 专业的有经验的人员
专业人员和大众共

同参与

安全性
数据安全协议或者数据

加密

按合约提供服务内

容、服务形式和服务

质量

使用的灵活性 数据搜索的被动性
可注册性与可发现

性（推拉式）

集成和互操作性 难以进行互操作

ＣＯＲＢＡ、ＤＣＯＭ、ＥＪＢ

都可以通过标准的

协议进行互操作

　　面向服务的集成（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ＳＯＩ）将传统的集成对象与开放的、高灵活性

的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整合在一起。面向服务的集成提

供了一个抽象的接口，通过这些接口，系统可以进

行交互，而不是使用低层的协议和自定义的编程

接口来规定系统如何与其他系统进行通信。系统

只需以服务的形式出现，选择与该系统交互的其

他系统，能够简单发现那些服务，并且在运行时或

者设计时与这些服务绑定。

ＳＯＡ是一种松散耦合的软件体系结构，在这

种体系结构中，由各自独立可复用的服务构成系

统功能，这些服务向外公布有明确意义的接口，软

件的开发是通过对这些实现透明的接口的调用来

完成的，其体系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ＳＯＡ体系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Ｏ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在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中，主要有３种角色：

① 服务消费者是需要使用服务的应用程序或其

他的服务，通过对注册中心的服务进行查询后，根

据接口说明信息并使用某种传输协议与服务绑定

并执行服务功能。② 服务提供者是创建服务的

实体，可以从服务消费者处接受请求并远程执行

所请求的服务，向注册中心发布服务接口信息以

供服务消费者发现和访问服务。③ 服务注册中

心处于中心位置，提供了展示服务的功能，服务消

费者通过查询存储有服务信息库的注册中心以找

到感兴趣服务的接口信息。

２　面向服务的数字城市共享平台框

架设计

　　本文设计的面向服务的新一代数字城市共享

平台的框架结构如图２所示。

面向服务的数字城市共享平台是一个分布式

系统，被部署在几个不同的机器上，也是一个基于

Ｂ／Ｓ模式的空间信息共享平台。它有 Ｗｅｂ服务

器层、ＧＩＳ应用服务器层、数据库层三层结构。其

中，数据库层管理空间数据；ＧＩＳ应用服务器层管

理空间数据服务，是将数据库层的空间数据发布

到ＧＩＳ服务器上；Ｗｅｂ服务器调用ＧＩＳ应用服务

器上的服务，对于ＧＩＳ应用服务器来说，它是其客

户端。Ｗｅｂ服务器层通过调用ＧＩＳ应用服务器上

的服务，并且通过在这些服务上的操作来实现功

能。这些功能调用是用户通过浏览器来实现的。

３　面向服务的数字城市共享平台框

架结构的特征

　　ＳＯＡ来源于早期的基于组件的分布式计算

方式，在ＯＭＧ和ＩＯＮＡ的推动下，成为一个大家

广泛认可的规范。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ＣＯＲＢＡ和微

软的ＣＯＭ编程模式，促进了ＳＯＡ的发展。Ｊａｖａ

编程、ＥＪＢ构件模式的发布以及Ｊ２ＥＥ应用服务

市场的成熟，为ＳＯＡ的研究与发展提供了新的

契机。ＳＯＡ由一系列相互交互的服务组成，每种

服务都能提供对该定义功能集的访问。ＳＯＡ整

体上设计和实现为一系列相互交互的服务，这种

将业务功能实现为服务的方法可以增强系统的灵

活性，系统通过增加新的服务来实现演化。ＳＯＡ

定义了系统由哪些服务组成，描述了服务之间的

交互，并将服务映射到一个或者多个具体技术的

实现。总体来说，ＳＯＡ的优势在于它的高可复用

性、灵活性，以及更好的扩展性和可用性。服务封

装了业务功能，为了使服务之间能交互和通信，需

要借助一些通信媒介，因为服务可能在单机上实

现，也可能在局域网内实现。当采用因特网作为

通信机制时，就是流行的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技术。

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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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代表了ＳＯＡ的一种实现，且是ＳＯＡ

中最流行的一种实现。它是一种新型的 Ｗｅｂ应

用程序，具有自包含、自描述以及模块化的特点，

可以通过 Ｗｅｂ发布、查找和调用。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

实现的功能可以是响应客户一个简单的请求，也

可以是完成一个复杂的业务流程。一旦一个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配置好后，其他应用程序和其他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就可以直接发现和调用该服务了。

图２　面向服务的数字城市共享平台框架结构

Ｆｉｇ．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ｒｉｎｇ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ｉｔｙ

　　从外部使用者的角度而言，Ｗｅｂ服务是一种

部署在 Ｗｅｂ上的对象／组件，具备以下特征：①

完好的封装性。Ｗｅｂ服务既然是一种部署在

Ｗｅｂ上的对象，自然具备对象的良好封装性，对

于使用者而言，他能且仅能看到该对象提供的功

能列表。② 松散耦合。这一特征也是源于对象／

组件技术。当一个 Ｗｅｂ服务的实现发生变更的

时候，调用者是不会感觉到这一点的，对于调用者

来说，只要 Ｗｅｂ服务的调用界面不变，Ｗｅｂ服务

的实现发生任何变更对他们来说都是透明的，甚

至当 Ｗｅｂ服务的实现平台从Ｊ２ＥＥ迁移到了．

ＮＥＴ或者是相反的迁移流程时，用户都可以对此

一无所知。对于松散耦合而言，尤其是在Ｉｎｔｅｒ

ｎｅｔ环境下的 Ｗｅｂ服务而言，需要有一种适合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环境的消息交换协议，而 ＸＭＬ／ＳＯＡＰ正

是目前最为适合的消息交换协议。③ 使用标准

协议规范。作为 Ｗｅｂ服务，其所有公共的协约完

全需要使用开放的标准协议进行描述、传输和交

换。这些标准协议具有完全免费的规范，以便由

任意方进行实现。一般而言，绝大多数规范将最

终由 Ｗ３Ｃ或ＯＡＳＩＳ作为最终版本的发布方和维

护方。④ 高集成能力。由于 Ｗｅｂ服务采取简单

的、易理解的标准 Ｗｅｂ协议作为组件界面来描述

和协同描述规范，完全屏蔽了不同软件平台的差

异，无论是ＣＯＲＢＡ、ＤＣＯＭ 还是ＥＪＢ都可以通

过这一标准的协议进行互操作，实现了在当前环

境下最高的可集成性。

４　面向服务的数字城市共享实验平

台

　　本文在 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平台上，以南宁市数

据为例，实现了影像数据、基础电子地图数据和专

题数据的共享。对位于不同空间位置的地理数据

进行共享实验，所涉及到的软件环境主要包括以

下４个方面：① 服务器端操作系统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２００３Ｓｅｒｖｅｒｘ６４，客户端操作系统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２０００或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② 采用Ｏｒａｃｌｅ１０ｇ、ＡｒｃＳ

ＤＥ９．２作为数据库管理软件；③ 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

ｅｒ９．２软件作为地理信息平台空间数据编辑、处

理、共享的服务器；④ 系统开发环境采用 Ｍｉ

ｃｒｏＳｏｆｔ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ＮＥＴ２００５。

数据库层管理空间数据，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层管理

空间数据服务。ＷｅｂＳｅｒｖｅｒ调用 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上

的服务，对于 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来说，它是 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

的客户端。ＷｅｂＳｅｒｖｅｒ层通过调用 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

的服务，并且实现在这些服务上的操作来实现功

能，最终由浏览器给用户提供服务。其工作流程

如图３所示。

３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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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基于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的共享实验系统流程

Ｆｉｇ．３　ＤａｔａＦｌｏｗｏｆＳｈａｒ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

本实验系统是一个３层的体系结构，分别是

数据库层、ＧＩＳ服务器层和 Ｗｅｂ服务器层，分别

部署在不同的服务器上。数据库服务器和 Ｗｅｂ

服务器分别占用一台服务器，而ＧＩＳ服务器占用

多台服务器，这个与系统的负载和服务器的处理

能力有关。

对于专题数据信息，由于涉及到不同的部门，

则在物理上可以进行分开部署和维护。在逻辑上

利用单独的ＳＯＭ（ｓｅｒｖｅｒｏｂ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ｒ）进行管

理，示意图如图４所示。

根据元数据与相应的空间数据的对应关系不

图４　专题数据逻辑部署图

Ｆｉｇ．４　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ａｔａ

同，可以选择不同的存储策略。一种策略是采取

分散的方式，另一种则采取集中管理的方式，见

图４。分散式存储以数据集为基础，每一个数据集

对应一个元数据文档。集中式存储以整个数据库

为基础，一个数据库只对应一个元数据文档，文档

中一个记录对应一个数据集。

实验系统将航空、遥感数据集成在一起，以多

种浏览方式提供给用户访问，如图５所示。对于

基础地理数据，系统开放式的访问权限如图６所

示。对于专题地理数据的共享，根据不同的专题

信息数据目前分布式存储，而各部分之间的数据

共享涉及到访问权限与保密的现状，本实验系统

中采用一个ＳＯＭ 管理多个分布式部署的ＳＯＣ

（ｓｅｖｅｒｏｂｊｅｃｔ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的方案，各个ＳＯＣ服务

器可以部署于不同的地方，用户通过ＳＯＭ 请求

服务，由ＳＯＭ指定不同的ＳＯＣ提供数据访问服

务和分析功能，而实际的地理数据不需要集中存

储和管理，只需要注册到后台服务管理中心即可。

图７即为服务器服务管理中心。

图５　影像数据共享

Ｆｉｇ．５　ＳｈａｒｉｎｇｏｆＩｍａｇｅＤａｔａ
　　　

图６　电子地图数据共享

Ｆｉｇ．６　Ｓｈａｒｉｎｇ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Ｍａｐ
　　　

图７　服务管理中心

Ｆｉｇ．７　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ｅｎｔｅｒ

　　系统中利用ＸＭＬ配置文件对服务的访问权

限进行控制，权限控制按照用户组管理用户、服务

与用户组相对应的方式进行设置。具有足够权限

的用户就能够访问到所需要的专题信息数据，如

图８所示。

５　结　语

本文所设计的信息共享系统以面向服务的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为底层数据组织方式，选择Ｂ／Ｓ的

分布式系统架构，设计了以服务为基础的数字城

市共享平台架构。将ＧＩＳ功能封装成服务，服务

的接口以标准的方式描述，服务的实现对用户透

明。以广西自治区南宁市空间信息数据为基础，

分布式部署于多个部门，将多部门数据通过共享

平台给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的透明式服务。下一

步的研究是完善空间数据服务，并开拓相应的信

息服务，包括实现任务与服务类型的一一对应，按

４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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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专题数据信息访问

Ｆｉｇ．８　Ａｃｃ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ａｔａ

照任务要求和语义粒度进一步对地理空间服务分

类进行详细划分，同时还需要完善元数据服务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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