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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十一五”我国１∶５万基础地理信息更新的任务需求，研究了基于影像综合判调的一体化更新作

业模式，并设计开发了１∶５万基础地理信息综合判调更新软件系统。目前，该软件已应用于我国１∶５万地

理信息更新工程，有效地提高了更新生产的效率，控制了作业质量、降低了作业成本，为我国１∶５万基础地理

信息综合判调更新提供了高效的作业平台，也为１∶１万甚至大比例尺的数据更新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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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国家基础测绘在“十五”期间基本上完成

了对１∶５万基础地理数据的数字化采集和建库

工作，但基础测绘速度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实地变

化带来的地图数据更新的需求，基础测绘对国民

经济的保障作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１３］。国家测

绘局在“十一五”期间启动了１∶５万数据库更新

工程，计划用５ａ时间，采用基于影像的综合判调

更新和基于大比例尺数据的缩编更新两大主流技

术，完成已有的１∶５万比例尺地形图数据更

新［４］，其中，１４７００余幅１∶５万图的更新需要采

用影像综合判调法方法。综合判调更新是指在已

有１∶５万图核心要素数据的基础上，利用正射影

像数据、航摄和卫星影像资料、数字栅格地图，以

及ＧＰＳ道路数据、地名、勘界、水利、电力、通讯、

交通、土地利用等专题资料，采用影像室内判绘与

野外核查补调相结合的技术手段，实现１∶５万基

础地理数据库的更新［５９］。然而，在基于影像的综

合判调更新方面，传统的面向空间数据生产的作

业手段和工艺流程仍然被国内大多数测绘生产部

门所沿用，无法直接满足地理信息快速更新的应

用需求：一方面，更新工作需借助多个商用软件共

同完成，中间需多次数据转换，增加了操作的繁琐

性和不一致性，而且还需要另外开发特定的功能

模块以满足我国数据更新处理的特定要求；另一

方面，外业仍然沿用传统基于模拟航片或打印图

纸的调绘模式，既费时、费力又容易产生错误，这

种传统的作业方式越来越不适应当今信息时代的

要求，已成为影响更新效率的瓶颈。

１　系统设计

１．１　一体化更新作业的思想

基于影像综合判调的地理数据库更新，并不

仅仅是将影像作为背景进行数字化，其中还涉及

到数据源的选择、已有资料的整合与利用、作业工

序的优化、作业手段的改进、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

制等一系列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６８］。综合判

调更新的核心，是基于现势性的影像资料，在已有

数据的基础上有效地进行多源信息的整合，并综

合利用各种辅助资料，采取影像室内判读、野外核

查补调、成果整理与精加工等技术手段，快速、高

效地完成数据更新的任务。其基本流程如图１

所示。

在系统的作业工具方面，笔者设计开发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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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于影像综合判调的基础地理信息更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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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以掌上电脑（ＰＤＡ）为移动终端的、支持嵌入式

移动数据库的、可以接受ＧＰＳ定位数据的外业核

查补调系统来代替传统的野外数据核查补调方

法。ＰＤＡ兼具便携性、导航性、外业可操作性、数

据可传输性和强大的程序开发功能［１０］，可以为全

数字野外调绘提供高效的解决方案。直接以数字

形式记录调绘成果，便于内外业数据的无缝转换

和充分共享，同时也会使调绘成果的形式更加多

样化，除几何属性标注之外，还可以涵盖ＧＰＳ轨

迹、语音等。全数字野外调绘方式有利于实现更

新流程的一体化。作业人员白天在野外持ＰＤＡ

进行核查补调，回到驻地后能及时地将数字形式

的外业数据下载到电脑上，基于内业更新处理模

块进行几何、属性数据的编辑和整理，这既能提升

核查信息的即时性和准确性，又有助于调整和优

化野外作业方案。另外，系统配备了便携灵活的

作业工具，如在立体影像判读和采编方面，用带滚

轮的普通鼠标或三维鼠标代替传统摄影测量工作

站的手轮脚盘，为系统在基于普通主流微机和移

动终端的更新操作提供了便利。

根据更新生产实践的需求，更新数据的模型

采用当前主流的面向对象的数据模型，在同一个

作业环境下，完成了基于单片和立体模型的要素

判调更新、数据质量控制和检查、数据导出与制图

输出等一整套功能的开发，实现了作业环境的高

度整合一体化。

１．２　系统功能模块

根据一体化更新作业的实践需求，系统划分

为数据准备、数据更新处理、外业核查补调３个分

系统，每个分系统下面又包含了若干功能模块，以

实现工具的有机整合，图２为系统的功能框架。

图２　系统整体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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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数据准备分系统。数据准备分系统独立运

行，其主要任务是以５万图幅为单位建立工程，对

多源数据集、更新作业文件、成果文件以及各种临

时文件进行统一的工程化管理，起到工程环境设

置、数据整合分析等作用，为后续的更新处理过程

提供完备的数据框架。

此外，该分系统还提供矢量数据的属性查询、

图幅四角图廓坐标计算等其他一些实用工具。

２）更新处理分系统。更新处理分系统涵盖

了整个更新数据作业中的一些核心功能。在该模

块中，首先将数据准备分系统所整合的原始矢量

数据按照工程所制定的更新方案重新组织到更新

作业文件中，然后加载影像或立体模型与已有的

矢量数据叠置显示，进行基于影像判读的变更地

形要素预判和修测更新，并标注需要重点核查补

调的区域。

３）野外核查补调分系统。野外核查补调分

系统以ＰＤＡ作为移动终端，综合和集成了嵌入

式ＧＩＳ、移动通讯设备、ＧＰＳ定位等技术，该部分

的主要功能包括内业打包数据的导入、矢量影像

５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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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加载显示、外业补测补调和标注、ＧＰＳ定

位导航以及导航路径记录、地物分层和代码属性

管理、调绘数据的存储和导出等。

基于更新作业的实际要求以及以上３个处理

分系统的相关功能模块，整个系统的作业模式如

图３所示。

图３　系统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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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系统实现

２．１　开发环境

数据准备分系统以组件和控件的方式在

ＶＣ＋＋６．０环境下独立开发而成。更新处理分系

统以Ｂｅｎｔｌｅｙ公司的 ＭｉｃｒｏｓｔａｔｉｏｎＶ８软件为平

台构建，ＭｉｃｒｏｓｔａｔｉｏｎＶ８是当前主流的数据生产

和加工平台，具有强大的数据采集编辑、数据分层

管理、属性管理和二次开发功能，基于 Ｍｉｃｒｏｓｔａ

ｔｉｏｎＶ８的 ＭＤＬ和 ＶｉｓｕａｌＣ＋＋６．０工具进行二

次开发可以减少系统开发成本，缩短开发周期，提

高系统的可靠性［１２］。ＰＤＡ外业核查补调分系统

基于嵌入式开发技术，在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ＶｉｓｕａｌＣ＋＋

４．０环境下开发实现。各分系统通过功能接口实

现数据转换和共享，协同工作成为一个有机的整

体。系统运行界面如图４所示。

２．２　关键技术

１）多源数据集的优化整合。多源数据整合

是指采用转换、合成、配准等方法，将搜集到对更

图４　系统各分系统运行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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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有用的数据资料，如多传感器多时相的正射影

像数据、航片立体及测区数据、卫星立体影像、不

同比例尺的地形图资料以及其他专题数据等集成

起来，进行统一处理和管理。这一过程在数据准

备分系统中完成，其中一个重要工序是导入矢量、

影像等多种数据集，将多格式的原始数据统一转

换为系统支持的内部格式。

其中，对航片测区数据的管理与整合存在两

种情况：① 当引入的测区影像附带有高质量的外

部空三处理结果时，则直接生成核线立体模型或

以图幅为单元的可量测无缝立体模型，用于后续

的立体影像综合判调更新应用；② 否则，基于一

定数量均匀分布的地面控制点执行区域网平差处

理，然后利用得到的空三结果进行立体模型的制

作。此外，在无控制点或缺少控制点的情况下（如

西部地区），仍然先基于影像连接点进行秩亏区域

网平差计算，进而生成无控立体模型用于后续的

三维空间数据采编更新。获取控制点数据后，再

计算无控立体模型的绝对定向参数，并将三维更

新数据的相对坐标整体变换到物方的绝对坐标系

中（图５）。这样能有效降低航摄内业数据处理周

期对立体更新效率的影响。

２）基于方案数据库的更新数据质量控制。

更新前后的新旧数据规范会有所不同，如要素的

惟一标志码、属性字段的名称或类型可能发生变

化，还可能新增、删除或者合并一些地物要素类。

在更新作业实施的过程中，必须提供一套完备可

靠的、与更新平台相连接的数据库方案配置文件，

作为整个系统功能实现的基准和约束控制条件。

通过方案配置工具，系统将更新方案组织为 Ａｃ

ｃｅｓｓ数据库文件下若干相互关联的表格，用来存

储更新地物要素的逻辑组织框架、要素层的属性

６４１１



　第３４卷第１０期 王　密等：１∶５万基础地理信息综合判调更新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图５　无控立体模型转换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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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属性项字段信息、新旧地物要素代码对照关

系、新旧属性的对照关系等。依据设计的更新方

案数据库文件，系统将自动生成更新作业文件的

模板，即工程的种子文件，模板文件的分层结构、

标签信息等与更新方案中定义的地物要素类、属

性字段等一致。将方案数据库文件连接到当前的

更新作业环境，以实现对整个操作过程的数据规

范约束和质量控制。

在数据准备阶段，系统多种格式的原始矢量

数据统一转换为Ｓｈａｐｅｆｉｌｅ格式的中间文件，这些

原始数据遵循旧的代码属性规范和逻辑结构，而

更新作业文件的框架是按照更新方案中制定的新

数据规范构建的，因此，在向更新作业文件导入已

有的矢量数据时，需要依据更新方案制定的新旧

数据规范对照进行数据的重新组织，如图６所示。

图６　基于方案数据库对原始矢量数据进行重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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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成果文件导出时也需要以更新方案

作为参照。目前，国家１∶５万地形数据库的更新

数据成果文件以．ｍｄｂ格式的分幅数据库文件进

行组织，并以相应的图号来命名，其中，地形要素

按照９大数据集、３４个数据类和五百多个地物要

素类的三层结构进行组织。然而，在实际的更新

作业过程中，是直接对地物要素类进行分层管理

的，只有一层数据组织结构。由于数据的逻辑组

织方式有所不同，在将更新数据转换为ＧＩＳ成果

数据时，也需要借助更新方案建立起这两种数据

的逻辑映射规则。

此外，在更新实施的过程中，可能会根据生产

实际对数据规范进行调整，如新增的地物要素类

或变更的属性字段等。这时，要将旧的工程作业

文件转换为满足新数据规范的工程文件，并保证

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也必须通过对更新方案

数据库文件的配置和编辑来实现。

３　结　语

１∶５万基础地理信息综合判调更新系统具

有高效、便携、定制化等优点，及时填补了国内综

合判调更新系统的空缺，为我国当前空间数据更

新工程提供了高效的作业工具和应用平台。该系

统的实现革新了现有的基础地理信息数字化生产

体系，建立基于影像综合判调与修测的快速更新

生产作业方案和生产流程，实现基础测绘数据更

新中内外业一体化作业，避免了以前重复操作的

生产成本和人员的浪费，缩短了地理数据更新和

成图周期，降低了基础数据更新的成本。更新作

业的实践表明，该系统能使更新生产的作业效率

提高２０％以上，从而为我国今后基础地理数据的

综合判调更新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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