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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空间信息服务中的典型空间信息流动增值过程，建立了三种空间信息服务模式：线性传递的

链状模式、共建共享的星状模式、基于 Ｗｅｂ２．０的网状模式。分析了每种模式的空间信息流模型与增值过程，

并讨论了适合的空间信息服务应用，以及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未来会形成的空间信息增值服务网络，展望了空间信

息服务的大众化发展方向。结合应用案例，分析了网状服务模式在网格ＧＩＳ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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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国内外空间信息服务研究都对服务模

式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模型和技术方

法［１５］，这些研究均是从空间信息服务的实现技术

方面进行的讨论。近年来，随着国家或区域性空

间数据库建设的基本完成，一方面，海量的空间数

据寻求应用出口；另一方面，大量的民用工程急需

有效的空间数据。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服务模式，

其重心应由产品转向服务，由原创转向集成，由功

能转向交互，由技术转向人文［６］。

空间信息服务的信息以空间信息为主，空间

信息服务的特殊性是由空间信息的特殊性而来

的，因此，空间信息服务具有区别于其他信息服务

的特性：① 空间是以地理测绘数据为基础，而基

础地理测绘数据是由专业部门生产与保管的，这

就造成了空间信息服务自身的专业性与封闭性；

② 高精度基础测绘数据属于国家保密数据，服务

策略也比较特殊，需要保障数据的安全性；③ 服

务提供者需要具有专业背景，大众用户也需要推

广或培训；④ 空间数据格式的特殊性对信息服务

系统的实现技术有很高的要求（空间数据的组织

存储、空间数据访问、空间数据发布）。由于空间

信息服务的这些特性限制了空间信息服务的发

展，而且一般的信息服务技术与服务模式无法满

足空间信息服务的需要，因此，研究空间信息服务

的规律，发现新的空间信息服务模式（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ｏｄｅｌ，ＧＩＳＭ），发展新的空

间信息服务技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从信

息流角度对ＧＩＳＭ进行了研究。

１　基于信息流分析的犌犐犛犕研究

ＧＩＳＭ是描述空间信息服务的典型过程，用

于指导空间信息服务从分析、设计到应用的一套

理论技术方法体系。它不但包括理论方法，还包

括空间信息服务技术与典型的空间信息服务应

用。

在ＧＩＳＭ 中，信息服务过程最主要的是信息

的流动过程。分析典型服务过程中的信息流可以

得出信息服务模式，反过来，信息服务模式的应用

又决定信息服务中的信息流。空间信息中最根本

的是基础地理测绘数据，空间信息服务过程实际

上就是从基础地理测绘开始，空间信息在各个信

息服务参与方之间不断传递、转换、扩展、增值的

过程。因此，分析典型空间信息服务过程中空间

信息流的特点和结构就可以得出典型的空间信息

服务模式。经过对各种典型空间信息服务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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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本文提出了三种典型的空间信息服务模式。

１．１　线性传递的链状模式

传统的空间信息服务由测绘专业人员进行信

息采集更新，然后由ＧＩＳ数据处理专业人员建立

空间信息数据库，最后通过服务提供方建立的空

间信息服务平台向用户提供服务，用户只是从服

务平台查询已有的信息。这种服务模式实现了空

间信息的线性链状传递、加工处理和增值，因此可

称之为空间信息服务链状模式（如图１所示）。

图１　链状空间信息服务模式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ｈａｉｎＭｏｄｅｌ

这种服务模式根据最后向用户提供服务的信

息传播方式又可分为两种子模式：空间信息发布

浏览模式（拉式）、空间信息主动服务模式（推

式）［７］。它通常应用在面向某一行业或某一部门

的空间信息服务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将基础地

理数据与该行业数据进行集成加工处理，然后通

过内部业务网络提供信息服务。

１．２　共建共享的星状模式

各空间信息相关专业单位将各自拥有的空间

数据拿出来共享，建设统一的数据中心，并逐渐建

设完善，提供持续的更新，形成共建共享的星状服

务模式（见图２）。这种模式主要适用于政府各专

业部门与科研单位之间，或者各地区之间。

图２　星状空间信息服务模式

Ｆｉｇ．２　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ａｒＭｏｄｅｌ

为了实现数据的共建共享，应制定地理信息

共享政策和法规，明确规定以下内容：不同部门和

单位对地理信息维护、提供和索取的权利、职责和

义务，地理信息开放度的规定和开放等级划分，信

息与数据的产权界定和保护政策，信息共享中的

价值补偿政策。应充分重视保密问题，如在一定

环境下存在的外紧内松的问题，通过政策、法律手

段等建立数据失密的防范措施。

由于传统空间信息都由各部门各自采集、处

理，如测绘、水利、地震、海洋等都需要空间信息，

但各部门相互独立，因此造成空间信息的利用缺

乏、重复采集。可持续发展信息共享、电子政务建

设、公共事件应急等领域的综合空间信息服务应

用都需要采用此种服务模式。

１．３　基于 犠犲犫２．０的网状模式

如图３所示，对于一个基于 Ｗｅｂ２．０构建的

空间信息服务而言，服务系统只是作为一个支撑

平台，信息的消费和提供都由用户来完成。用户

不再单纯享受信息，还会不断丰富空间信息内容

和创建空间信息服务应用，并且用户之间会通过

自组织的方式形成网状互联的各种主题圈群落。

同时，用户创建的内容会通过标签和用户自发的

相互链接（如收藏和评论）形成自然的网状索引，

也就是用户、用户汇集的群体、用户创建的内容和

应用都以各种自组织的方式互联起来。

图３　网状空间信息服务模式

Ｆｉｇ．３　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ＮｅｔＭｏｄｅｌ

在新的服务模式中，按数据类型的不同将数

据分为两大类：基础地理数据和与基础地理数据

相关的主题数据。对于基础地理数据，由专业的

数据提供方采集、处理和维护，而大众用户可以通

过服务平台的纠错等功能向服务提供方提交数据

错误或变更的线索，这将大大提高服务提供方对

基础地理数据维护的效率，并且能够节约成本。

对于与基础地理数据相关的主题数据由服务提供

方和大众用户共同建设与维护。在服务建立初

期，以服务提供方为主提供本底数据库，在此基础

上，大众用户在使用服务的过程中不断增加和扩

充主题数据集。而服务提供方则负责信息的监督

５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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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引导，同时不断进行技术革新，改善服务平台的

功能。

表１对三种空间信息服务模式进行了比较。

在实际应用中，根据不同的应用领域以及应用范

围，可以采用不同的模式。在当前的空间信息服

务中，这三种模式从一种互补和并存的方式存在。

对于国家或区域性的空间公众信息服务领域，可

以采用网状模式；对于非专业的部门级应用，可以

采用星状模式；而对于专业的空间数据生产单位

和使用单位，可以采用链状模式去构造其应用。

表１　三种空间信息服务模式的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ｏｄｅｌ

链状模式 星状模式 网状模式

信息流向 单向 双向集中式 双向网状式

增值潜力 部门级增值 区域级增值 全方位级增值

开放性

空间信息易受

到数据生产部

门的限制

基础空间数据

的开放性较好

多尺度、多层

次、多主题的

空间信息完全

开放

服务易实现性 易实现 不易实现

可提供用户多

层次的空间数

据服务，实现

性较好

服务易用性

不易用，通常

后期的维护修

改满足不了需

求

一般，服务不

灵活

服务极其丰

富、灵活，易用

性非常高

服务扩展性 服务单一

可在基础空间

数据服务上开

发新专业服务

极易扩展，服

务种类众多

服务更新周

期与效率

更新周期很

长，效率很低

更新周期较

长，效率较低

更新周期很

短，效率非常

高，对需求反

应敏感，服务

内容与数量都

会快速增长

多源空间信

息的兼容性

一般单一数据

源，易受部门

应用的限制

可兼容多源数

据，但需统一

编码与格式

可兼容多源的

空间数据，如

影像数据、导

航数据等

适用范围
专业的测绘部

门

政府各专业部

门与科研单位

之间

适合面向公众

的空间信息服

务

２　未来的空间信息增值服务网络

随着空间信息服务向标准化发展，未来能够

实现大众用户在空间信息服务网站上拥有的数据

在各开放服务平台之间导入导出，这样，空间信息

可以在各空间信息服务应用之间自由地流动，不

断丰富完善，实现增值，最终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形成一

个空间信息增值服务网络（见图４）。

　　在空间信息服务过程中，传统的空间信息价

值链是从空间信息源开始进入空间信息互操作环

图４　空间信息增值服务网络

Ｆｉｇ．４　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Ｎｅｔｗｏｒｋ

境的，通过空间过程链产生最终增值的空间信息

产品［１］。随着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空间信息服务的不断丰

富和发展，空间信息增值的方式会发生变化。基

础地理信息进入由许多空间信息服务平台组成的

空间信息增值网络，由大众用户参与进来，不断丰

富信息内容和服务应用形式，实现螺旋递增的空

间信息增值模式。在这个增值过程中，需要相应

空间信息政策进行协调，确定空间信息的应用范

围和使用原则等。

３　基于网状模式的网格犌犐犛应用

在当前的空间信息服务研究中，网格ＧＩＳ是其

中的一个研究热点。在网格ＧＩＳ中，不但实现了各

个个体或组织的空间数据共享，而且也使得各个体

的计算资源共享。从空间信息流的观点来讲，网格

ＧＩＳ中的空间信息服务模式是典型的网状模式。

在网格ＧＩＳ中，空间信息的服务模式如图５所示。

在网格ＧＩＳ应用中，网格节点是网格环境的

组成要素。每个网格节点都提供自己的空间信息

服务，同时也可以调用其他远程网格节点上提供

的空间数据或空间信息服务。对于用户来讲，由

于具体应用的不同，本地空间信息服务不一定就

能满足其实际需求。在网格ＧＩＳ环境中，用户可

以发现分布在其他网格节点上的空间信息或空间

信息服务，通过协议可以访问、调用这些空间信息

服务，从而满足用户自身的实际应用需求。

４　结　语

空间信息服务未来的发展必然会成为大众社

６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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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基于网格环境的空间信息服务网状模型应用

Ｆｉｇ．５　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ｒｉ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会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跨平台地图搜索

也将会成为未来的必然趋势，将地图搜索从互联

网扩展到移动设备，而且能够进行跨平台的互动。

当前，国内外已经开发出基于交互性的地图搜索

服务，如本地搜索、点评、定位交友、比较购物等。

但当前用户对空间信息服务的认知度还比较低，

各个地图服务提供方由于制图区域的范围、地理

位置和应用需求等的不同选择了不同的投影方

式，因此，地图之间不能无缝地匹配和叠加，影响

了服务应用的发展。而且基于网状服务模式提供

的空间信息服务还不够丰富，功能不完善，数据资

源有限，各个平台之间相互独立，相互之间的数据

无法导入导出等，这些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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