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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满足空间信息系统快速构建及智能化服务的需要，针对空间信息系统快速构建及智能化服务的

特点，全面分析了现有的地理信息标准和信息技术标准，确定数据中心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标准体系的来源与

定位及其设计原则，提出了标准间关系合理、层次结构分明的服务于空间信息系统的快速构建及智能化服务

的数据中心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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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空间信息系统快速构建及智能化服务

在实践上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缺乏统一的、规范的

地理信息综合应用集成开发平台规范，造成已建

的信息系统之间、信息系统与其他业务应用系统

之间难以实现网络的互联互通和信息的大规模集

成，给信息共享制造了很大的障碍，制约了空间信

息系统应用水平的整体提高。如何有效地开发和

利用地理信息资源，实现资源共享，确保各地理信

息业务系统间的互操作性，实现地理信息安全，规

范地理信息业务流程，空间信息系统的快速构建

及智能化服务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迫

切需要开展空间信息系统标准体系建设，为全国

范围的空间信息系统建设提供技术指导，并为今

后实现各系统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提供坚实的基

础平台。为适应地理信息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技术

及发展的需要，促进该平台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提

高产品质量，使地理信息应用集成开发平台的产

品研发和使用等通过标准的整合作用“共居一

体”，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必须首先

确立并制定地理信息应用集成开发平台的标准体

系。从数据中心应用集成开发平台发展的总体需

求出发，根据数据中心应用集成开发平台的不同

功能需求，确定了数据中心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标

准体系。该标准体系可以随着技术的发展和需要

不断地被充实和完善。

１　标准体系的来源

地理信息标准体系由通用类、数据资源类、应

用服务类、环境与工具类、管理类、专业类和专项

类共７大类、４４小类和其他相关标准组成
［１］。从

标准性质上分为３个层次：基础标准、支持专业类

和专项类标准；电子政务标准体系由总体标准、应

用标准、应用支撑标准、信息安全标准、网络基础

设施标准、管理标准６部分组成
［２］；自然资源和地

理空间基础信息库标准规范体系从信息视角将标

准划分为基础标准、专用标准和实用规范，从工程

视角将标准划分为体系类、地理信息框架数据类、

数据分类与编码及目录类、信息交换服务类、信息

库管理类、数据产品与质量类［３，４］；国土资源信息

标准体系由指导标准、国土资源信息通用标准以

及专用标准三部分组成；ＩＳＯ１９１０１地理信息参考

模型将ＩＳＯ１９１００系列标准分为５类：框架和参

考模型类、地理信息服务类、数据管理类、数据模

型和操作类、专用标准和功能标准类。

通过分析以上几类标准体系，本文提出了数

据中心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标准体系。数据中心应

用集成开发平台标准体系是针对空间信息系统快

速构建及智能化服务制订的标准体系，是密切结

合空间信息系统快速构建及智能化服务信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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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网络交换和服务的实际需要以及各技术环节

来制订的工程性标准体系。

数据中心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标准是地理信息

标准的一个重要应用。数据中心应用集成开发平

台标准体系建设中对国家地理信息标准体系中已

经成熟的标准可以直接采用或工程化裁减使用。

数据中心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标准与地理信息

标准体系和信息技术标准体系的关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说明，数据中心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标准来源于

地理信息标准和信息技术等专业领域标准；对于地

理信息标准和信息技术等专业领域标准体系而言，

本标准属于应用类标准，通过采用和改造（以裁减

为主）建立相应的专用标准；对于涉及地理信息应

用支撑技术类的标准，通过转化进入电子政务基础

类标准，在政务领域具有基础性作用［３，５］。

图１　数据中心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标准体系的定位

Ｆｉｇ．１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ｔａＣｅｎ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ｙｓｔｅｍ

２　标准体系设计

２．１　现有的标准

在开发数据中心集成开发平台时，通过采用

已有的信息技术标准、ＯＧＣ的相关标准，制订了

元数据仓库规范、目录规则驱动规范、工作流应用

规范、插件和组件规范、功能插件注册标准、ＵＲＬ

定义规范等一系列标准规范，中间件规范正在研

制过程中。各标准的状态见图２。

２．２　标准体系框架

随着数据中心应用集成开发平台建设的不断

深入，针对空间信息系统快速构建及智能化服务

的应用需求，在应用支撑技术类标准的基础上，采

用工程视角，密切结合数据中心应用集成开发平

台建设，增加了体系类、数据类、应用服务类和管

理类４类标准，见图２。

３　标准体系的内容及分类

在充分分析数据中心应用集成开发平台体系

图２　数据中心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标准体系框架

Ｆｉｇ．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ｙｓｔｅｍ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ＤａｔａＣｅｎｔ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框架的基础上，明确平台各部分的标准需求，确定

标准体系的层次及各标准的覆盖范围，相关的标

准应在内容上协调合理。《数据中心应用集成开

发平台标准体系》的框架参考了国家《地理信息标

准体系框架》中的架构［６］，由体系类、数据类、应用

支撑技术类、应用服务类、管理类５大类、２４个标

准或规范组成。在数据中心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标

准建设规范完善和修改的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

扩充现有的数据中心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标准体系

框架，按照国家地理信息标准体系框架及数据中

心应用集成开发平台建设的需要增加必需的内

容。数据中心应用集成开发平台体系见图３。

采用工程的视角，按照标准内容及其功能划

分，可将标准分为５大类。

１）“１００”类为体系类标准，共３个，这些标准

是在国家或国际地理信息标准的基础上根据数据

中心应用集成开发平台建设和运行的需要进行裁

剪、细化和具体而成，形成项目可操作的覆盖数据

中心应用集成开发平台建设各个环节的基础类标

准。这类标准主要是数据中心应用集成开发平台

标准化建设的指导性标准，主要包括一些总体性

和框架性的标准，有标准化指南、术语和一致性测

试。

２）“２００”类为数据类标准，共５个，用于建立

数据中心应用集成开发平台统一的空间数据来

源，包括地理要素分类与编码、数据字典规范、数

据目录规范、元数据标准、要素类编码方案。

３）“３００”类为应用支撑技术类标准，共７个，

包括为数据中心应用集成开发平台的各种应用提

供支撑的功能组件接口规范，主要有元数据仓库

规范、目录规则驱动规范、工作流应用规范、插件

和组件规范、功能插件注册标准、ＵＲＬ定义规范、

中间件规范。这类标准是数据中心应用集成开发

平台建设中标准化工作的重点和基础。

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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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数据中心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标准体系

Ｆｉｇ．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ＤａｔａＣｅｎ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４）“４００”类为应用服务类标准，共３个，包括

各种数据中心应用集成开发平台应用方面的标

准，主要有数据服务规范、目录服务规范、地理信

息可视化表达图式图例规范。

５）“５００”类为管理类标准，共６个，包括为确

保数据中心应用集成开发平台建设质量所需的有

关标准，主要有平台建设规范、平台与系统运行要

求、系统测试与检测技术规范、数据质量与评价、

信息系统安全管理标准、平台验收规范。

４　示　例

以《数据中心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标准体系》内

３０６ＵＲＬ定义规范中的地图集协议的ＵＲＬ格式

定义进行示例说明。数据中心本身并不存放它管

理的数据，而是通过定义 ＵＲＬ规范的数据存放

位置，在数据中心执行体中对数据进行管理和维

护，并通过该 ＵＲＬ规范调用存放在文件或地理

数据库中的数据。另外，由于数据中心支持用户

自定义数据的管理，所以 ＵＲＬ 规范是可以扩

充的。

地图集协议的 ＵＲＬ格式定义如图４所示。

其中，参数格式中的Ｆｒａｍｅ代表图幅；ｎａｍｅ代表

具体的图幅名称；ｌａｙｅｒ代表图幅中的层类；ｎａｍｅ

和ｌａｙｅｒ之间使用＠隔开，具体意义为某层类中

的某图幅；多个图幅之间使用“，”隔开。

图４　地图集协议的ＵＲＬ格式

Ｆｉｇ．４　ＵＲＬＦｏｒｍａｔｏｆａｔｌａｓ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根据地图集协议的 ＵＲＬ格式，以下为地图

集协议的ＵＲＬ的几个示例。

１）显示整个地图集中的要素类

ＧＤＢＰ：／／ ＭａｐＧｉｓＬｏｃａｌ／Ｓａｍｐｌｅ／ｍａｐｓｅｔ／

地图库演示数据

其中，若不带任何参数，则显示整个地图集中的要

素类。

２）显示地图集中指定的层类

ＧＤＢＰ：／／ＭａｐＧｉｓＬｏｃａｌ／Ｓａｍｐｌｅ／ｍａｐｓｅｔ／地

图库演示数据？Ｆｒａｍｅ＝ ＠ＫＵ１０＿ＤＢＳＬＡＹ

ＣＬＡＳＳ＿１＿Ｌ，＠ＫＵ１０＿ＤＢＳＬＡＹＣＬＡＳＳ＿０＿Ｌ

其中，若ｎａｍｅ为空，则显示参数中指定的层类。

５　结　语

标准的建立为数据中心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提

供了一个统一的信息平台和统一的数据格式［７］，

使得相关ＧＩＳ应用系统接口的规范性好，互联性

强，更易于系统集成，有效解决了系统的扩展性与

兼容性的问题。建立科学、合理和完善的数据中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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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标准体系，确保整个系统在

各层次集成时的可控性和无缝性，有利于应用系

统间的数据交互，有利于地理信息应用系统发展

在全国范围的兼容性，实现国家级地理信息交换。

数据中心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标准化将有助于地理

信息系统开发商组织系统开发，使产品具有规范

的接口，保证系统的互联性，有利于系统集成，可

缩短系统集成工期，降低造价，提高系统的可靠

性，促进地理信息的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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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３．ｎｅｔ

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一种基于复共线性分析的ＲＰＣ参数优选法　　　　　　　　　　袁修孝，等

 利用ＮＳＣＴ和Ｋｒａｗｔｃｈｏｕｋ矩进行图像检索 吴一全，等

 利用光谱角敏感森林的高光谱数据快速匹配方法 周　源，等

 电力线实时测距方法研究 郑顺义，等

 利用遗传算法的网络ＧＩＳ集群服务器动态负载均衡算法 朱　莉，等

 顾及地价空间分布规律的城市基准地价以价定级方法研究 王　伟，等

 构筑物变形短期预警与完备性监测算法研究 王　坚，等

２２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