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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数据融合技术在空间数据
生产及更新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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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立足于现有的多源数据资料，利用空间数据融合方式进行空间数据的生产和更新。在阐述总体方案

的基础上，按技术流程依次介绍了每个环节的处理内容和方法：通过多源数据分析评定确定数据的使用方案，

通过空间数据集成消除多源数据间的差异，通过空间数据匹配建立同名实体在不同数据集中的对应关系，通

过数据融合和更新派生得到更好的新数据。实验证明该方式生产周期短，有效可靠。

关键词：多源空间数据；空间数据融合；空间数据的生产及更新；空间数据集成；空间数据匹配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文献标志码：Ａ

　　空间数据是地理信息系统的血液，是数字化、

信息化建设的基础，其空间数据的生产工作从未

停止。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有数据的现势性会降

低，“持续更新和业务化运行是一个科学数据库存

在的根本”［１］。早期的空间数据生产方式主要有

手扶跟踪数字化仪采集、扫描矢量化、航空遥感测

量和实地测量等。上述方式生产周期较长，制作

工艺复杂，对人力物力耗费较大。随着空间探测

技术的发展，大量精度高、时效性好的空间数据可

随时获得。这些来源广泛的新数据和已经建成的

基础数据库及不同部门生产的专题数据集为空间

数据融合技术的开展提供了基本的数据源。鉴于

空间数据融合技术在整合现有数据方面的优势，

本文将其应用于空间数据的生产更新中。

１　总体方案及技术流程

１．１　空间数据融合

空间数据融合是利用现有不同数据的优势派

生出比原始数据可用性更好的新数据［２］，使其具

有更好的几何精确性、逻辑一致性、完整性及现势

性。虽然不同学者对空间数据融合的内容阐述不

同［３］，但具体实现时大都先后经过如下三个步骤：

数据集成、数据匹配、数据融合。虽然这三个部分

的内容不同，但在整个融合体系中是相互联系，紧

密衔接的。数据集成是数据融合的前提，通过消

除差异实现多源数据的统一。由于不同数据对同

名实体的描述不同，故需要依靠数据匹配找出同

名实体。数据融合则是在上述处理基础上开展的

重组、整合。

１．２　总体方案及技术流程

利用空间数据融合进行空间数据生产和更新

基于一体化生产模式［４］，总体方案及技术流程如

图１所示。首先对多源空间数据的准确性、现势

性等进行评估，制定数据的使用方案；其次通过空

间数据集成将矢量、栅格这两类多源空间数据统

一于数字地图制图系统中；再次利用空间匹配算

法找出不同数据集中的同名实体；然后按照预先

制定的数据使用方案和融合策略进行空间数据融

合，得到新的数据，同时参考遥感影像等最新资料

进行数据更新及编辑处理；最后经数据检查后生

成新的空间数据。

２　多源空间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评定

２．１　多源空间数据的种类及收集

空间数据融合是建立在一定多源数据基础上

的，因此收集一定的多源数据是进行数据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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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利用空间数据融合技术进行空间数据生产及更新的总体方案及技术流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ＤａｔａＦｕｓｉｏｎｔ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首要环节。代表性的数据有：① 系列比例尺的基

础空间数据库。已建成的数据库是数据融合的主

体，在收集时，应选择等比例尺或较大比例尺的基

础数据。② 遥感影像。满足一定分辨率的影像

是数据分析评定及更新的重要参考资料。③ 实

测数据。野外实地测量的数据的精确性较高，如

ＧＰＳ测量既可提供点位坐标，又可以通过车载获

取道路信息。④ 纸质地图。对于没有矢量数据的

区域，可通过扫描矢量化的方式生产空间数据。

⑤ 专题数据。各部门生产的数据对专题要素的描

述比基础数据更为详实。⑥ 文字资料。包含大量

的统计信息，专题信息较为丰富，是补充属性信息

的重要手段，也是多源数据引证分析的参考依据。

上述多源空间数据来源广泛，类型各异，对这

些数据要科学、合理地使用。

２．２　多源空间数据分析评定的方法

由于空间数据融合是以现有的数据为基础派

生得到新的数据，故现有数据的选择和使用方法

直接关系到后续处理的效率和最终数据的质量。

为了制定正确、合理的数据使用方案及融合策略，

深入地进行数据分析、评定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鉴于上述多源数据资料整体上可分为矢量、栅格

数据，下面分别阐述这两类数据分析评定的内容

和方法。

对于栅格数据而言，主要是看图像的现势性

和分辨率是否满足要求。此外，尽量选择图像分

辨率和成图比例尺相近的遥感影像，保证图像内

容和现势性的协调统一；在清楚地图生产单位等

情况的同时，尽量选择来源可靠的扫描纸图。

对于矢量数据而言，重点要对数据的可靠性、

完备性、现势性、准确性和可用性进行分析评定。

相应的分析、评定工作比较复杂，本文采用的方法

是先将多种矢量数据符号化显示，然后叠加上最

新的遥感影像进行对比分析，同时查询相应的属

性信息，结合最新参考资料进行全面的评价。

在掌握各种数据具体情况的基础上，需要制定

具体的数据使用方案和融合策略。整体宗旨是打

破单独使用某一种数据的限制，综合利用现有数据

的各种优势，按照要素类逐层选择时效性、完备性

好的几何数据及属性数据进行融合处理。目前，此

项工作大部分依赖人工判断和专家决策，开展起来

较为复杂，下面以某地交通层数据为例加以阐述。

如图２所示，灰色、黑色分别代表不同数据集

中的交通层数据，粗略判断发现，灰色数据道路网

较为密集，但不能就此断定使用灰色数据。通过

叠加遥感影像发现，黑色数据的几何精确性较高，

与影像的套合更为准确，所以在确定使用黑色数

据的基础上，加之使用没有与黑色数据重复表示

部分的灰色交通数据。在确定几何数据的使用

后，还需要查询二者的属性信息，选择描述准确完

备的属性数据，对于两种数据不同的属性描述进

行属性融合，最大限度地包含现有数据的优势。

图２　某地两种交通数据符号化叠加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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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空间数据集成

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各部门按自身的

需求进行空间数据的设计和生产，加之不同来源

数据的获取手段和平台不同，导致现有的多源空

间数据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表现在多语义性、多

时空性和多尺度，获取手段多源性，存储格式多源

性，空间基准不一致［３］。上述差异使得各种数据

间无法进行互操作，更谈不上数据融合处理。空

间数据集成就是消除多源数据的这些差异，按照

一定的标准集成到统一的系统中，实现对多源空

间数据的一致性处理和透明化组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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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空间数据集成的内容和方法

３．１．１　空间基准和数学基础的统一

１）坐标系转换及方法

我国现有的数据资料所使用的坐标系情况为

旧ＢＪ５４（系列比例尺地形图）、新ＢＪ５４（１∶５万、

１∶２５万及１∶５０万地图数据库、１∶２０万数字海

图、航图资料）、ＣＤ８０（ＴＭ 正射影像、ＳＰＯＴ正射

影像、地名库）、ＷＧＳ８４（车载 ＧＰＳ道路数据）。

２０００中国大地坐标系（ＣＧＣＳ２０００）是我国启用的

新一代地心坐标系，采用该大地坐标系会影响到

已有旧坐标系下测绘数据成果的几何精度，故需

进行相应的转换。坐标系转换方法有三参数、七

参数模型，其中常用的七参数模型有布尔莎模型、

莫洛金斯基模型和范士模型等。

２）投影变换及方法

在投影使用方面，我国系列比例尺空间数据

的大中比例尺多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小比例尺

使用等角圆锥投影，海图采用墨卡托投影，航空图

采用双标准纬线等角圆锥和改良多圆锥投影。对

上述投影差异需要进行转换处理，方法有解析变

换法、数值变换法、数值解析变换法
［５］。

３．１．２　语义转换

空间数据对客观世界的属性描述建立在特定

的语义体系之上，通过一定的分类分级实现。多

源数据的语义异构性不仅表现在采用不同的标准

原则进行分类分级，而且对同一要素的描述也采

用不同数量、内容的属性项。解决语义差异的传

统方法是数据转换，即在掌握数据具体结构的基

础上人工建立语义映射关系进行转换。目前有学

者［６７］使用本体的概念解决语义差异，通过构建本

体并利用地理概念语义相似度计算建立映射关

系，实现语义的转换。

３．１．３　数据格式转换

由于不同的商业软件对客观世界采用不同的

数据模型进行描述，导致各种数字产品在数据格

式上存在着较大差异。目前，国内外代表性的商

业软件所采用的数据模型有Ａｒｃ／Ｉｎｆｏ、ＭａｐＩｎｆｏ、

ＭａｐＧＩＳ、ＡｕｔｏＣＡＤ和ＳｕｐｅｒＭａｐ等数据模型，每

种数据模型都有相应的数据格式，不同格式的转

换方法已经较为成熟，此处不再赘述。

３．１．４　图像处理

原始的遥感影像及扫描纸图的图像质量若不

理想，会影响到栅格数据的使用效果，故需进行相

应的处理。对于遥感影像而言，为使其能清晰地

表达细节，突出某要素特征，可以通过增强对比

度、彩色合成、锐化、直方图变换、卷积滤波等处理

实现。扫描纸图的常见处理方法有填补细小空

洞、去除毛刺、孤立脏点和背景单一化等。

３．２　空间数据集成处理的技术流程

在掌握空间数据集成的内容及方法后，可以

开展相应的集成处理。具体实现时，本文对地理

实体的几何信息和属性信息分开组织管理，将几

何数据存储在设计文件中，将属性信息通过数据

库来管理，同一要素的几何数据和属性数据是一

一对应的关系。属性数据库又分为源数据库和新

数据库，前者主要存储较大尺度的属性数据，相当

于备选数据库，可按需抽取到新数据库中，而同尺

度的属性数据则可直接导入新数据库，上述两个

数据库通过索引表建立关系。

集成技术流程如图３所示。对于矢量数据，

首先进行数据格式、语义、空间基准和数学基础变

换，然后导入到统一的制图系统中符号化显示，并

将几何数据写入设计文件中，建立与数据库记录

的对应关系。将等比例尺数据的属性数据直接导

入新数据库中，将较大比例尺数据的属性数据作

为备选导入到源数据库中；对于栅格数据，遥感影

像和扫描纸图在空间基准和数学基础变换及图像

处理后，导入数字地图制图系统，以参考文件的形

式与符号化的矢量数据叠加显示。集成后的效果

如图４所示，其中黄色数据为较大比例尺矢量数

据，彩色数据为等比例尺数据，叠加的底图为遥感

影像。

４　空间数据匹配

空间数据匹配是通过对目标的几何、拓扑和

语义进行相似性度量，识别出同一地区不同空间

数据集中的同一地物，建立两个空间数据集间同

名目标间的联系，探测不同数据集之间的差异或

变化［８］。一旦两种（或多种）空间数据中公共部分

的表现能够识别，数据融合就相对容易了［９］。

空间数据匹配的方法按判别依据可分为几

何、拓扑及语义匹配。理想状况下，语义匹配是最

佳的方法，但由于不同数据采用不同的数据模型

和属性进行表达，缺少唯一标识的属性信息［１０］，

导致语义匹配实现起来较为困难。目前在进行空

间数据匹配时，一般首先选取地理目标的几何相

似性进行度量，如位置、几何形状、尺寸、方向等，

在此基础上结合拓扑关系及语义相似性进行同名

地物的探测和识别。

不同类型地理实体的匹配算法会不同，点状

目标的匹配相对简单，主要利用几何位置、结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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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空间数据集成处理的技术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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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相似度进行度量；线要素的匹配一般综合利

用位置、几何形状、方向、大小以及拓扑关系等进

行相似性度量［１０１２］；面状要素的匹配大都利用位

置（几何中心）、形状（利用多级弦长函数和中心距

离函数描述）、尺寸（面积、周长）等分量进行度

量［１２，１３］，而拓扑关系运用的则较少。

５　空间数据融合及数据更新

数据集成实现了多源数据逻辑上的统一集

中，数据匹配则建立了同名实体间的联系，但此时

空间数据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彼此间没有相互

作用，仍保持着各自的特征。空间数据融合就是

按照一定的融合策略，通过加工、整合及关系处

理，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不同数据集的优势，产生

更好的新数据。数据更新则是参考最新的遥感影

像等资料，增强已有数据的时效性。

５．１　基于“制图综合”观的空间数据融合

数据融合的内容在制图综合中都有体现，只

不过处理问题的环境和手段发生了变化。本文将

空间数据生产中的数据融合称为基于“制图综合”

观的数据融合，代表性的处理有数据的抽取、化

简、关系协调。

１）数据的抽取。居民地、交通、水域陆地、植

被等各种要素都需要按照预先制定的数据使用方

案和融合策略，从现有的多源数据中抽取到新的

数据库中，相关的处理操作类似制图综合中的选

取。

２）数据化简。对于抽取的现有数据而言，居

民地、水域目标、植被面边线等许多要素都需要进

行化简，这些处理既包含对要素图形的化简，又包

含着对要素数量和质量特征的概括，从根本上讲，

没有脱离制图综合中化简和概括的相关原理方

法。

３）关系协调。由于抽取的数据来自不同的

数据集，重新组合在一起时会出现逻辑不一致性，

关系协调就是调整各种不同要素间的关系，得到

正确的拓扑关系。

５．２　空间数据更新

在数据使用方案及融合策略的制定中，已经

涉及数据更新的内容，因为在现有数据的选择使

用上，时效性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由于现有

矢量数据的时效性不够理想，需要参考最新遥感

影像等资料更新。这就要求作业员必须拥有较高

的图像判读能力，在实际作业中综合运用现有资

料，互相引证分析，在更新几何数据（轮廓、边线

等）的同时，还能通过新增地物发现新情况。如在

图５的水域中新增一条白色水坝，结合相关文字

资料和影像判读发现原有泥滩上新建了养殖场，

故需在更新水域边线的同时更改属性。

６　结　语

本文提出的利用空间数据融合技术进行空间

数据生产和更新的方式立足于现有的多源数据，

集各种数据的优势派生得到可用性更好的新数

据。该方式已应用于某区域中小比例尺数据的生

产中，经实践证明生产周期短、效率高。但该方式

在某些环节上还需进一步研究，如增强多源数据

分析评定的智能化和数据融合的自动化，提高数

据匹配的准确率和数据更新的效率等。随着相关

算法技术的发展，利用空间数据融合技术进行空

间数据生产和更新的方式一定会日臻成熟和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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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某区域空间数据集成后的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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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更新前后效果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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