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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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rvice2oriented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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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c GIS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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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 data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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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it tee on data for sci2
ence and technology ,CODA 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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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A 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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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Ear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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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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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rison of Spatial Data Sharing and

Service2Oriented Spatial Information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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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rvice2oriented integra2
tion ,SO I)将传统的集成对象与开放的、高灵活性

的 Web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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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A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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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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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ava

编程、EJB 构件模式的发布以及 J 2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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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service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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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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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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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service 配置好后 , 其他应用程序和其他

Web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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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2Oriented Spatial Information Sharing Framework for Digital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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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2 EE 迁移到了.

N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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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2
net 环境下的 Web 服务而言 ,需要有一种适合 In2
ternet 环境的消息交换协议 ,而 XML/ SOA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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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c GIS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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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Server x64 ,客户端操作系统为 Windows

2000 或 Windows XP ; ②采用 Oracle 10g、ArcS2
D E9. 2 作为数据库管理软件 ; ③ Arc GIS Ser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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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2
croSof t Visual Studio . N ET 2005。

数据库层管理空间数据 , GIS Server 层管理

空间数据服务。Web Server 调用 GIS Server 上

的服务 ,对于 GIS Server 来说 ,它是 GIS Server

的客户端。Web Server 层通过调用 GIS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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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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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于 Arc GIS Server 的共享实验系统流程

Fig. 3 　Data Flow of Sharing Experimental System

Based on Arc GIS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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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er object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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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ical Deployment of Thematic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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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ver object cont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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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ing of Image Data
　　　

图 6 　电子地图数据共享

Fig. 6 　Sharing of Digital Map
　　　

图 7 　服务管理中心

Fig. 7 　Service and Management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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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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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3 卷第 9 期 李德仁等 :面向服务的数字城市共享平台框架的设计与实现

图 8 　专题数据信息访问

Fig. 8 　Access of Thematic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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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