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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海岛遥感影像管理应用系统设计与研究
朱海天1,2 ,王其茂1 ,马小峰1 ,崔松雪1

(1 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北京 100081;2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摇 要: 该文介绍了三维海岛遥感影像管理应用系统,该系统由数据预处理、数据访问中间件、客户端三个模
块组成,采用三维环境快速显示与漫游技术和高效空间索引与检索机制实现了基于 C / S 结构的三维遥感影像管
理,为用户直接提供三维环境仿真、量算与标注、专题产品输出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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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引言

中国拥有 7 200 多个海岛,其中绝大部分是无

本系统解决系统快速显示与漫游的策略是:服
务器端采用数据的分层、分级交换和并行调度技术,
客户端本地采用空间情报信息的快速自动综合技

人居住的小岛。 这些海岛在海防、国家主权、生态安

术,并研制一套满足清晰、快速显示要求的自动显示

全和经济建设等多个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规则库,实现不同尺度、不同详细程度空间信息内容

与大陆相比,中国海岛地理环境独特,相对孤立的散

的快速调度与显示。 在细节上,主要采用多级交换

布于海上,特别是在中国南海,众多海岛、暗礁、暗沙

几何模型、纹理 LOD 技术、透视技术、全自动遮挡排

与中国陆地距离遥远,地理环境复杂,甚至被外国武

除技术、快速模型生成技术来加速复杂数据结构的

装非法占领。 这样一来,仅凭传统调查手段就难以

渲染和可视化。

实现中国海岛的立体、动态调查与监测。

2. 2摇 三维 GIS 数据模型和数据结构

近年来,随着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商业化,海量

由于目前三维空间数据模型理论和技术还不甚

空间数据库管理技术的逐渐成熟,使得建立一套能

成熟,各种模型都有其自身的优点和缺陷。 因此,本

够对遥感影像、矢量数据、地形数据以及图片、文字、

系统针对不同的数据,为三维 GIS 表达和分析服务

音频、视频等多媒体数据进行综合管理和应用的三

设计不同的数据模型和数据结构。 具体而言,本系

维海岛遥感影像管理应用系统在技术上成为了可

统针对各类数据对象不同的特点,将各类对象进行

能。 该系统的建立对于中国海岛资源管理、国防安

归类,并且针对每一类对象定义数学模型,形成一类

全保障有着显著的意义。

结点。 任何结点对象均可以成为另一个结点的子结

2摇 关键技术

点。 父子结点之间的关系通常为空间关系上的绑定

2. 1摇 三维环境快速显示与漫游

在三维海岛遥感影像综合管理应用系统的实际

应用中,对场景的连续、多比例尺观察和分析是最常
用的功能。 为实现各种比例尺数据的快速切换以及
影像数据的大范围显示,就必须研究和实现多比例
尺影像、矢量和场景数据快速切换技术以及图形、图
像嵌套和镶嵌技术。

关系,每个结点都有自己的参考系和自己的空间信
息和属性信息,所有结点通过世界坐标统一。
2. 3摇 海量空间数据高效的空间索引与检索机制

对本系统而言,由于必须实现对中国海域及周

边海域甚至全球区域多尺度空间基础数据和海岛信
息数据的存储和管理,同时还需实现相关数据及信
息的快速查询和显示,因此就必须建立全球空间情
报数据索引。
在系统设计开发中,主要采取在数据库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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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部署大型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 Oracle) 和相应
的空间数据库引擎来管理海量空间数据,并针对不
同的应用建立数据存储优化机制的方法来保证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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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数据预处理功能单元和 DEM 数据预处理

性能指标需求,并在网络资源充足状况下,最大限度
发挥用户网络并发访问数据的能力。

功能单元分别将用户提供的影像数据和 DEM 数据
进行金字塔剖分预处理,得到系统运行所需要的特

3摇 系统结构

定数据格式。

3. 1摇 系统体系结构

为满足系统运行时各级别人员不同的应用需

求,系统设计时采用 C / S 架构进行开发。 同时为满

足海上舰船、飞机等移动用户的应用需求,本系统在
C / S 结构外,还支持单机模式。 单机模式主要实现

矢量数据预处理功能单元将用户提供的多源、
多格式矢量数据进行格式标准化转换及打包预处
理,得到系统运行所需要的特定矢量数据格式。
4. 2摇 数据访问中间件

数据访问中间件是系统数据库端模块,部署在

客户端在网络环境下预先缓存任意所需的数据到本

数据服务器上,是客户端软件与空间数据库服务器

地存储介质上,并保证客户端可以在断开网络的情

通讯的桥梁,负责组织、分发、调度客户端请求的数

况下能仍然依靠缓存数据单机独立运行。

据。 共由消息解析、地理信息数据提取、数据打包、

3. 2摇 系统功能结构

数据发送四个功能单元组成,其功能结构图如下所

本系统实现的主要功能有:淤包括影像数据、矢

示。

量数据、DEM 数据在内的多源数据标准化入库;于
服务器端用户消息解析与数据调度;盂客户端分析
显示。 根据功能可以将系统分为数据预处理模块、
数据访问中间件、客户端模块三大功能模块。

图 3摇 数据访问中间件功能结构图

4. 2. 1摇 消息解析单元

本功能单元接受客户端软件发送过来的数据请

图 1摇 系统结构图

4摇 系统主要模块及功能

求信息,并将其解析成与空间数据库数据结构对应
的数据请求指令。
系统采用并行方式接收数据请求信息,同时接

4. 1摇 数据预处理模块

收请求信息并解析数据。 解析消息工作 1 秒内完

前期数据预处理入库功能,该模块可以独立运行,对

4. 2. 2摇 地理信息数据提取单元

在本系统中,数据预处理模块主要提供系统的

用户提供的影像数据、矢量数据以及 DEM 数据进行

成,且不影响主线程的工作。

地理信息数据提取单元根据数据请求参数,从

预处理,使之满足系统运行的数据格式以及组织要

空间数据库中提取相应内容的地理信息数据。 本功

求,其功能结构图如下所示。

能单元采用成熟的数据库连接插件,自动生成查询
语句,高效的获得满足条件的数据集合。 地理信息
数据提取平均响应时间优于 2 秒。

4. 2. 3摇 数据打包单元

数据打包单元将提取到的数据利用高效压缩算

法对传输数据进行压缩,以满足数据在网络内安全、
并发、高吞吐量的传输要求。
图 2摇 预处理模块功能结构图

4. 2. 4摇 数据发送单元

数据发送单元将打包后的数据按照指定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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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 HTTP 协议) 返回给客户端,发送数据平均完
成时间优于 3 秒。

4. 3摇 三维可视化客户端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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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摇 三维场景浏览单元
(1) 图层管理功能

本系统场景数据的目录显示是按图层结构方式

三维可视化客户端模块的主要功能是建立三维

来进行组织的。 在使用时,依据用户查询信息的程

场景并提供漫游浏览、产品制作、分析查询等功能,

度和层次,可利用图层管理功能适当调整图层的层

该模块共由三维场景建立、三维场景浏览、三维标

次关系,或适当开启、关闭图层,实现有效图层的最

注、海岛相关信息浏览、三维场景量测、专题产品输

佳组合。

出六大功能单元组成。 其功能结构图如下所示。

图层管理功能以树状结构对所有数据进行分层
管理,系统至少应包含两个一级层次:图像层、矢量
层,一级层次下面又可以分类组织二级层次。
在数据的显示管理方面,数据在可视化环境中
按照该数据所具有的绘制优先级依次进行绘制,修
改不同数据的绘制优先级就可以调整图层的层次关
系。 图层的绘制优先级类别主要分为以下四种:表
面图像级别、高程图像级别、矢量数据级别、图标级
别。 在同优先级类别情况下,对数据根据数据源类

图 4摇 客户端模块功能结构图

4. 3. 1摇 三维场景建立单元

(1) 影像加载管理功能

该功能根据用户在系统运行时输入的显示要

型、数据时相、数据分辨率、数据类型等进行分类,并
依照预设配置或用户配置将分类类型进行分级,构
建出图层树,以达到动态、简便管理图层的目的。
(2) 可视化显示

可视化显示功能主要为系统客户端提供显示环

求,对下载到本机的不同种类、不同时相、不同分辨

境。 各种类型的影像、矢量、DEM 数据都需要叠加

率的遥感影像数据进行管理,这些影像既可以按照

在显示环境中,用户需要通过显示环境与系统进行

影像金字塔的方式进行存储,也可以按照原始影像

交互,交互结果也需要在显示环境中进行展现。

文件的方式存储。 当本机没有系统需要的影像块

可视化显示实现的功能主要为根据用户发出的

(影像文件) 时,协调对需要的影像块( 影像文件) 进

选择、放大、缩小、视点定位、场景的飞跃、复合显示、

行下载,下载完成后负责对其进行管理并在需要时

相关海岛信息浏览、信息联动显示等动作提供相关

依据数据类型、数据来源采用对应的数据加载方式

的场景显示。 其对整个系统的功能性、可用性具有

进行显示。

重要影响。

(2) 矢量加载管理功能

该功能对下载到本机的不同种类、不同比例尺
的矢量数据进行管理。 当本机没有系统需要的矢量

4. 3. 3摇 三维标注单元

三维标注单元主要负责在三维场景中进行文字

立体标注和依据专题符号库的专题符号标注。

数据时,协调对需要的矢量数据进行下载,下载后负

文字立体标注可以选取不同的字体、字号和色

责对其进行管理并依据用户需求以及环境参数采用

彩进行立体标注,可对标注进行位置调整和缩放,系

对应的数据加载方式进行显示。

统能够自动把平面标注转换为立体标注。

(3) DEM 加载管理功能

该功能对下载到本机的基础 DEM 数据集和更

高分辨率的 DEM 数据子集进行管理,这些数据按照

影像金字塔的方式进行存储。 当本机没有系统需要

专题符号标注以可视的选标方式进行专题符号
标注,以拖动、旋转、缩放、调整的方式进行编辑。 专
题符号标注主要分为:点符号标注、线符号标注、面
符号标注、态势符号标注、图标符号标注五个部分。

的 DEM Tile 块时,协调对需要的 Tile 块进行下载,

4. 3. 4摇 海岛相关信息浏览单元

载。

系统数据库中存储的经过地理编码的多媒体数据进

下载后负责对其进行管理并根据用户需求进行加

海岛相关信息浏览单元提供友好的人机界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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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访问和各种查询检索。 使用者可以方便的浏览、
查询与海岛遥感影像关联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
等详细资料。

(3) 信息专题产品输出功能

信息专题产品输出功能用于实现各类产品的制

4. 3. 5摇 三维场景量测单元

作输出,生成符合标准格式的图像和数据集等产品。

三维场景量测单元向用户提供通过鼠标或触摸

产品的输出保存方式主要有三种:以系统产品格式

屏等输入设备在三维场景中进行快速量算的功能。

输出保存、转换为工业标准格式输出保存、在硬件支

该单元可以快速实现海面曲面距离量测、圆范围内

持下,对显示的产品进行硬拷贝打印输出。

的表面积量测、矩形范围内的表面积量测和任意多

5摇 结束语

边形范围内的表面积量测等功能。
4. 3. 6摇 专题产品输出单元

本文介绍了一个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海量

(1) 专题产品模板生成功能

专题产品模板生成功能根据专题产品的种类,

空间数据库管理技术、三维 GIS 显示技术建立的三

维海岛遥感影像管理应用系统。 本系统包括了数据

实现针对专题产品模板的制作、编辑与存储。 该功

标准化预处理、用户消息解译及数据调度中间件、客

能主要包括对专题产品的版式、字体、间距等文档格

户端三个互相独立又相互耦合的模块,具有高度的

式进行设置,以及对模板录入数据内容与顺序进行

稳定性和可靠性。 同时,由于人性化的人机界面设

设置,为用户提供一个可视化的、便捷的交互式模板

计,使不同类型的用户都能很快适应本系统的操作,

生成与管理工具。

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2) 信息专题产品制作功能

信息专题产品制作功能按照用户提出的任务要

本系统建成投入使用后,将在中国海岛监视监
测与资源调查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求,搜索专题产品模板,进行专题产品制作。 该功能
主要包括根据专题产品的要求进行整饰与规范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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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Research on the 3D Remote Sensing Images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System of Islands
Zhu Haitian1,2 , Wang Qimao1 ,Ma Xiaofeng1 ,Cui Songxu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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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stitute of Remote Sensing Application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a 3D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system of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images.

The system includes three main modules, which are data preprocessing module, data access middleware and client
module. Those modules are based on C / S architecture, and developed by the use of 3D environment high-speed
rendering technology. Efficient spatial index and searching mechanism are applied to solve the spatial data dispatc鄄
hing problem. The system can perfectly realize a simulation of 3D environment and provide with some special func鄄
tions, such as measurement, dynamic labeling and thematic product output.

Key words: image of remote sensing;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system; spatial database; 3D visua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