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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提高地质图空间数据库信息交换体系的可扩展性和互操作能力是这一领域中的研究热点’首先研究了J2K(
K?:空间信息共享的规范和标准&并建立了具有服务能力的空间信息集成模块&在此基础上研究具有一致性的空间信息

共享与服务体系&形成独立于软件)适用于地质空间信息互操作的表达模式&提供一个可用于异构和分布式体系下的数据

描述机制&使得应用管理地质空间数据成为可能’提出了以地理置标语言$H5%H/.@1>F./L8@&.6H8.H5&?MN%模型为框架&
给出一种地质空间信息交换的机制’针对地学应用需求&提出了专业应用数据的模式&为地质空间信息交换提供了一种可

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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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研究地质空间信息交换的语义)结构标准问题&
实现地质空间信息的实体定义)术语)字典)图示图

例表达等&形成我国地质空间信息的转换标准&近年

来成为地质信息关注的一个热点$肖乐斌&)**"*吴
信才&)**)%*其核心是建立地质空间信息共享与服

务体系的地质空间要素的术语)代码)说明等标准

$包括地质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矿产)水文环境

等学科空间信息的定义&着重解决语义的不一致问

题&形成共享与服务体系数据字典%*研究具有一致

性的地质空间信息共享与服务体系的图示图例交换

标准&形成独立于软件)适用于空间信息互操作的表

达标准*其目的是提供一个可用于计算机读取的定

义数据结构的数据描述&使得应用机制管理数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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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能"通过一个特殊应用领域数据内容的归档"取
得对数据的一个共同和正确的理解"从而使在数据中

正确提取信息成为可能’这方面的需求主要表现在#
$"%根据地质数据的特点"建立专用标准’在通

用空间信息标准基础上"为更加充分地支持地质空

间信息模型"需要在专用标准规则指导下"对其进行

适当的裁减和扩充"形成地质领域的专用标准’
$)%提供专业的应用模式’地质领域所涉及的

面非常的广泛"每一个方面都具有本身独特的一些

特点’为此"需要在地质专用标准的基础上"建立不

同的应用模式"以满足诸如区域地球物理&区域地球

化学&区域地下水资源等的应用需求’
$!%提供标准的应用规则’在具体应用时需要

考虑的一些应用规则"方便地质领域各学科在使用

到标准时都能够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必要的剪裁和扩

充"同时又保持对本标准的一致性’
$I%提供一致性要求及测试套件’保证制定的

应用标准’规范与标准的一致性’
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研究和建立地质空间

信息交换模型"研究空间数据管理与应用服务的体

系结构和机制"能有效地构建地质空间信息系统的

底层支撑平台"并为其业务应用提供支持(本文提出

了以地理置标语言$H5%H/.@1>F./L8@&.6H8.H5"
?MN%为基础建立地质图空间数据库信息交换体系

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和实现方法’

)!?MN模式概述

地理置标语言$?MN%是用QMN2315F.编写

的QMN语法"用于地理信息的建模&传输和存储’
?MN提供描述地理信息的各种对象"包括要素&坐
标参照系&几何&拓扑&时间&度量单位和规范化的值

$K?::%6=%/048F")**!%’
地理要素是)现实世界现象的抽象*’如果与地

球上的位置有关"就是地理对象’因此"现实世界的

数字表示可认为是要素的集合’要素的状态是由一

系列特性定义的"而每一个特性可认为是+名称&类
型&值,的元组’一个要素所拥有的属性数量"以及这

些属性的名称和类型"由其要素类型定义’具有几何

特性的地理要素是那些其特性可以被几何赋值的要

素’要素群集是由多个要素组成的"其本身也可认为

是要素’因此"要素群集除了它包含的要素外"还具

有要素类型"也可以具有它自己的不同特性’

参照系提供对位置&时间或其他描述的数量或

质量赋值的度量标度’坐标参照系由一组坐标轴组

成的"它们通过定义地球大小和形状的基准与地球

关联’?MN中的几何指出其用于度量的坐标参照

系’几何复合或几何聚集的)父*几何元素为它们构

成几何元素规定坐标参照系’时间参照系提供度量

时间和描述时间长度和间隔的标准单位’
度量单位字典 $;KM%提供对物理量如长度&

温度以及;KM之间转换的数字度量的定义’元数

据的引入可对要素本身进行自描述’
随着?MN不同版本的发布而配套发布的各个

模式$=315F.%文档称为?MN基本模式’随着?MN
版本的提升"?MN描述范围的扩展"基本模式文档

越来越多’在当前版本的?MN规范中"包含了!*
多个基本的?MN模式"这些模式大致可以分为几

类#?MN根模式&要素模式&几何模式&坐标参考系

统模式&拓扑模式&时态模式&覆盖模式以及观测模

式等’但通常的应用不可能使用到所有?MN基本

模式中的定义和声明"而只需要与特定要求对应的

子集’这种为实现特定功能所必须的一个或多个基

础模式"以及必要时"从这些基础模式中所选的类

$类型&属性和元素%&一致性的子集&可选项和参数

标识的集合就是专用标准’

!!地质专用模式

>’?!基本要素模型

?MN要素在特定的领域是有实质意义的对

象’这与J2K","*,和K?:抽象规范主题#$K?:
:%6=%/04%6"",,,%对要素的定义是相吻合的’

当且仅当一个QMN元素是?MN对象的子元

素时该元素是?MN特性’相应的"一个?MN对象

编码为另一个?MN对象的子元素时"它被看作是

特性而不视为?MN对象(QMN元素不可能同时成

为?MN对象和?MN特性’一个?MN数据就是一

个?MN对象或?MN对象的集合’
?MN中定义的最基本的组件是HF&#＿?MN"

它是一个抽象元素"是所有?MN对象的超类"代表

)任何有标识$4S56040>%的?MN对象*’从其派生出

许多对象"它们均是HF&#＿?MN对象$图"%’
>’@!专业应用模式

满足一种或多种应用需求的数据的概念模式"
其目的是提供一个可用于计算机读取的定义数据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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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MN类对象层次

X4H’" ?MN3&.==145/./31>

构的数据描述"使得应用机制管理数据成为可能"通
过一个特殊应用领域数据内容的归档"取得对数据

的一个共同和正确的理解"从而使在数据中正确提

取信息成为可能’一个应用模式定义如下要素!#"$
数据的内容和结构’#)$通过应用操纵和处理数据的

操作规范’
本应用模式适合通过传送进行数据交换"数据

提供方为用户创建一个数据集以便传送给用户’数
据的结构和内容在该数据集的应用模式中进行描

述"数据集用转换格式发送’用户应用与提供方应用

通过一个共同的协议进行通讯’通过用户激发服务"
其结果是数据从服务提供方被送到用户应用中"应
用模式不仅描述了被交换的数据的内容和结构"而
且包括在交换过程中相关的接口结构#图)$’

图)中的包含关系包括间接包含’经过研究与

实践"建模涉及以下规则和步骤#图!$!

图)!数据交换流程

X4H’) Y.0.5T31.6H59&%G

#"$声明目标命名空间’应用模式除了要声明被

引入的元素的命名空间外"还必须声明一个目标命

名空间’这是应用模式灵活地定义的词汇中的对象

图!!应用模式的建模框架

X4H’! X/.F5G%/L%9.@@&43.04%6=315F.

和特性的术语的命名空间’它不能是?MN的命名

空间#100@!%%GGG’%@56H4=’650%HF&$’命名空间标

识符按习惯是一个由应用模式设计者组织控制的

;ZN"如 MBO?J2数据建模中使用100@!%%GGG’
[%6S>3>U5/’3%F’36为目标命名空间’目标命名空

间在应用模式中用引自QMN模式的模式元素属性

0./H50(.F5=@.35声明’一个应用模式可以由多个

具有相同目标命名空间的模式文档组成’但在这样

一个模块化的应用模式中"最顶层的模式文档应该

直接或间接地包含其他的模式文档’
#)$导入?MN模式’应用模式必须从?MN!

#K?::%6=%/048F")**!$中导入所有的组件"它直

接或间接地用来定义它的词汇’对特定的?MN模

式的导入可以通过导入另外的模式实现"用于?MN
模式的命名空间包括必须的?MN模式’例如"导入

HF&’T=S包含导入所有的?MN模式’另外"导入

?MN模式可以通过导入等价的子模式来实现"或

通过导入定义了文档根元素复杂类型的?MN专用

标准中等价的模式来实现’这些都是满足模式导入

需要的等价模式’如!

"4F@%/06.F5=@.35\&100@!%%GGG’%@56H4=’
650%HF&’=315F.N%3.04%6\&95.08/5’T=S’%#’

导入的?MN模式的路径#=315F.N%3.04%6$可

以指向该文档的一个本地拷贝"或者是一个;ZJ"
引用远程资料库中的模式文件"例如在K?:网站

上100@!%%GGG’%@56H4=’650%HF&资料库’
#!$定义新的要素#95.08/5$或要素集类型#95.E

08/53%&&5304%6$(对象类类型’用户可以?MN提供

的HF&!BU=0/.30X5.08/5V>@5或HF&!BU=0/.30X5.E
08/5:%&&5304%6V>@5类型为基础"创 建 自 己 的95.E
08/5或95.08/53%&&5304%6的类型’

#I$定义新的几何类型#H5%F50/>0>@5$及几何

属性#H5%F50/>@/%@5/0>$’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创建

自己的几何类型"但必须是?MN类型HF&!BUE
=0/.30?5%F50/>V>@5或HF&!?5%F50/>:%&&5304%6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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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的子类型’根据需要创建自己的几何图形属性"
但必须是HF&#?5%F50/>O/%@5/0>V>@5的子类型’

$#%使用替代组$=8U=040804%6H/%8@%’在全局

元 素$H&%U.&5&5F560%中 所 定 义 的 =8U=040804%6
H/%8@"可以取代?MN元素"并为整个?MN.@@&4E
3.04%6=315F.所使用’

$+%声明额外的属性’?MN提供了一些预先定

义好 的 几 何 属 性"包 括&%3.04%6"35605/&465%9"5TE
0560%9等"设计者可以使用=8U=040804%6H/%8@来给

它们命名’
$C%定义新的要素&对象关联类型’设计者可以

创建自己的要素关联类型"而这必须由HF&#X5.E
08/5B==%34.04%6V>@5延伸而来’
>’>!生成过程

专用标准可有几种方法实现’一般地"?MN专

用标准使用’拷贝和删除(方法’为生成一个专用标

准"开发者可从?MN基本模式中拷贝所需的类型

和元素"简单地删除应用模式不需要的全局类型)元
素和局部可选内容"其过程如图I所示’

图I!专用标准生成过程

X4H’I O/%35S8/5%9.@@&43.04%6=0.6S./S

由于专用标准只是对?MN基本模式的选择和

限制"因此"专用标准具有以下特点#$"%专用标准

的元素和类型应该包含在一个与?MN的文件结构

同样的文件结构内’$)%专用标准的确切命名约定

由专用标准的作者定义’$!%专用标准应该使用

?MN 的 命 名 空 间 $100@#&&GGG’%@56H4=’650&

HF&%’
专用标准的必须满足#$"%?MN的专用标准是

?MN子集的逻辑限制’$)%专用标准不能改变必选

的?MN元素或属性的名称)定义或数据类型’$!%
定义专用标准的一个或若干个模式必须采用该核心

’HF&(命 名 空 间100@#&&GGG’%@56H4=’650&HF&’
$I%应用模式可以扩展并使用专用标准的类型"但

必须在其自己的命名空间内进行"不能使用100@#&&

GGG’%@56H4=’650&HF&’
这些规则的功能测试是#如果?MN专用标准

被完整的?MN模式取代"那么任何使用该?MN专

用标准的应用模式的实例文档对于相同的应用模式

都将是有效的’而且"不管使用这两个模式中的哪一

个"这个文档的解释应该是相同的’

I!结论

本研究已运用到地质调查数据化信息交换标准

设计中#采用面向?MN的地理实体模型"基于对

象)关系和规则定义各种行为$操作%"能有效的支持

地质空间数据的信息分发与共享"是实现地质空间

信息服务的一条较为理想的技术路线’本文的研究

工作仍需深化和延续"地质信息的多样性)复杂性)
时态性"对于信息共享资源的自管理)自组织)自适

应等提出了新的需求"也是我们今后研究和应用的

重点’

A(B(;(53(’
K?::%6=%/048F"",,,’K@56?J2.U=0/.30=@534943.04%60%@E
43#’100@#&&GGG’%@56H4=’%/H’

K?::%6=%/048F")**!’K@56?J2H5%H/.@1>F./L8@&.6E
H8.H5$?MN%4F@&5F560.04%6=@534943.04%6!’*’100@#&&

GGG’%@56H4=’%/H’
P8"Q’:’")**)’V15@/4634@&5"F501%S.6S.@@&43.04%6%9H5E
%H/.@143 469%/F.04%6 =>=05F’-&530/%643= J6S8=0/>
O/5=="W54]46H$46:1465=5%’

Q4.%"N’W’")**"’2@.04.&3%635@08.&S.0.F%S5&%9?J2’71(@
-"&.#6"+;*+)(,-"&.(+8#.1+#1()?$3"+4+.51,6.&’"

)+$#%#!ACD!,)$46:1465=5G401-6H&4=1.U=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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