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矿测绘

Geological min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第 2 卷◆第 1 期◆版本 1.0◆2019 年 1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数字广东”地理信息数据库更新方案探讨
潘俊钳 马星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DOI:10.32629/gmsm.v2i1.87
[摘

要] 城市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为数字城市建设提供精准的、先进的、权威的地理信息数据的前提是其建成后需要花费

一定的人力物力对其地理信息数据进行不断地更新、更改以及数据库系统的定期维护。本文根据"数字广东"基础地理信息数
据库的实际情况,从而研究出出一种将定期更新与动态更新相结合的工作模式,因而设计出一种在线增量式动态更新方法,此
方法可以有效的缩短更新时间、提高更新效率从而取得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 “数字广东”；地理空间框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数据更新
引言

建设者在数据库建库过程中贯彻边生产、边建设、边应

2004 年我国第二个省级地理信息数据库在广州建设完成,

用的原则,从而使该数据库在建设其他数据库系统、加强国

其数据总量接近 1000GB；而我国坐落于陕西省的第一个省级

土资源管理以及进行城市规划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在

地理信息数据库其数据总量仅 428GB。2004 年 12 月 11 日,广

广东省的各行各业提供了现势性极强的基础地理数据,在应

东省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建库项目通过了以中国工程院院士

用于现实中展现出了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3]。该数据

刘先林任主任委员,中国测绘学会理事长杨凯任副主任委员

库系统为广东省矿产规划数据库、矿储量数据库、土地利用

的鉴定委员会的鉴定,该委员会成员一致认为该数据库的技

规划数据库等众多信息化建设的管理系统提供了一个统一

术含量高、工程难度大、实用程度高为广东省信息化建设的

的全面的数据平台。其中,1：1 万比例尺 DOM 数据库为广东

重要成果之一。这一项目与同类型的项目相比,其水平在总体

全省各市县建设土地利用数据库和农村地籍数据库提供了

上来讲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近几年来,由于我国经济、社会

地理基础；5 米间隔的 DEM 数据库为南海市建设全市三维景

等方面信息化建设的不断完善,当前关于地理信息数据的现

观模型提供了基础地理信息；利用彩色航空摄影制作的 1：

[1]

状、内容和更新方式尚不能满足现在用户的需求 。因此,迫

2000 比例尺影像数据库为佛山市城市建设规划提供了基础

切需要采取将定期更新与动态更新两者相结合的方式来满足

地理信息。除此之外,该数据库还为广东省应急指挥系统、

现在用户对地理信息方面的高需求和高要求。

防风防洪防震指挥系统、“金盾工程”、“金土工程”等信息

1 广东市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概述及更新方案

系统提供了基础地理信息数据[4]。广东市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1.1 广东市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概述

库结构见图 1。

广东省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建库项目把对广东省基础地
理数据的管理、更新和分布作为实施此项目的目的,从而建成
有利于理解广东全省多方面的地理信息的数据库,实现数据
库将近一千 GB 的多级、海量数据的高效储存和集成化管理,
为建设数字广东地理空间框架奠定了坚定的基石。该数据库
的功能完备,包括管理子系统、入库与更新子系统、查询分析
子系统、用户管理子系统、用户备份与恢复子系统、日志管
理子系统和基于 INTERNET 得元数据网上发布系统等[2]。在技
术体系上,该数据库可以提供多元海量地理数据的快速浏览、
检索和服务以及实施要素级数据更新、历史数据管理和回溯
和各种地图制图等。在内容上,该数据库以 4D 产品为主体,包
含广东全省的 1：1 万比例尺 DLG(数据线划图)、DEM(数字高

图1

广东市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结构图

程模型)、DOM(数字正射影像图)、DRG(数字栅格图)数据库、

1.2 更新方案

1：5 万、1：25 万、1：100 万比例尺 DLG、DEM、DOM 数据库;

广东市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将采用把定期与动态更新

部分城市 1：5000、1：2000 比例尺 DOM 数据库等数据内容。

相组合在一起的更新方法。定期更新是每隔两年对广东市的

该数据库系统运行稳定高效,数据安全可靠,界面设计合理

地理信息进行一次全方面的调查与更改；动态更新是随时对

便捷,尤其在 DLG 数据库内得线、面状对象的合并及历史数

其进行更新不规定特定的时间,其中包含制作全新的更新方

据的管理等方面均具有特色。

案、确定变化区域、采集变化数据、生产现势数据、更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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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等 5 个步骤。

认真参照作业根据及作业检验查收标准规定的相关事项、比

2 定期更新

例就各个数据成果进行过程检查和自我检验,最终院质检部

广东市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定期更新的基础是基于现

门将会对数据的更新结果进行最后的验收检查[6]。

存地理信息数据资料实现的。更为具体来说。包括实行最新

2.7 更新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

的航空摄影和数字摄影测量以及数据建库等一些类方法来

广东市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的建立是以基础地理信息

确保精度和广度。其中需要进行实行的内容涵盖了：(1)航

的数据为基础,进行进一步地加工完善和质检局的检验查收,

空摄影(2)系列比例尺 DLG、DOM、DEM 数据采集更新(3)地名

检验通过之后再通过平台系统全部一起收纳到数据库中,最

地址数据更新(4)专题数据更新以及三维数据采集更新这些

后才建立成功。这个数据库包括三维模型数据库、元数据库、

具体措施。

基础控制数据库、DLG 数据库、地名数据库、DEM 数据库、DOM
数据库等[7]。

2.1 航空摄影
而为了能够系统能够及时满足 1：500、1：1000DOM、DEM

3 动态更新

数据制作及 1：500 比例尺数据更新、1：1000 比例尺 DLG 测

如今数据每天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与数据有关的应用

制的需求,就应当在整个广东市区的范围中开展数字航空摄

也是以飞快的速度更新着,不能继续依照固定日期进行更新

影措施,其内容包括大约一万两千平方米的航摄总面积,5 厘

了,所以如果要维持广东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的现势性,不

米左右的摄影分辨率。进一步来说,还是依据有关的标准和

仅仅要隔固定时间进行更新,还要建立起随时可以进行更新

规定,进行专业的测图,力争达到测绘的标准,制作出周到的

的更新机制,这样不仅能够获得最近最新的数据还能够将更

航飞计划进行作业,从而提交合格的成果。

新的任务进一步细分,便于进行。每隔固定时间进行数据更

2.2 基础数据更新

新的话,我们需要应用一种在线增量式的策略,以便于随时

使用小型飞机从上空拍照,根据照片显示的结果,针对

能够更新数据库的数据信息。所谓在线增量式更新具体是指

广东市城区大概一万零三百六十五平方千米的陆地面积设

使更新的作业化整为零,分别指定给不同的并与之相关的职

计比例为 1：500 和 1：1000 正射影像图(DOM)与数字高程模

能部门,一旦信息点和信息的属性发生变动各个职能部门将

型（DEM),而且更新现存的三个比例尺地形图,分别是 1：500、

会协同合作尽快对其实行在线更新工作,然后交由管理部门

1：1000、1：2000。

对数据信息进行最终的核实与发表,按照这些步骤进行工作

2.3 三维数据更新

之后不仅能够确保数据更新的速度与有效性,还能够保证在

针对于城市的十平方千米精密细致的三维城市建造模

地图数据层面空间基础信息平台的共享体制[8]。具体使用在

型的更新是三维数据更新的主要形式,收集三维数据以及后

线增量式方法进行更新的全部流程见下图 2。

续的建模程序大多应用精细三维建模以及大比例尺的地形
图等相关的技术手段,至于建设三维数据,则是循序渐进地
严格依照 3 道程序,分别为：设计创作三维场景、组织三维
数据并使之入库、三维发布。
2.4 地名地址数据更新
根据《数字城市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地名/地址编码规则》
的有关规定,随即将其与正在计划当中的地区的现实联系起
来,在不同比例尺(如 1：500,1：1000,1：2000)做出来的地形
图上借助亲自走访调研筛选和记录不久前增加的地区名称
(如新建小区名,新建街道名等等),在之后力求得到当地政
府部门的帮助,利用其提供的共享数据及一些权威资料使其
图2

更加尽善尽美。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在线增量式更新流程图

2.5 专题数据更新

3.1 准备工作

专题数据的更新工作主要是广东市财政部门组织共同投

更新前的准备工作具体包括获取整理材料、生产氛围的

入,并各自分配一些工作给林业、国土、公安、民政一些委办

准备、工作计划的设计、生产标准的确立、更新方法的制定

局,流水线流程一样,每个委办局都有明确的分工,共同合作,

加上评审方案和检验仪器等。

[5]

保证专题数据的收集和更新任务有效率并顺利完成 。
2.6 数据检查与处理

3.2 网格划分
要采用在线增量式方法对数据进行更新首先要求每个相

依据《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基本规定》中的有关规定,

关的部门要交互共享数据,然后管理数据的有关人员将会公

要由质量检查员对按照固定时间进行更新的数据结果做检

布数据标准以及更新方案,设计出一种机制以便能够记录数

验和查收,至于每道流程工序更新的数据最新结果,则需要

据更新的版本,制定出一个目录可以共享数据更新,而且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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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给各个部门提供暂时储存数据的空间。管理数据时要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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