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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增城市规划数据库管理系统为例 ,结合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NFGIS)元数据标准 ,设计了空间信息元数据管理的实施

方案 ,实现了空间数据的元数据和相应的Oracle数据库的管理。详细论述空间信息元数据管理系统的建立流程和构架 ,为规划信

息数据库的元数据管理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参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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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前　言

城市规划是建设城市和管理城市的基本依据 ,

是保证城市土地合理利用和开发活动协调进行的

前提条件 ,是实现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

手段。 GIS技术可以保证基础数据详尽 、可靠 、准

确 ,从而大大提高城市规划设计的科学性 。

空间数据是 GIS的操作对象 , 它们的获取在

GIS工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在 GIS工程实施过

程中 ,为了充分利用已有的数据 ,降低成本 ,实现信

息资源的共享 ,经常需要大量的各种空间数据 ,进

行 GIS空间数据的集成。

　　二 、城市规划信息的元数据

1.城市规划空间数据库

城市规划的对象是以城市土地使用为主要内

容和基础的城市空间系统。数据是城市规划与建

设信息系统的核心 , 由空间数据和非空间数据组

成 ,具体数据类型见图 1。

当前城市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的数据库建设面

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缺乏必要的标准和规范。然

而直接对所有的数据进行标准化 ,工作量将十分巨

大 ,即使全部数据都已符合标准规范 ,但要从海量

的空间数据库中寻找所需要的特定数据 ,同样需要

耗费很大的工作量 。在这种情况下 ,建立空间元数

据库 ,通过元数据库管理空间信息数据将会妥善解

决这些问题。

图 1　规划数据的组成

2.基于元数据的数据集成

元数据技术是一种有效管理各种应用模型的

技术。基于元数据技术进行地理模型与 GIS的集

成 ,需要在标准模型元数据基础上建立一种开放的

集成环境 。图 2是笔者构建的 GIS应用系统开发的

分工和集成模式。在这种模式中 ,元数据将在数据

的集成管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城市规划空间信息元数据设计

依据系统集成需要和各种元数据技术的应用 ,

元数据技术应用规范应具有通用 、可扩展 、与平台

无关性 、适于网络传输 、实现简便等特点 。

在地理空间数据的数据集描述(元数据)中 ,由

于空间数据集具有继承关系 ,制订数据集元数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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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时 ,一般按数据集系列元数据 、数据集元数据 、要

素类型和要素实例元数据等几个层次加以描述 。

综合减少数据冗余和实际可操作性两方面的考虑 ,

城市规划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数据元数据分为三

个层次:数据集元数据(一级元数据)、图幅级元数

据(二级元数据)和要素实体元数据 (三级元数

据)
[ 1-2]
。

图 2　基于元数据的数据集成管理模式

　　对于数字线划图 (DLG)、数字正射影像图

(DOM)、数据高程模型 (DEM)、数字栅格图

(DRG)、综合地下管网 、地名信息六种类型的数据 ,

传统上它们均是按照地形图的标准分幅来生产和

保存的 。在数据生产中对于空间数据的存储方式

采用地形图的标准分幅;而在空间数据管理系统应

用时空间数据是采用全市范围无缝拼接的方式保

存 。所以 ,对于这六类数据 ,一级元数据可以定在

特定比例尺地图一级 ,二级元数据为图幅级。

按照数据大类 ,元数据库在逻辑上可分若干个

子库 ,如图 3所示 。

图 3　基于元数据的数据集成管理模式

(1)数据集元数据

它是对每一种数据类型数据的总体描述 ,又分

比例尺不同需单独进行定义 ,一般所包含的元素有

编目信息 、数据集所属项目标识信息 、数据集内容

信息 、限制信息 、数据志说明信息 、发行信息以及空

间元数据参考信息。

(2)要素实体元数据

它是对数据库中各图幅(数据块)内容的总体

描述 ,用于详细查询图幅情况 ,使用户能够了解图

幅是否满足其使用要求 。每个图幅对应的要素实

体元数据 ,主要包含的元素有标识信息 、图幅范围

信息(数据块)、空间参考系信息 、数据集继承信息 、

数据质量信息(数据精度 、数据评价)以及产品发行

信息 。

4.空间元数据的存储

空间数据的存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传统的文

件形式存储 ,另一种是大型关系型数据库的方式 。

由于大型关系型数据库具有海量数据存储 、多用户

并发访问 、版本管理 、长事务处理等强大优势 ,所以

增城市规划信息系统平台软件的空间数据的存储

采用这一种模式 ,利用 Oracle数据库在数据存储 、

数据完整性等方面的先进技术手段 ,将海量空间数

据(包括矢量数据和栅格数据)有机地组织和管理

起来 ,通过其内部异步缓冲 、空间索引等先进的机

制 ,提供对空间数据的多用户高效并发访问。目的

是能与空间信息的具体内容有效地进行整合 ,并合

理地管理空间信息的元数据
[ 3]
。

除了具体的保存元数据本身信息的数据表 ,还

需要设计一些辅助的数据为空间信息元数据管理

信息系统服务 。为了便于交流共享 ,将采用与平台

无关且扩展性良好的 XML文档为系统功能服务。

　　三 、案例分析

1.元数据库建立

根据前文设计的规划信息元数据 ,建立元数据

表 ,包括 Dataset, DLG, DRG和 DOM对应的元数据

表 ,用来存储它们的元数据信息。如图 4 ～图 7

所示 。

2.系统功能设计

一个完整的空间数据元数据管理程序应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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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空间元数据的输入 、编辑与维护管理 、查询 、检

索以及表示等功能
[ 4]
。

图 4　DLG数据及其要素子集元数据表

图 5　DOM数据及其要素子集元数据表

图 6　DRG数据及其要素子集元数据表

图 7　数据集元数据表

(1)添加 、删除记录

当管理数据时需要添加空间数据的时候 ,元数

据数据库中将自动被添加新的记录 ,反之亦然 。这

样就保证了元数据信息与空间数据信息的一一

对应 。

(2)浏览元数据

当用户需要浏览某空间数据的元数据时 ,将获

取该空间数据的惟一 ID编码 ,根据元数据 ID的命

名原则 ,可查询到对应的元数据信息 ,如图 8所示 。

图 8　元数据与对应空间数据的浏览

(3)元数据编辑及更新

前文涉及的大量元数据中 ,一部分数据是完全

由空间数据本身确定的 ,如图幅信息 、参考系等 ,而

另一部分则需要数据生产者和用户根据具体需求

进行编辑 ,如数据志等信息 ,如图 9所示 。

图 9　元数据编辑

(4)元数据查询

当用户需要查询满足某条件的数据时 ,可直接

采用 SQL,针对对应项目查询元数据表 ,得到满足条

件的所有要素的 ID以及对应的数据即可 ,如图 10

所示 。

　　四 、结束语

本文在借鉴目前国内外空间信息元数据研究

的成功案例的基础上 ,设计和实现了针对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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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数据的元数据管理系统。

图 10　根据元数据查找空间数据

该元数据管理系统现在可根据 ArcSDE中元数

据对许多对应相直接进行更新 ,有着较好的同步更

新机制 ,对其他类型数据库的扩展也可采用同样的

机制。同样 ,还可以回馈操作原数据库的元数据信

息 。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如空间数据库的

管理 ,如果不能完全由元数据管理系统控制 ,则有

可能出现数据同步问题。而应用 PL/SQL在数据库

内部建立自动触发器实现数据实时同步可以解决

这个问题 , 整个系统管理机制将如图 11所示 。

图 11　较为理想的元数据集成管理设计

另外 ,为了更好地促进数据共享 ,地理空间元

数据的设计与内容的组织存储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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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全国测绘科技信息交流会

暨首届测绘博客颁奖大会召开

　　[本刊讯 ] 　由中国测绘学会科技信息网分会 、

黑龙江测绘局和黑龙江省地理信息产业园共同主

办的 2009全国测绘科技信息交流会暨首届测绘博

客颁奖大会 ,于 2009年 8月 7日至 11日在哈尔滨

隆重召开 。

本次会议的主题为:融合发展 能力建设 信息

先行 。来自全国 25个省 、市 、自治区的 230余位代

表出席了大会 。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

中心成果推广处李志远处长 、国家测绘局地图技术

审查中心李朋德主任 、国家测绘局测绘发展研究中

心周德军副主任 、新疆测绘局李全站局长 、国家基

础地理信息中心李莉总工等嘉宾 ,在会上分别就各

自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作了报告 。

本次活动重要的议题之一是为反映测绘人的

工作 、生活 、理想 、使命的 《首届测绘博客有奖征文

作品集》的优秀作品颁奖 ,该活动引起了测绘行业

的极大反响 ,一批优秀作品脱颖而出。而从 206篇

全国测绘科技信息交流论文中逐级筛选出的 50篇

优秀论文 ,则集中展现了该领域所取得的新的成果。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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