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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One Map”Application M ode Based on Digital Cit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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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城市建设中空间基准的不统一及信息共享和联动水平的滞后，制约了数字城市的建设。为科学统筹和规划数字城市 

的建设及应用，本文从基础保障、数据建设、数据管理、应用服务4个层面立体化地构建“一张图”的应用模式 ，将数字城市建设进 

一 步深化，为全面实现“智慧城市”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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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数字城市是以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和大规 

模存储技术为基础，以宽带网络为纽带，并运用 3S 

技术、遥测、仿真、虚拟技术等对城市进行多分辨 

率、多尺度、多时空和多种类的三维描述 J̈。数字 

城市建设是城市信息化不可或缺的支撑和保障，对 

促进城市的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于 2006年启动数字城市 

地理空间框架示范建设，至 2010年底已经在全国 

150个城市开展 了数字城市建设试点和推广工 

作 。当前数字城市建设的核心内容主要围绕基 

础地理信息数据库与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展开，虽然 

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 

体现在：① 基础数据空问基准和数据格式不统一， 

各数字区域之间平台各异、扩展性差，不能实现跨 

区域、跨部门的有效互通；② 信息共享水平不高，信 

息资源的利用率低，形成了很多信息孤岛，造成了 

巨大的资源浪费；③ 未实现不同建设层面间的联 

动，仍然是“几张皮”，各个系统问彼此独立，业务协 

同难度大，制约数字城市深层次应用；④ 没有建立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和 GIS系统的动态更新机制，无 

法解决现势性的问题，直接影响了数字城市建设的 

可持续发展。 
“

一 张图”工程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要充分发挥 

已有基础空间数据的作用 J，实现基础地理信息与 

其他多种专题信息、政务信息的集合，进而为国土 

资源、城市规划、城市管理等政务部门及社会公众 

提供信息服务。本文根据佛山市数字城市建设实 

践，从基础保障、数据建设、数据管理、应用服务4个 

层面讨论基于数字城市建设的“一张图”应用模式， 

在“一张图”上，实现多比例尺、多时相、多源、异构 

信息的集成与共享，实现基础地理信息与政务信 

息、专题信息的整合，并通过多图层信息的动态更 

新与联动操作，保障数据的鲜活性，促进数字化、网 

络化、空间化、协同化的应用与服务。 

二、总体思路 

本文主要从4个层面构建基于数字城市建设的 
“

一 张图”应用模式：基础层面保障精准性，数据建 

设层面使信息具有规范性，数据管理层面体现现势 

性与联动性，应用服务层面则提升应用性与普适 

性。4个层面的建设既注重循序渐进，又注重互相 

作用，有效地推动管理应用模式与空间信息服务模 

式实现创新。整体结构如图1所示。 

三、技术支撑 

1．基础保障建设与集成 

包括统一坐标体系、似大地水准面精化 、FS． 

CORS等基础设施建设。 

(1)统一坐标体 系 

1)在利用原有的GPS C级控制网基础上，与国 

家 GPS A、B级网联测，布设长约 9 km的 GPS C级 

控制网(62个点，并全部重合旧有c级点)。在此基 

础上加密平均边长 2～4 km的 GPS D级控制网 

(325个点，重合旧点 100个)，均匀分布于整个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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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进行严密的基线处理和网平差。 

2)布设线路总长约 1800 km的四等水准网，并 

联测 GPS C、D级点 106个(采用电磁波测距高程代 

替四等水准测量方法联测)，固定点230个。 

3)进行新旧坐标体系的转换，设计坐标系转换 

工具，实现不同坐标系之间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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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一张图”应用模式整体结构图 

(2)似大地水准面精化 

确定了分辨率为 2 ×2 ，精度达 0．008 m的似 

大地水准面模型。应用该成果，GPS观测数据经过 

处理可在全市范围内取代等外水准测量，在平坦区 

域可替代四等水准测量和三角高程测量。 

(3)FSCORS建设 

FSCORS的基准站利用广东省连续运行卫星定 

位系统(GDCORS)已建成基准站(高明、顺德 、三水 

基准站)，增加 2个基准站(南山、更合基准站)，建 

立新的控制中心，组成佛山市动态大地基础框架， 

实现对佛山区域的基本覆盖。该系统既能独立运 

行，也能与 GDCORS联网运行。 

(4)集成技术 

针对应用 CORS系统流动站用 户只能获 取 

WGS．84坐标的问题，综合运用 2G／3G无线数据通 

信等技术，基于常规流动站设备、CORS控制中心软 

件 、似大地水准面精化、佛山市统一坐标体系参数 

模型等进行二次开发，实现坐标信息采集的一体 

化。主要功能如下 ： 

1)流动站可获取相应的平面和高程坐标，平面 

坐标包括 WGS．84坐标、1980西安坐标、2000国家 

大地坐标、佛山市统一坐标，并实现平面坐标的精 

度控制；高程坐标包括大地高、1985国家基准高程。 

2)实现对流动站获取的平面坐标的处理变换。 

3)实现高精度、实时、动态的空间定位与测算 

等功能。 

精确的定位与统一的坐标系是多源信息集成 

的前提，通过基础保障建设与集成，使基础地理信 

息和各种专题信息有了统一的空间参考基准，并且 

大幅提升数据精度，为数据的标准化建设奠定了 

基础。 

2．数据建设标准化 

数字城市建设的基础是城市基础地理信息数 

据 J，但佛山市“一市五区”在信息化中地理数据 

标准不统一。为实现数据共享，开展了标准统一工 

作，编制了统一的《地理数据规范》方案。将佛山市 

制定的地理数据规范制作成模板嵌入到体系中，构 

建了佛山市信息化测绘基础技术体系，在数据生 

产、检查和转换各个环节作出规范和约束，保证了 

数据的生产质量。该体系主要包括外业采集系统、 

统一的符号库等相对独立又相互连贯的部分，同时 

提供数据加解密功能，在数据生产、质量检查和监 

理各个环节保证数据的生产质量。总体架构如图2 

所示。 

图2 信息化测绘基础技术体系结构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是“一张图”的底图，是多源 

信息综合和集成的基础。标准化的基础地理信息 

数据建设从源头规范了数据的一致性，保障了多图 

层的动态更新与数据管理顺利进行。 

3．数据动态更新 

空间数据库的更新是维护空间数据现势性、提 

供多元化服务的主要手段。其中，变化信息检测、 

更新事件建模和空间冲突检测等关键技术是解决 

更新的重点内容。 

本研究以文献[6]提出的自适应的矢量数据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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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实际测试时间与模型预测时问的对比图 

上述结果证明本文提出的效率计算模型具有 

较高的精度，能够在应急制图指令发出的同时精确 

预估该项制图任务所需的时间。尤其是在执行大 

规模应急制图任务时，精确测算制图时间能够为后 

续应急指挥和救援等工作及时有序的开展提供时 

间管理上的重要依据，从而提升应急保障的精细化 

管理水平。此外，以“天地图”为代表的网络地图平 

台不仅能够为应急响应提供丰富的地理信息数据， 

同时还能确保基于此类平台的应急网络制图效率， 

这为进一步加快应急测绘地理信息保障的响应速 

度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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