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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向大型土木工程设计，提出了一种运用 ＷＭＳ共享空间数据源并实现高效应用集成的工程设计应

用技术体系。首先，直接针对 ＷＭＳ数据服务器定向开发数据获取应用，通过高效并行多线程实现空间数据

的分块网络传输，同时结合本地缓存机制与网络共享，实现了一种双轨存储访问机制；其次，基于独立的应用

下载与嵌入的实时线程分配，实现了远程数据的本地化模拟应用环境与分布式共享协同；再次，针对 ＷＭＳ数

据的应用，实现了空间数据向工程数据的高精度转换与工程制图出图体系，开发了统一的全球三维可视化平

台，用于直观地综合表达各种 ＷＭＳ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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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获取与组织网络地图服务（Ｗｅｂｍａｐ

ｓｅｒｖｉｃｅ，ＷＭＳ）空间数据资源来保障工程设计的

便利与精度，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１３］。本文避

开传统大众型 ＷｅｂＧＩＳ的ＧＩＳ查询分析应用，面

向 ＷＭＳ数据源，建立了集空间数据检索、数据并

行传输技术及高效存储访问机制、专业应用开发

于一体的 ＷＭＳ远程数据本地化综合应用体系。

１　犠犕犛数据服务体系

ＷＭＳ是国际开放地理空间信息联盟（ＯＧＣ）

发布的一种保障空间数据共享的标准化定义协

议。ＷＭＳ主要规范的是规则格网存储的空间数

据（如空间影像与ＧｒｉｄＤＥＭ等）。

１．１　犠犕犛数据组织结构

ＷＭＳ重点关注的是空间数据共享的访问接

口，并没有指定空间数据的存储组织结构，但通常

对海量栅格数据来说，ＷＭＳ均采用了较简单的

文件系统结构［４，５］，而不是空间数据库系统，这样

既节约了部署成本，也简化了维护过程。根据用

途、性能要求的不同，空间数据的文件系统有两种

不同的组织形式。

１）分层分块文件组织结构。这种 ＷＭＳ组

织形式是与常规 ＷｅｂＧＩＳ系统多层分块的表达形

式相一致的组织策略，也是空间数据多尺度表达的

一种普遍形式，比较适合大型ＧＩＳ系统表达及发

布。采用约定的定层定块访问机制，不需要定制访

问服务，远程访问效率较高，但由于采用多级冗余

表达，数据量较大。目前，主流的二维 ＷｅｂＧＩＳ与

三维 ＷｅｂＧＩＳ均采用这种组织形式
［２，４，６］。

２）动态采样检索服务机制。这种组织形式

适合于单层空间数据的发布，空间数据的原始分

辨率是固定的，通过不同的采样插值提取实时生

成文件返回实现多层次的空间数据访问［７，８］，如

ＮＡＳＡ的多种数据源就是这样的。除了空间数

据尺度单一、不利于多尺度的空间分析查询外，文

件系统检索机制的 ＷＭＳ服务通常还需要针对不

同的数据源，定制开发相应的检索采样服务程序，

因而在部署成本及效率上没有优势。

１．２　犠犕犛的坐标空间

无论是哪一种组织形式，ＷＭＳ必须确立统

一的坐标空间，以方便 ＷＭＳ服务器进行定位检

索，因而 ＷＭＳ不支持经分带投影的工程数据发

布。但这并不表示 ＷＭＳ就不支持平面数据的发

布，采用 ＷｅｂＭｅｒｃａｔｏｒ投影的空间数据所得到

的平面也具备统一的平面坐标，因而适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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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ＭＳ的检索发布，如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的诸多数据集

就是采用这种坐标空间，它的缺点是无法覆盖到

地球两极区域［３，９］。ＷｅｂＭｅｒｃａｔｏｒ更重要的是一

种结合ＵＴＭ投影技术改进而建立起来的全球平

面数据的组织与表达技术，故本文引用这一重要

概念。

还有一种 ＷＭＳ坐标空间体系是直接以经纬

度地理坐标进行表达的［２］球面空间，这种球面组

织的好处是可以覆盖全球，缺点是在进行平面表

达时需要进行投影转换，对于访问频繁的平面

ＷｅｂＧＩＳ系统将严重影响系统性能，但对球面三

维却能很好地支持，如 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天地图系

统、ＮＡＳＡ ＷＭＳ就是采用这种方法进行组织的。

对公共 ＷＭＳ空间数据源，组织形式与坐标

系统是数据提供商固有的特性，开发人员需要充

分地了解才能有效地挖掘应用并建立相应的技术

体系保障工程应用的实施［１０，１１］。

２　犠犕犛数据的获取技术

总体来讲，一个完备的 ＷＭＳ工程应用体系

包括３个组织部分：远程数据源、数据传输层与数

据应用层开发。

２．１　远程公共 ＷＭＳ数据源访问检索机制

为了方便检索调用及表达，保障远程访问效

率，大多数 ＷＭＳ提供商将网络数据源与ＬｏＤ层

次细节调用模型相结合，将处理后的分层分块数

据发布出来，供客户端程序访问。本文主要针对

这种分层分块的 ＷＭＳ数据源建立访问检索机

制。所谓访问检索机制，即由目标区域确立的访

问数据层与块行列号的关系。本文以面向ＫＭＬ

所定义的一个多边形作为数据获取的目标区域加

以研究，其坐标皆为经纬度地理坐标。

以经纬度地理坐标系统组织的 ＷＭＳ数据

源，源数据与目标数据的坐标空间是一致的，无需

经过坐标转换即可确立其层块，检索公式为：

ｃｏｌｓ＝ 犔＋（ ）１８０ ×２
犾／３６０

ｒｏｗｓ＝ （９０－犅）×２
犾／１８０

烅
烄

烆
（１）

其中，犾表示图层数；犅，（ ）犔 为目标点的地理坐

标。

如果分块坐标原点在左下角 （如 ＮＡＳＡ

ＷＭＳ系统），则对块行号的检索计算为：

ｒｏｗｓ＝ （９０＋犅）×２
犾／１８０ （２）

　　对于经 ＷｅｂＭｅｒｃａｔｏｒ投影的平面投影数据

源，ＷＭＳ的数据坐标是以像素表示的平面坐标，

因此，需要建立地理坐标与像素坐标之间的转换

关系。沿纬线方向的像素所表达的空间距离随纬

度变化，称为纬向分辨率，式（３）是不同纬度沿经

线方向的像素的空间距离计算公式。式（４）是地

理坐标与像素坐标的转换公式。其中，ｒｅｓ表示纬

向分辨率；犔、犅 分别表示经度、纬度。ｐｉｘＬｎｇ、

ｐｉｘＬａｔ分别表示在经度和纬度上计算得到的像

素坐标：

ｒｅｓ＝
１

２
ｌｎ
１＋ｓｉｎ犅
１－ｓｉｎ犅

（３）

ｐｉｘＬｎｇ＝
（犔＋１８０）

３６０
×２

犾
×２５６

ｐｉｘＬａｔ＝ （（１－ｒｅｓ／π）×０．５）×２
犾
×

烅

烄

烆 ２５６

（４）

　　有了投影后的像素坐标，则可以根据每一块

的尺寸狑得到对应块的行列号，式（５）是行列号

的计算公式：

ｃｏｌｓ＝
ｐｉｘＬｎｇ
狑

ｒｏｗｓ＝
ｐｉｘＬａｔ

狑

烅

烄

烆

（５）

２．２　区域图块检索算法

２．２．１　区域扫描多边形判中算法

区域扫描多边形判中算法是求取研究区域的

最小外接矩形后，根据上面的公式反算其对应的

图块行列号范围，再根据行列号计算每块的地理

坐标范围。式（６）、（７）分别给出了在地理坐标空

间中和 ＷｅｂＭｅｒｃａｔｏｒ坐标空间中的计算公式：

犅（ｃｏｌｓ，ｒｏｗｓ，犾）＝

ｗｅｓｔ＝－１８０＋９０×ｃｏｌｓ／２
犾－１

ｅａｓｔ＝－１８０＋９０×（ｃｏｌｓ＋１）／２
犾－１

ｎｏｒｔｈ＝９０－９０×ｒｏｗｓ／２
犾－１

ｓｏｕｔｈ＝９０－９０×（ｒｏｗｓ＋１）／２
犾－

烅

烄

烆 １

（６）

犅（ｃｏｌｓ，ｒｏｗｓ，犾）＝

ｗｅｓｔ＝－１８０＋９０×ｃｏｌｓ／２
犾－１

ｅａｓｔ＝－１８０＋９０×（ｃｏｌｓ＋１）／２
犾－１

ｎｏｒｔ犺＝２ａｒｃｔａｎｅ
（２犾－１－ｒｏｗｓ）π

２
犾－（ ）１ ×

１８０

π
－［ ］４５

ｓｏｕｔｈ＝２ａｒｃｔａｎｅ
（２犾－１－ｒｏｗｓ－１）π

２
犾－（ ）１ ×

１８０

π
－［ ］

烅

烄

烆
４５

（７）

　　通过判断每块是否在多边形区域内，从而确 立是否需要下载该图块数据，如图１（ａ）所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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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的好处是无论是凸、凹多边形区域都可以

用来检索，其缺点是要对每一图块进行多边形判

中操作，最多的时候需要对一个图块的４个顶点

进行判中操作，严重地影响了程序检索的效率。

图１　两种不同的区域检索算法

Ｆｉｇ．１　Ｔｗ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ｒｅａＩｎｄｅｘ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２．２．２　块坐标映射检索法

块坐标映射检索法是根据多边形的顶点确立

顶点块的行列坐标号 犻，（ ）犼 ，通过多边形填充函数

在内存中生成一幅以着色标示的图块映像图，在

进行检索下载图块时，根据每一个像素的颜色标

识判断是否进行下载。如图１（ｂ）所示，这种方法

的优点是计算量非常小，针对诸如交通线位带状

区域的数据获取时，非常高效［１０，１１］。

由于工程下载数据量通常非常巨大，在应用

过程中需要支持断点下载与多进程下载。如果要

进行续传，在前一方法中，要求对包括已经下载图

块在内的所有外接矩形内的点重新检索一次，检

索量会非常大，如下载１５层级一个省的区域，可

能需要１～２ｈ来重新检索定位，而后一种方法的

检索只限于区域内块的数据判断，极大地提高了

数据检索效率。除此之外，后者是一个离散图块

的集合，可以灵活地安排下载任务，更适合多线程

同步数据获取，而前者是通过逐点逐块依次判断

来建立下载任务的，在机制上不适宜多进程的任

务分配。

２．３　犠犕犛数据获取机制

２．３．１　文件块的有序存储

通常，下载块文件数会多达数万个甚至是上

百万个，造成操作系统的检索与存储困难，为了保

障高效的检索，采用行列号分块文件夹组织的形

式进行有序存储，所有的图块文件（狓＿狔．）均组

织存储在以犡＿犢 为子文件夹的目标下，其中，

犡＝狓／２
７

犢 ＝狔／２
７

（８）

这样，不仅能够实现文件的快速检索定位及存储

区域的连片访问，同时能够保障文件的有序组织，

并且每一文件夹中的文件块数目最多不会超过

２１４，满足大多数操作系统对文件系统的限制。

２．３．２　网络共享存储与本地缓存双轨机制

通常，ＷｅｂＧＩＳ对远程数据块的访问应用是

实时的，这些下载的数据只需要在计算机本地建

立临时目录即可。但对大数据量的工程作业数据

获取来说，其后续的处理需要分步进行，如数据获

取、合并拼图及工程制图等多个环节，这样就需要

建立相对稳定的本地缓存来存储数据，后续的工

作可以只针对获取的数据来进行处理，从而将数

据获取过程从数据处理过程中分离开来。

更多情况下，在进行某一项工程设计时，很有

可能某一个区域成为研究热点，从而使得更多人

重复地获取某一块区域的数据，这对宝贵的网络

资源与设计时间是不可忽视的浪费。因此，在局

域网环境中，可以非常方便地设立网络共享存储

服务器，由数据获取程序保障每一块数据只会从

远程 ＷＭＳ服务器上下载一次，网络共享存储服

务器上的数据积累越多，后续使用者的效率越快，

既解决了数据获取效率的问题，又使得共享存储

服务器上的空间数据无形地成为开发其他应用的

数据源。

２．３．３　多线程并行数据获取技术

为了保障下载的效率，需要用多线程技术开

发针对单个块的数据传输链路实现，从而使得下

载过程完全独立于任务分配的离散线程聚合体，

这样不仅保障了下载环境的稳定，更便于在多种

模式下启用 ＷＭＳ数据获取，如在独立的应用程

序中或应用程序的后台服务环境中。

ＷＭＳ的数据获取技术不只是针对某种数据

源，而是基于 ＷＭＳ协议的具备相应存储组织结构

的公共数据源，因而它是多源数据的综合与统一。

３　数据应用开发

在获取大量 ＷＭＳ数据的基础上，如何针对

这些数据开展应用，是关键所在。本文从二维应

用和三维应用两个方面介绍了 ＷＭＳ数据的应用

开发。

３．１　独立工程坐标的工程制图应用

文献［１０］论述了 ＷＭＳ数据在大型工程设计

中的应用业务，事实上，支持这一应用的技术除

ＷＭＳ数据获取技术外，还包括图块合并技术、图

块叠加及图阵坐标转换等技术。

３．１．１　图块合并技术

直接获取的图块单元尺寸通常都很小，且数

量比较大，无法满足工程设计的需要，因此，需要

３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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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小图块合并成相对较大的图片，得到若干

个由合并图块所形成的图阵列。无论是什么

ＷＭＳ数据源，不能保证每一层的每一幅图块都

存在或能正常地获取，这时就需要借助图块的层

级关系检索并截取上一层级的图块用于扩张填

充，以保障整个区域拼图的完整。

３．１．２　图块叠加技术

图块叠加是将多种数据源的图块综合在一起

得到综合效果的一种扩展应用，一般是将矢量图

块叠加到诸如卫星图块或地形图块上，得到既有

渲染效果又有地物名称标注的综合图。图块叠加

技术是通过ＧＤＩ的ＸＯＲ绘制方式进行重写实现

的，因此，通常是将透明图块层写到影像图层上。

３．１．３　图阵转换技术

在图块合并时，程序会自动计算顶点处图块

的坐标并作为合并后图阵的定位数据保存下来，

这样就可以记载图阵中每一张图片的统一经纬度

地理坐标。如果需要把这些图阵转换成ＣＡＤ工

程数据，只需要根据文献［１０］中的方法计算每一

张图片４个顶点的工程坐标并将相应图片嵌入

ＤＷＧ文件。由此可见，这种操作是在完全保障

精度的前提下将 ＧＩＳ空间数据转换为更方便易

用的工程ＣＡＤ数据，这样，既为工程设计提供精

度更高、更新更快的免费数据资源，又能多层次、

多体系地分析工程方案对不同主题数据源的性能

优劣，建立高效的集空间数据检索、数据并行传输

及高效存储访问机制与独立的专业应用于一体的

ＷＭＳ综合应用体系结构。

３．２　全球三维系统应用

在全球三维ＧＩＳ平台中，基于上述的组织存

储结构与运作机制保障远程空间数据的实时获

取、科学组织与在线应用。这种全球ＬｏＤ的三维

建模模式与 ＷＭＳ数据的本地化结构完全一致，

可以实现地形与影像的实时漫游、实时下载，是面

向 ＷＭＳ数据的直接应用，数据无需再作处理，并

且所涉及的图块数据包括影像数据与地形ＤＥＭ

数据等多种形式。在该平台中，数据获取与应用

是既衔接紧密又相互独立的逻辑，实现了一套机

制表达多种数据源、一套数据多种应用的综合配

置效果，如图２所示，这不仅为全球三维数字平台

解决了数据源的问题，也为共享数据源提供了更

广泛、更直观的三维分析应用平台。

图２　多 ＷＭＳ数据源的全球三维ＧＩＳ平台应用叠加效果图

Ｆｉｇ．２　ＭｕｌｔｉＷＭＳＤａｔａＳｏｕｒｃｅＯｖｅｒｌａｙ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ｌｏｂ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除此之外，还可以针对获取的 ＷＭＳ数据开

发自己的 ＷｅｂＧＩＳ应用平面系统，也可以通过许

多 Ｗｅｂ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平台发布这些数据，这些目前

已经有非常普及的应用，本文不再赘述。

４　结　语

本文针对 ＷＭＳ数据的获取与应用给出了一

个完整的面向工程应用的技术体系，能够兼容多

种数据源，并行多线程地实现数据块的高速下载

与统一的数据组织与存储。系统自开发部署两个

月以来，已经成功采集 ＷＭＳ数据６００Ｇ以上，并

平均以每天１０～１５Ｇ的获取量递增。同时，针对

ＷＭＳ数据的应用开发了多种工程应用与三维应

用程序，在实际的工程设计中取得了良好的效

益［１０，１１］。

参　考　文　献

［１］　孙九林，李爽．地球科学数据共享与数据网格技术

［Ｊ］．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２００２，２７

（５）：５３９５４３

［２］　苗立志，伍蓝，李振龙，等．多源分布式ＣＳＷ 和

ＷＭＳ地理信息服务集成与互操作［Ｊ］．地理与地理

信息科学，２０１０，２６（３）：１１１４

［３］　胡鹏，吴艳兰，杨传勇，等．大型ＧＩＳ与数字地球的

空间数学基础研究［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

版，２００１，２６（４）：２９６３０２

［４］　许虎，聂云峰，舒坚．基于中间件的瓦片地图服务

设计与实现［Ｊ］．地球信息科学学报，２０１０，１２（４）：

５６２５６７

［５］　陈应东，陈毓芬，卢晨琰．网络地图服务传输机制

４４７



　第３７卷第６期 韩元利等：大型工程中的 ＷＭＳ数据获取与集成应用方法

的研究［Ｊ］．测绘科学技术学报，２００６，２３（３）：２１１

２１４

［６］　陈静，龚健雅．海量地形数据的 Ｗｅｂ发布与交互浏

览［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４，２９（３）：

２６４２６８

［７］　ＨｕａｎｇＢｏ．ＷｅｂＢａｓｅ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ｎｔ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３，２７：６２３６３６

［８］　ＪｏｎｅｓＭＴ．Ｇｏｏｇｌｅ′ｓ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Ｊ］．ＩＥＥ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７，２７（４）：８１３

［９］　ＬｉＤｅｒｅｎ．ＤｅｓｉｇｎＩｄｅａ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ｈｉ

ｎａ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ｕ

ｈａｎ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 Ｍａｐ

ｐｉｎｇ，１９９８，２３（４）：２９７３０３

［１０］韩元利．基于ＧＩＳ的数字铁路选线在工程设计中的

应用［Ｊ］．铁道工程学报，２０１０（８）：２９３３

［１１］ＨａｎＹｕａｎｌｉ，ＬｉｕＹｉｐｉｎｇ．ＷｅｂＧＩＳＢａｓｅｄＲａｉｌｗａｙ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Ｒａｉｌｗａ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２０１０

第一作者简介：韩元利，高级工程师，博士，主要从事铁路三维数

字化设计与智能选线研究。

Ｅｍａｉｌ：ｇｏｌｄｅｎｈｙｌ＠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犃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犠犕犛犇犪狋犪犛犲狉狏犻犮犲狊狋狅犔犪狉犵犲犛犮犪犾犲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

犎犃犖犢狌犪狀犾犻１
，２
　犔犐犝犢犻狆犻狀犵

１
　犠犃犖犌犎犪狀犱狅狀犵

２
　犣犎犝犙犻狀犵

２

（１　ＣｈｉｎａＲａｉｌｗａｙＳｉｙｕａｎＳｕｒｖｅｙ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ＧｒｏｕｐＣｏ．，ＬＴＤ，７４５Ｈｅｐｉｎｇ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６３，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ｗｅｅｘｐｌｏｒｅａ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ｓｙｓｔｅｍｕｓｉｎｇｓｈａｒｅｄＷｅｂＭａｐＳｅｒｖｉｃｅ（ＷＭＳ）ｄａｔａ．

Ｆｉｒｓｔ，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ｏｎＷＭＳｄａｔａｓｅｒｖｅｒ，ａＷＭＳｄａｔａ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ｉ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Ｍ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ｃｅｓｓ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ｗｉｔ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ｍｕｌｔｉｔｈｒｅａｄｅｄｎｅｔ

ｗｏｒｋ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ｔｉｌｅ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ｄｏｕｂｌｅａｃｃｅｓ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ｌｏｃａｌ

ｃａｃｈｉｎｇｗｉｔｈ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ｈａｒ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Ｓｅｃｏ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ｃｈｉｅｖｅｓＷＭＳｒｅｍｏｔｅ

ｄａｔａ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ｓｈａｒｅｄｂｙ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ｔｈｒｅａｄｓ．Ｔｈｉｒｄ，ｆｉｘｉｎｇｏｎ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ＭＳｄａｔａ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ｗｅｅｘｐｌｏｒｅ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ｔｏｏｌｓｓｕｃｈａ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ａｎｄＣＡＤｆｉｌ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ＷＭＳｄａｔａｅａｓｉｌｙｃｏｎ

ｖｅｒｔｅｄｔｏａｌｌｋｉｎｄ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ａｎ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ｄａｔａ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Ｆｉｎａｌｌｙ，Ｗｅｔａｋｅ

ｆｕｌｌ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ＷＭＳｄａｔａ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ａｎｕｎｉｆｉｅｄｇｌｏｂａｌ３Ｄ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ｔｏｅｘｐｒｅｓ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ｖａｒｉｏｕｓＷＭＳｄａｔａ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ｅａｄｏｐｔｅｄａ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Ｗｅｂｍａｐｓｅｒｖｉｃｅ（ＷＭ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ＧＩＳ；ＷｅｂＧＩ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ＨＡＮＹｕａｎｌｉ，Ｐｈ．Ｄ，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ａｉｌｗａｙｒｏｕｔｅ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ｒｏｕｔ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Ｅｍａｉｌ：ｇｏｌｄｅｎｈｙｌ＠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５４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