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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9日至12日，以“行动中的数字地球”为主题的第六届国际数字地

球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来自40多个国家的1000余位科学家、企业家和管理专家

出席大会。这是由中国发起，于1999年首次在中国举行的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十年

后再次回到中国召开的盛会。

为期4天的大会由开幕式、学术报告会、闭幕式和同期进行的“数字地球技术

与应用展览”等部分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作书面发言，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出席

会议开幕式并讲话。大会一致通过了数字地球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2009数字

地球北京宣言》，强调数字地球应当作为当今科技发展的一个制高点和全球性战

略目标，为应对资源匮乏、能源短缺、全球变化等各种挑战做出更大贡献。大会

通过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及数字地球技术与应用展览，展示了数字地球领域所取

得的重大成果，宣传了数字地球领域发展及在产业化方面的巨大潜力。

回顾数字地球发展历史，展示数字地球技术与应用成果，前瞻数字地球未来

发展，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是一次具有凝聚力、号召力的科学盛会，一次联

合、共享的科学盛会，一次成功的、意义重大的科学盛会。

出于对大会进行系统性总结的考虑，基于加强开展学术交流的目的，并希望

在更大范围内共享大会所蕴藏的优秀的科学资源，是编撰这本执行报告的初衷。

我们衷心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藉此分享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的成果，更多的人

了解数字地球及其进展，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乃至全球对数字地球这一未来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新的增长点的责任与使命。

本执行报告由七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大会综述，包括大会概述、《2009数

字地球北京宣言》、会议组织机构、日程、重要活动等；第二部分收录了国家领

导人、国际组织和国内外嘉宾的重要讲话、致辞等；第三部分介绍大会开幕式特

邀报告、大会特邀报告、分会口头报告等；第四部分描述了纪念国际数字地球会

议十周年的有关活动，回顾了数字地球会议历程；第五部分介绍了数字地球技术

与应用展览；第六部分介绍了数字地球学会的相关情况；第七部分为媒体报道；

最后的附录部分介绍了历届会议及精彩瞬间。

前 言



分享精湛的学术思想，分享优秀的管理经验，分享丰富的科学资源 — 期待这

本执行报告能够实现她的初衷，让更多从事科学研究和热爱数字地球的人共同推

进数字地球的发展，让数字地球科学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

展，真正成为未来世界可持续发展领域开展全球合作的有效依托，成为人类文明

进步的崭新载体。

值此，我们再次向为大会做出努力和贡献的部门、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

谢意和崇高的敬意。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组委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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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数字地球会议的背景

国际数字地球会议（ISDE）是1999年由我国科学家发起召开的世界上第一个以数字

地球为主题的国际性会议。首届会议上，来自27个国家的500余名代表出席，时任国务院

副总理李岚清在会上致词，大会主席路甬祥院长作了关于“合作开发数字地球，共享全

球数据资源”的主旨发言。会议通过了《数字地球北京宣言》与每两年举办一届国际数

字地球会议的决议。

为了推动数字地球的发展，2000年成立了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国际指导委员会，路甬

祥院长为主席。2006年，由中国科学院联合本领域国内外机构、学者发起成立了国际数字

地球学会，路甬祥院长为学会创始主席，中科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郭华东研究

员任秘书长。在国际指导委员会和国际数字地球学会的领导下，先后在加拿大、捷克、日

本、美国成功召开了第二、三、四、五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并于2006年和2008年分别在

新西兰和德国召开了数字地球与可持续发展峰会。

经过10年的发展，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已被公认为数字地球领域规模最大、声誉最

高、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国际盛会。

二、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基本情况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ISDE6）于2009年9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办，由国际数

字地球学会和中国科学院主办，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国际数字地

球学会中国委员会承办，北京市政府、科学技术部、国土资源部等16个部委和国际组织

合办。本次大会主题为“行动中的数字地球”，重点突出“构建数字地球，应对全球变

化”这一各国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

本次大会适逢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十周年，共有40多个国家的1000余位学者、企业家

和管理专家出席，无论从规模上、影响上和质量上均为历届会议之最。

开幕式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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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祥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讲话。原定出席大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同

志因故不能出席，特委托科技部曹健林副部长向大会的召开致以良好祝愿并代她宣读致

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地球观测组织、全球空间数据基础设

施协会、全球测图指导委员会、亚洲遥感协会等国际组织代表也分别致辞。

在为期4天的会程中，共安排25个大会特邀报告，25个分会单元190余人次的口头报

告，以及5场400余篇张贴论文报告，其中GEO秘书处主任José Achache教授、中国科技

部原部长徐冠华院士、中国航天员杨利伟、谷歌地球（Google Earth）首席技术执行官

Michael Jones等25位国际知名学者、科技专家做大会主题报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围

绕数字地球理论、技术及其应用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或梳理数字地球十年发展历程，或

分享促进数字地球发展的实践经验，或前瞻数字地球未来合作与共享，从更新、更高的

角度对数字地球建设进行了阐述，极大加强了数字地球理论、技术及应用的国际交流与

合作。闭幕式上，大会通过《2009数字地球北京宣言》，并确定第七届国际数字地球会

议地球会议将于2011年在澳大利亚举办。

会议期间还举办了“数字地球技术与应用展览”，18个科研机构和22家公司以图

片、实物、现场演示等形式，展示了他们最新的科研成果及产品，吸引了共2500余人次

的参观者。展览包括“数字地球在中国”和“数字地球技术”两部分，前者回顾中国近

十年来数字地球科技发展历程，展示中国在该领域取得的重要成就；后者为数字地球相

关企业提供一个高技术实力展示的平台，在新型对地观测与导航技术、网络技术、虚拟

现实与可视化技术、空间数据管理与分析软件、电子商务等方面建立起科学与技术、技

术与应用、应用与产业化的桥梁。

为庆祝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十周年及表彰对“数字地球”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组织

与个人，国际数字地球学会特别设置了“数字地球科技贡献奖”、“数字地球企业贡献

奖”、“国际数字地球会议组织奖”及“数字地球学会奖”。“数字地球科技贡献奖”

颁发给中国陈述彭院士、徐冠华院士和美国科学院院士Michael Frank Goodchild，“数

字地球企业贡献奖”颁发给在全球拥有6亿用户的Google Earth，“国际数字地球会议组

织奖”颁发给历届大会的组织者，“数字地球学会奖”颁发给推动数字地球学会发展的

John van Genderen教授。

三、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举办的意义

（1）由我国发起的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十年持续健康发展，并再次回到中国举行，展

现并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影响力，将对我国数字地球实现更快发展形成强大推

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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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来，在科技界、企业界和政府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数字地球理论、技术

和应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数字中国、数字城市、数字减灾等应用工作的蓬勃开展，极

大促进了数字地球关键技术的发展。目前，中国科学家正在积极致力于构建数字地球科

学平台，这将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能源、资源、环境等问题提供有益帮助，同时支撑

地球科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国政府一贯重视数字地球的发展，李岚清同志在首届

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无论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无论是推动

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是开拓未来知识经济的新天地，数字地球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

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贡献，中国现在和未来的社会需求是发展数

字地球的巨大推动力。国务委员刘延东在本届大会上再次强调，中国政府已经确定建设

创新型国家的发展目标，高度重视推进经济社会信息化进程。她说，当前为了应对全球

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一揽子计划，把推动信

息化作为重要的内容，大幅度增加信息技术研发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由于受金融

危机影响，中国的财政收入增幅有所减缓，但今年我们对科技的投入仍然增长了25%，

其中有关信息领域的科技投入占了很重要的比例。她指出，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重大

经济和金融危机，都为科技的突破、新兴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创造了新的机

遇，“我相信，数字地球将成为世界可持续发展领域开展全球合作的有效依托，成为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崭新载体”，“包括中国在内的

世界各国的数字地球建设一定会势如破竹、蓬勃发展，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迎来新的辉

煌”。

（2）大会展示了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设立的自然科学与高技术综合研究机构不仅

在中国科技发展中发挥了骨干和引领作用，而且在国际数字地球领域也同样发挥了骨干

和引领作用。由路甬祥院长担任主席的国际数字地球学会是为数不多的总部设在中国

的国际学术组织之一，由对地观测中心主任郭华东研究员担任主编的《国际数字地球学

报》，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数字地球为专业研究领域的国际期刊及SCI收录刊物，也是为数

不多的由中国科学家担任主编的国际学术期刊之一。由大会国际科学委员会、组织委员

会、ISDE中国国家委员会联合审议确定的本次大会学术报告的5个主题及各专题涵盖了

数字地球理论框架与技术、数字地球应用、数字地球与全球变化、对地观测及数字地球

教育等各个领域，对本次大会学术交流和未来数字地球发展起到了重要引领作用。根据

中科院的规划，全球变化、人类活动和自然系统的关系、生态系统修复、持续管理与环

境健康、地表、深层、海洋等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可持续利用等，是中国科学院未来学科

领域发展的重点。此次大会的承办单位中科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即是为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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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应对国际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发展潮流、实现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三期工程空间科技

基地提出的战略发展目标所组建的研究机构。路甬祥院长表示，在构建数字地球过程中

要充分重视利用先进对地观测技术、新一代网络和传感技术、搜索技术、浏览器技术和

云计算技术，提升公共服务水平，降低服务成本。让数字地球进入地球的每个角落，让

数字地球成为决策者的信息平台，让数字地球真正成为人类共创、共享的信息家园。

（3）大会通过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及数字地球技术与应用展览，展示了数字地球

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宣传了数字地球领域发展的巨大潜力及在产业化方面的应用潜

力，并将极大促进全球信息资源的共享利用。从1999年首届会议提出的“走向数字地

球”到本届大会“行动中的数字地球”，数字地球的发展目标不断走向更高的境界。如

今，对地观测及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数字地球已经成为全球最具挑战性和广泛带动性

的高科技领域之一。随着地球科学、空间科技、信息科技的发展与学科交叉，数字地球

在诸多领域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极大程度地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深刻影响了普通

百姓的生产、生活以及相互交往的方式。从技术和应用的推广到学术组织的建立完善，

正是由于人类跨越空间和时间的界限，共同致力于提升数字地球发展的信心与行动，数

字地球的理念才在全球得到广泛的发展。

（4）大会通过了预示数字地球发展新阶段的纲领性文件 —《2009数字地球北京宣

言》，进一步明确了数字地球的未来发展和应用目标，在数字地球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

的意义。《2009数字地球北京宣言》高度评价了过去十年数字地球在全球范围内取得的

成就并指出，当前资源匮乏、能源短缺、环境恶化、灾害频发、人口增长，特别是全球

变化问题正在对人类社会发展形成极大挑战。对此，数字地球应当作为当今科技发展的

一个制高点和全球战略性目标，集对地观测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网络

通讯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网格计算技术和地球信息科学等于一体并高度综合和升华，

为应对以上挑战做出更大的贡献。宣言呼吁加强数字地球信息资源共享的能力，进一步

发挥政府部门、科技教育界、企业界的有机联合与融合，缩小数字鸿沟，强化信息共

享，让人类社会共同关注和促进数字地球的发展与未来。《2009数字地球北京宣言》的

提出，深化了数字地球在支持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从而促使数字地球在

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灾害治理、自然资源与世界遗产保护等诸多方

面进一步发挥重要作用，促进数字地球的繁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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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 来自40多个国家、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科学家、工程师、教育家、企业

家、管理专家以及社会团体的代表又一次相聚历史名城中国北京，于2009年9月9日至12

日参加由国际数字地球学会和中国科学院主办、由16个部门和国际组织合办的“第六届

国际数字地球会议”。

我们高兴地回顾了过去10年来数字地球科学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取得的成就，随着空

间信息技术、网络通讯技术、高性能计算、地球系统科学的发展，公益性与商业性的各

种数字地球数据共享平台相继问世，数字地球已走进千家万户，正在改变着人类的社会

生产与生活方式。

我们高度评价自1999年11月以来第一至第五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的主办国 — 中国、

加拿大、捷克、日本、美国和第一、二届国际数字地球峰会的主办国 — 新西兰、德国

为数字地球会议成功召开和推动数字地球发展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

我们进一步高度评价国际数字地球学会的创立及其执委会做出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同时高度评价《国际数字地球学报》的诞生及其在全球范围内对数字地球科技的贡献和

影响。

我们认为7次数字地球会议的主题，从“走向数字地球”、“超越信息的基础设

施”、“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信息资源”、“全球共享的数字地球”、“体验数字地

球”、“数字地球与可持续发展”和“数字地球与全球变化”，到本次大会的“行动中

的数字地球”，科学勾画了数字地球从起步到发展的宏观轨迹。

我们认识到面对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数字地球的使命任重道远。

我们注意到自然资源匮乏、食品与水的安全威胁、能源短缺、环境恶化、自然灾害

频发、人口增长，特别是全球变化问题正在对人类社会发展形成极大挑战，在应对这些

ISDE6

2009数字地球北京宣言

2009年9月12日
在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闭幕式上通过

ISDE6 执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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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中数字地球可发挥战略性和持续性作用。

我们认识到2007年的联合国世界信息峰会和全球对地观测系统会议，以及2009年即

将召开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的宗旨和要求，数字地球领域有责任与其它各领域密

切合作发挥优势。

我们意识到数字地球综合了当今科技发展的许多新技术，集对地观测技术、地理信

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网络通讯技术、传感器网络、电磁标识器、虚拟现实技术、网

格计算技术等于一体。数字地球对全球科技发展有着战略性贡献，将在解决国际科学与

社会问题上起到催化作用。

我们建议数字地球结合全球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从理论研讨到实际应用信

息转化，特别是在全球气候变化研究、自然灾害防治与响应、新能源探测、农业与食品

安全和城市规划管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建议加强信息资源共享的能力建设，加强原始数据向实用信息和应用成果的

转化，促使发达国家和有能力的发展中国家推动其在欠发展中国家的项目，缩小数字鸿

沟，强化信息共享。

我们建议在构建数字地球系统过程中充分重视利用新一代对地观测技术、网络技

术、数据搜索技术、浏览器技术和云计算技术，提升公共服务水平，降低服务成本。

我们建议国际数字地球学会定期地开展活动，在协调全球科学研究、咨询、科普工

作等方面起到引领作用，推动数字地球的发展。

  与会代表通过2009数字地球北京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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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强调，国际数字地球学会应加强与国际社会，特别是政府和非政府国际组织间

的合作与协同。

我们强调，在构建数字地球过程中，进一步加强政府部门、科学教育界、企业界的合作

与融合。

我们呼吁，各个层面的规划者与决策者，在制定有关数字地球的计划、政策、法

规、标准和规范，在数字地球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人才培养和知识普及方面给予更

有力投入和支持。

ISDE6 执行报告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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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Declaration on 
Digital Earth

September 12, 2009

We scientists, engineers, educators, entrepreneurs, managers, administrator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civil societies from more than forty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NGOs, once again, have assembled here, in the historic city of 
Beijing, to attend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Digital Earth, orga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Digital Earth 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ith co-
sponsorship of sixteen Chines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stitu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ing held from September 9-12, 2009:

Noting That
Significant global-scale developments on Digital Ear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been made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and parallel advances in spa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network technology,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and 
Earth System Science have resulted in the rise of a Digital Earth data-sharing platform 
for public and commercial purposes, so that now Digital Earth is accessible by hundreds 
of millions, thus changing both the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of mankind;

Recognizing
The contributions to Digital Earth made by the host countries of the previous 
International Symposia on Digital Earth since November 1999, including China, 
Canada, the Czech Republic, Japan and the USA, and by the host countries of the 
previous Summit Conferences on Digital Earth, including New Zealand and Germany, 
for the success of the meetings as well as further promotion of Digital Earth;

Further,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Digital Earth and the 
accomplishments of its Executive Committee, the launch of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Digital Earth, and its global contribution to cooperation and data exchange; 

That the themes of the previous seven meetings: Moving towards Digital Earth, Beyond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Information Resources for Global Sustainability, Digital 
Earth as Global Commons, Bring Digital Earth down to Earth, Digital Earth and 
Sustainability, Digital Earth and Global Change, and Digital Earth in Action, have laid 
out a panoramic scenario for the future growth of Digital Earth;

That Digital Earth will be asked to bear increased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years to come, 
in the face of the problem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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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Recognizing
That Digital Earth should play a strategic and sustainable role in addressing such 
challenges to human society as natural resource depletion, food and water insecurity, 
energy shortages,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natural disasters response, population 
explosion, and, in particular,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at the purpose and mission of the World Information Summit of 2007, the Global 
Earth Observation System Conference of 2007, and the upcoming 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of 2009, and that Digital Earth is committed to continued 
close cooperation with other scientific disciplines; 

Realizing
That Digital Earth is an integral part of other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cluding: earth 
observation, geo-information system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s, communication 
networks, sensor webs, electromagnetic identifiers, virtual reality, grid computation, etc. 
It is seen as a global strategic contributor t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and will be a catalyst in finding solutions to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societal issues;

We Recommend
a) That Digital Earth expand its role in accelerating information transfer from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to applications using the emerging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s worldwide, in 
particular, in all fields related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natural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new energy-source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and food security, and urba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b) Further, that every effort be undertaken to increase the capacity for information 
resource-shar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aw data to practical in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s, and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ccelerate their programs to assist 

 与会代表祝贺2009数字地球北京宣言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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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developed countries to enable them to close the digital gap and enable information 
sharing;

c) Also, that in constructing the Digital Earth system, efforts must be made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next-generation technologies, including: earth observation, networking, 
database searching, navigation, and cloud computing to increase service to the public 
and decrease costs;

d) Further, that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Digital Earth periodically take the lead in 
coordinating global scientific research, consultations and popular science promo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arth; 

e) Expanding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Digital Earth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particular with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f) Extending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with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Educational community, businesses and companies engag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gital Earth;

We Call for
Support from planners and decision-makers at all levels in developing plans, policies, 
regulations, standards and criteria related to Digital Earth, and appropriate investment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technology development, education, and popular promotion of the 
benefits of Digital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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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DE6

组织机构

国际指导委员会

主席：

路甬祥 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长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主席

委员：

Adigun Ade Abiodun 博士 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Armin Gruen 教授 瑞士联邦技术研究大地测量与摄影学院

曹健林 研究员 中国科学技术部副部长

陈宜瑜 研究员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

D. R. Fraser Taylor 教授 国际全球填图指导委员会主席

David Rhind 教授 英国城市大学

Gilberto Camara 博士 巴西国家空间研究院院长

何昌垂 博士 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

Ian Dowman 教授 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副主席

江绵恒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John Townshend 教授 美国马里兰大学

José Achache 教授 全球地球观测组织秘书处主任

Marc D'Iorio 博士 加拿大地质调查局局长

Mario Hernandez 博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Martti Hallikainen 教授 芬兰赫尔辛基技术大学

Milan Konecny 教授 捷克Masaryk大学

Myra Bambacus 博士 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

秦大河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

Shunji Murai 教授 亚洲遥感协会秘书长

Stuart Salter 教授 加拿大遥感中心主任

孙鸿烈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ISDE6 执行报告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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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来燕 研究员 中国国家航天局

Vladimir S. Tikunov 教授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

王钦敏 教授 福州大学

William Cartwright 教授 国际制图协会主席

国际科学委员会

联合主席：

徐冠华 教授 原中国科技部部长、院士

Michael F. Goodchild 教授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委员：

Alessandro Annoni 博士 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Alfred Stein 教授 荷兰ITC对地观测科学

巢纪平 研究员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院士

陈俊勇 研究员 国家测绘局、院士

陈颙 研究员 中国地震局、院士

陈运泰 研究员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院士

David J. Coleman 教授 加拿大New Brunswick大学

丁仲礼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士

Fred Campbell 博士 加拿大遥感中心

符崇斌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院士

Gabor-Remetey-Fulöpp 教授 匈牙利地球信息协会

高俊 教授 中国信息工程大学、院士

Hiromichi Fukui 教授 日本庆应大学

Jean Sequeira 教授 法国马赛大学

John van Genderen 教授 荷兰ITC对地观测科学系

李德仁 教授 武汉大学、院士

李小文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院士

刘昌明 教授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院士

Luigi Fusco 博士 欧洲空间局

马宗晋 教授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院士

Manfred Ehlers 教授 德国Osnabrueck大学

欧阳自远 教授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地球化学所、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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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Uhlir 博士 美国国家科学院

Peter Woodgate 博士　 澳大利亚空间信息联合研究中心

Richard Simpson 教授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苏纪兰 教授 国家海洋局第二研究所、院士

孙枢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院士

Tim W. Foresman 博士 美国国际遥感教育中心

童庆禧 教授 北京大学、院士

Vincent Tao 博士 美国Microsoft公司

汪集旸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院士

赵鹏大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院士

周秀骥 教授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院士

叶嘉安 教授 香港大学、院士

组织委员会

主席：

郭华东 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

副主席：

曹京华 中国科学院

柴育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陈力工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程家怡 中国工程院

韩爱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李明媚 中国气象局

李志坚 国土资源部

廖小罕 科学技术部

梁英南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孟曙光 科学技术部

石绥祥 国家海洋局

胥燕婴 国家测绘局

赵明 中国地震局

赵英民 环境保护部

ISDE6 执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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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

陈军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陈秀万 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

陈宣庆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董宝青 工业与信息化部信息化推进司

范一大 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

高炜 华东师范大学

顾行发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

郭建宁 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

蒋兴伟 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

鞠建华 国土资源部规划司

李晓波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李增元 中国林业科学院

李志忠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

林晖 香港中文大学

刘定生 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

刘勇卫 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

马建文 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

闵宜仁 国家测绘局

邵芸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

施培量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中心

宋长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苏小军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田静 中国科学院高技术局

王桥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王振宇 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

吴忠良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杨崇俊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

杨军 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

张兵 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

张国成 国家遥感中心

周成虎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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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9日 星期三

09:30 - 11:00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第四次执委会会议

 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307会议室

11:15 - 11:30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数字地球技术 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与应用展览开幕式 1号大厅

16:00 - 18:30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开幕式
 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1号会议厅

18:30 - 20:00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开幕暨  

 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十周年晚宴 
亚运村中心花园

11:30 - 15:50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数字地球技术与应用展览
 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1号大厅

Day 1 Wednesday, 9 September 2009

Meeting

09:30 - 11:00 4th ISDE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                                                    Room 307 

  Beijin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BICC)

Exhibition

11:15 - 11:30 Opening Ceremony of  Technical Exhibition
  Hall 1

 BICC

Opening Ceremony

16:00 - 18:30 Opening Ceremony
 Convention Hall No.1

 BICC

Welcome Reception

18:30 - 20:00 Welcome Reception Central Garden of Asian Games Village (outside BICC)

Exhibition

11:30 - 15:50 Technical Exhibition
 Hall 1 

 BICC

ISDE6 执行报告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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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10日 星期四

大会报告

08:30 - 09:00
 数字地球在美国——   

 一个地学领域各学科交融的时代 
Bambacus, Myra 

09:00 - 09:30 数字地球十年发展 郭华东 
北京国际

09:30 - 10:00
 管理数字地球的基础设施雏形  会议中心 

 ——欧空局的经验 
Fusco, Luigi 

 3号会议厅

10:00 - 10:3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空间机构在自然和   

 文化遗产方面的合作 
Hernandez, Mario 

10:30 - 10:50 会间休息

10:50 - 11:20
 为数字地球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应用建立   

 全球合作伙伴关系 
何昌垂

 北京国际

11:20 - 11:50 蓬勃发展中的数字欧洲 Annoni, Alessandro  
会议中心

11:50 - 12:20 六亿数字地球用户的经验 Jones, Michael  
3号会议厅

口头报告

 数字地球架构、模型及数据仓库  分会场A P77
 数字地球浏览器及全球虚拟与仿真（I）  分会场B P79
 数字地球及全球环境变化（I）  分会场C P81
 数字地球空间数据基础设施  分会场D P83   
13:30 - 15:10 数字地球中的对地观测   分会场E P85
 国际数字地球学报专场   分会场F P87
 全球变化研究数据服务基础设施（I）  分会场G P88         
 参展单位产品推介会   分会场H

15:10 - 15:30 会间休息

 基于网络的数字地球服务   分会场A P90
 数字地球浏览器及全球虚拟与仿真（II）  分会场B P92
 数字地球及全球环境变化（II）  分会场C P94
 数字地球虚拟环境   分会场D P97
15:30 - 17:30 数字海洋   分会场E P99
 “拯救星球行动”对数字地球的贡献  分会场F P101
 全球变化研究数据服务基础设施（II）  分会场G P103

 ABCC研讨会——全球环境变化遥感对比研究计划 分会场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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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贴报告

 数字地球应用 A区
 对地观测 B区
09:00 - 12:00 数字地球理论、构架与技术 C区

 数字地球与全球环境变化 D区

 数字地球教育 E区

 数字地球应用（I） A区
 对地观测 B区
14:00 - 17:00 数字地球理论、构架与技术 C区

 数字地球与全球环境变化 D区

 数字地球应用（II） E区

技术展览

  北京国际 
09:00 - 17:00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数字地球技术与应用展览 会议中心

  1号大厅

Day 2 Thursday, 10 September 2009

Plenary Session

08:30 - 09:00
 Digital Eart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Era   

 of Interdisciplinary Earth Science 
Bambacus, Myra 

09:00 - 09:30 Digital Earth: Ten Years Experiences Guo Huadong 

09:30 - 10:00
 Emerging Infrastructures for Managing   

 the Digital Earth: Experience at ESA 
Fusco, Luigi 

  

 UNESCO in Partnership with Space   
10:00 - 10:30 Agencies Digital Documentation of Hernandez, Mario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10:30 - 10:50 Break

 Building a Global Partnership for   
10:50 - 11:20 Digital Earth Applications for Sustainable He Changchui  
 Development  

11:20 - 11:50 Digital Europe: Be Inspired  Annoni, Alessandro

11:50 - 12:20
 Lessons from the First 600 Million Digital   

  Earth Users 
Jones, Michael 

 

Convention Hall No.3   
 BICC

Convention Hall No.3   
 BICC

ISDE6 执行报告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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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l Presentation

 Digital Earth Frameworks, Models, and Data Warehouse Room A P77
 Digital Earth Geobrowser, Virtual Global and Simulation (I) Room B P79
 Digital Earth and Global Environment (I)  Room C P81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 for Digital Earth  Room D P83
13:30 - 15:10 Earth Observation for Digital Earth  Room E P85
 Special Session f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Earth Room F P87
 Data Service Infrastructure for Global Change Research (I) Room G P88
 Exhibitors Showcase  Room H 

15:10 - 15:30 Break

 Web Based Service for Digital Earth  Room A P90
 Digital Earth Geobrowser, Virtual Global and Simulation (II) Room B P92
 Digital Earth and Global Environment (II)  Room C P94
 Virtual Environment for Digital Earth  Room D P97
15:30 - 17:30 Digital Ocean  Room E P99
 Planet Action Contribution to Digital Earth  Room F P101
 Data Service Infrastructure for Global Change Research (II) Room G P103
 ABCC 2nd Workshop - Earth Observation for Global Change Room H

Poster Presentation

 Digital Earth Application  A area
 Earth Observation  B area
09:00 - 12:00 Digital Earth Theory, Framework and Technology C area
 Digital Earth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D area
 Digital Earth Education  E area

 Digital Earth Application (I)  A area
 Earth Observation  B area
14:00 - 17:00 Digital Earth Theory, Framework and Technology C area
 Digital Earth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D area
 Digital Earth Application (II)  E area

Exhibition 

09:00 - 17:00 Technical Exhibition
  Hall 1

   BI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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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11日 星期五

大会报告

08:30 - 09:00 数字地球十年评述 Goodchild, Michael F.  

09:00 - 09:30 数字地球与数字中国 童庆禧 
北京国际

09:30 - 10:00 GPS数据可以预测地震吗？ Murai, Shunji 会议中心

10:00 - 10:30
 地理空间信息与技术在欧盟应急 Khudhairy,  2号大厅 

 管理中的应用 Delilah H.A. Al 

10:30 - 10:50 会间休息

10:50 - 11:20 全球陆地综合观测——从计划到实现的挑战 Townshend, John  
北京国际

11:20 - 11:50 数字化元素地球 谢学锦 会议中心

11:50 - 12:20 全球制图——测图科学的国际合作 Taylor, D.R.F.  2号大厅

口头报告

 数字地球教育  分会场A P104
 数字林业  分会场B P106
 数字城市  分会场C P108
13:30 - 15:10 数字地球数据处理技术  分会场D P110
 数字地球可视化及仿真  分会场E P113
 数字地球数据挖掘技术  分会场F P115
 视宝公司对数字地球的贡献  分会场G P117
 数字地球集成技术（II）  分会场H P119

15:10 - 15:30 会间休息

 数字农业  分会场A P121
 数字生态及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  分会场B P123
 数字减灾  分会场C P125
15:30 - 17:30 数字地球与全球变化、大气、海洋研究  分会场D P128
 数字地球中的虚拟现实及3D技术  分会场E P130
 数字地球集成技术（I）  分会场F P133
 企业对数字地球的贡献  分会场G 
 《国际数字地球学报》编委会会议  分会场H

张贴报告

 数字地球应用（I）   A区
09:00 - 12:00 对地观测   B区
 数字地球理论、构架与技术   C区

ISDE6 执行报告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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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Friday, 11 September 2009

Plenary Session

08:30 - 09:00 Digital Earth: A Decade Assessment Goodchild, Michael F. 

09:00 - 09:30 Digital Earth and Digital China Tong Qingxi 

09:30 - 10:00 Can We Predict Earthquake with GPS Data Murai, Shunji  

 Geo-spatial Information and   
10:00 - 10:30 Technologies in Support of EU Crisis Khudhairy,   
 Management Delilah H.A. Al 

10:30 - 10:50 Break

 Integrated Global Observations of the   
10:50 - 11:20 Land: Challenges in Transforming a Townshend, John   
 Plan into Reality  

11:20 - 11:50 Digitized Element Earth Xie Xuejin

11:50 - 12:20
 Global Map: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Mapping Sciences 
Taylor, D.R.F. 

 

Oral Presentation

 Digital Earth Education Room A P104
 Digital Forestry Room B P106
13:30 - 15:10 Digital City Room C P108
 Data Processing Techniques for Digital Earth Room D P110
 Visualization and Simulation for Digital Earth Room E P113

09:00 - 12:00
 数字地球与全球环境变化   D区

 数字地球应用（II）   E区

 数字地球应用   A区

14:00 - 17:00
 对地观测   B区

 数字地球理论、构架与技术   C区

 数字地球与全球环境变化   D区

技术展览

    北京国际 
09:00 - 17:00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数字地球技术与应用展览  会议中心 
    1号大厅

Hall 2

BICC

Hall 2

BI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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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Mining Techniques Digital Earth Room F P115 
13:30 - 15:10 SPOTIMAGE Contribution to Digital Earth Room G P117
 Integrated Technologies for Digital Earth (II) Room H P119

15:10 - 15:30 Break

 Digital Agriculture Room A P121
 Digital Ecology and Land Use/Land Cover Room B P123
 Digital Disaster Mitigation Room C P125
 Global Change, Atmosphere and Ocean Study in Related to Digital Earth Room D P128
15:30 - 17:30 Virtual Reality and 3D Techniques for Digital Earth Room E P130
 Integrated Technologies for Digital Earth (I) Room F P133
 Enterprise Contribution to Digital Earth Room G 
 Editorial Board Meet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Earth Room H 

Poster Presentation

 Digital Earth Application (I) A area
 Earth Observation B area
09:00 - 12:00 Digital Earth Theory, Framework and Technology C area
 Digital Earth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D area
 Digital Earth Application (II) E area

 Digital Earth Application A area
 Earth Observation B area
14:00 - 17:00 Digital Earth Theory, Framework and Technology C area
 Digital Earth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D area

Exhibition

09:00 - 17:00 Technical Exhibition
 Hall 1

  BICC 

ISDE6 执行报告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

24
综述

第
一
部
分



2009年9月12日

大会报告

08:30 - 09:00 面向地球空间服务的网络  李德仁 

北京国际09:00 - 09:30 数字地球中的景观及三维城市建模  Guren, Armin 
会议中心09:30 - 10:00 搭建空间科学与空间数据基础设施群体之间的桥梁  Kok, Bas 
2号大厅

10:00 - 10:30 全球数字高程模型——ASTER全球地形数据集  Abrams, Michael 

10:30 - 10:50 会间休息

10:50 - 11:20 数字地球如何受益于空间信息标准化方法  Chen, Robert 
北京国际11:20 - 11:50 数字地球在空气质量与公共健康领域的贡献  Sprigg, William A. 
会议中心

11:50 - 12:10 SPOT卫星系统的延续性：为全球制图提供长久的数据源  Pavie, Hugues 2号大厅

12:10 - 12:30 最新一代空中传感器技术——地球数字发展的解匙 Wagner, Ruediger

口头报告

 数字遗产  分会场A

 数字生态和环境  分会场B

 航空遥感  分会场C
13:30 - 15:10

 数字地球集成技术（III）  分会场D

 数字地球网络系统及数据处理技术  分会场E

 数字地球空间数据解决方案  分会场F

闭幕式

   北京国际 
16:00 - 17:00 大会闭幕式  会议中心 
   2号大厅

张贴报告

 数字地球应用  A区

 对地观测（I）  B区
09:00 - 12:00

 数字地球理论、构架与技术  C区

 对地观测（II）  D区

技术展览

   北京国际 
09:00 - 15:00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数字地球技术与应用展览  会议中心 
   1号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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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4 Saturday, 12 September 2009

Plenary Session

08:30 - 09:00 Towards a Geospatial Service Web Li Deren 

09:00 - 09:30 Landscape and 3D City Modeling for Digital Earth Gruen, Armin 

09:30 - 10:00 Building Bridges between the Space Community   
 and SDI Community Kok, Bas

10:00 - 10:30 GDEM: The ASTER Global Topographic Data Set Abrams, Michael 

10:30 - 10:50 Break

10:50 - 11:20 How an Information Commons Approach Can   
 Benefit the Digital Earth Chen, Robert  

11:20 - 11:50 Digital Earth Contributions to Air Quality and
 Public Health Sprigg, William A. 

11:50 - 12:10 SPOT System Continuity: Providing Imagery for 
 Global Mapping in the Long Term Pavie, Hugues 

12:10 - 12:30 Latest Airborne Sensor Technology - A Key to 
 Developing the Digital Earth Wagner, Ruediger

Oral Presentation

 Digital Heritage Room A

 Digital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Room B

13:30 - 15:10 Airborne Remote Sensing Room C

 Integrated Technologies for Digital Earth (III) Room D

 Network System and Data Processing Techniques for Digital Earth Room E

 Geospatial Data Solution for Digital Earth Room F

Closing Ceremony

16:00 - 17:00 Closing Ceremony
 

Poster Presentation

 Digital Earth Application A area

 Earth Observation (I) B area
09:00 - 12:00 Digital Earth Theory, Framework and Technology C area

 Earth Observation (II) D area

Exhibition

09:00 - 15:00 Technical Exhibition
 

Hall 2

BICC

Hall 2

BICC

Hall 2

BICC

Hall 1

BI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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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DE6筹备大事记

07年 12月24日 第一次筹备会议，确定大会组织机构、会议召开的日期、地点

 3月5日 第二次筹备会议 ，确定秘书处下设学术组、商展组、宣传组、会务组

 
4月

 商请中国科学院作为主办单位，并邀请了科技部、北京市政府等16个部委  
  和国际组织作为大会合办单位

 5月  完成会务公司的招标工作

 
7月

 成立了以路甬祥院长为主席的国际指导委员会、以徐冠华教授和Michael F.  
  Goodchild为双主席的国际科学委员会、以郭华东教授为主席的组织委员会

08年 
9月

 确定会议场地设在国际会议中心，全面推进商展的策划、分会场的落实以  
  及代表食宿安排等各项筹备工作

 
10月16日

 第11次例会上讨论了开幕式颁奖活动方案，建议设置五个奖项：科技  
  贡献奖、企业贡献奖、组织奖、中国十佳数字城市奖、最佳论文奖等

 
10月22日

 召开了ISDE6组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来自科技部、北京市等十余个部委  
  的代表和该领域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12月 邀请了国家遥感中心等14个机构等作为大会协办单位

 2月 向院国际合作局和基金委递交经费申请资助

 3月 根据各组工作计划，牵头制定工作进度表

 
3月11日

 组织召开中心内部筹备情况通报暨座谈会，并首次向研究生发出了招  
  募志愿者的倡议

 
6月11日

 组织召开了ISDE6国际科学委员会、组织委员会以及国际数  
09年  字地球学会中国国家委员会联席会议

  大会组委会向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主席、ISDE6国际指导委员会主席路甬祥  
 7月1日 院长汇报ISDE6的筹备进展情况，国际合作局、高技术局、资环局、院士  
  工作局的有关领导参加会议并听取了汇报

 8月-9月 秘书处确定各分组执行方案

 9月7日 召开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筹备工作动员大会

ISDE6

筹备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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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致辞ISDE6



各位专家、各位代表，女士们，先生们：

值此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召开之际，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对大会表示祝贺，

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和各位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本届大会以“行动中的数字地

球”为主题，重点突出“构建数字地球，应对全球变化”这一各国共同面对的重大问

题，围绕数字地球理论、技术及其应用开展深入研究与交流合作，必将对深化数字地球

在全球变化中作用的认识，推动数字地球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生存和发展产生重要而积极

的影响。

自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开始步入信息化社会，经济发展、民众生活、公共治理等

都因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和广泛应用而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各国政府、科技界和企业界

等共同推动下，以空间科技、信息科技和地球科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数字地球，使各国

在国土资源调查、气候气象预报、自然灾害监测、农业生产预估和区域发展规划等方面

取得了新的更大进展。数字地球已经成为整合、利用、共享现有数据和信息资源的有效

途径，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信息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着一些需要共同解决的重大问题。比如，气候变化、节能减

排、生态环境保护、粮食安全、疾病防治、世界遗产保护、区域性重大自然灾害、全球

共建数字地球 造福人类社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在开幕式上的致辞

（由科技部曹健林副部长宣读）

 国务委员刘延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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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重大经济金融问题等等。这些都对数字地球的建设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我相信，

建设数字地球，可以使人类更好地了解和把握自然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这不仅有利于

更加全面地认识我们居住的星球，及时准确掌握自然界的重大变化，而且有利于掌握人

类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变动情况，促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为各国提高决策

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协调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目前，中国政府已经确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目标，高度重视推进经济社会信息

化进程。我们正在大力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转变发展方式，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

科学发展道路。当前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

较快增长的一揽子计划，把推动信息化作为重要的内容，大幅度增加信息技术研发和信

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的财政收入增幅有所减缓，但今年我

们对科技的投入仍然增长了25%，其中有关信息领域的科技投入占了很重要的比例。历

史经验表明，每一次重大经济和金融危机，都为科技的突破、新兴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

构的升级创造了新的机遇。我相信，数字地球将成为世界可持续发展领域开展全球合作

的有效依托，成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崭新载体。

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充满着困难与挑战，但丝毫不会影响人类建设数字地球的信心和努

力，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数字地球建设一定会势如破竹、蓬勃发展，达到一个新

的水平，迎来新的辉煌！

女士们、先生们！

合作共赢，和谐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

的召开，必将促进全球性信息资源的共享利用，并推动数字地球的加快发展。我深信，

建设数字地球，缩小数字鸿沟，加强国际合作，必将让全世界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和

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

最后，祝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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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创数字地球的美好未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主席路甬祥在开幕式上的致辞

尊敬的刘延东国务委员，

各位嘉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开幕了。10年前的1999年，我们在同一个地方举办了具有

历史意义的首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今天，我们有机会在金秋时节再次相聚北京，交流

成果，前瞻发展，令人高兴与释怀。首先，我代表国际数字地球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向

来自世界各地的新老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

10年前，数字地球概念悄然问世。第一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的成功召开和数字地球

《北京宣言》的发表，标志着数字地球在全球范围内的正式推进。科技无国界，人们有

共识。各国学者、决策者乃至企业界，虽然有着不同的文化、学科、行业及技术背景，

但在新的科技浪潮面前，共同采取了一致的行动，通过相互交流、互惠互利，共同推动

了数字地球的发展。

我们高兴地看到，10年来，数字地球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伴随着空间

信息技术、网络通讯技术、地球系统科学的发展，公益性与商业性数字地球共享平台相

继问世。当年的一些设想正在变为现实，数字地球已走进千家万户，并正在改变着人类

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主席路甬祥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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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来，国际性数字地球学术建设不断推进。在中国举办首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的

基础上，又先后在加拿大、捷克、日本和美国召开了第二、三、四、五届国际数字地球

会议，在新西兰和德国召开了国际数字地球峰会；2000年，国际数字地球学会在北京正

式注册成立，全球同行有了自己的学术家园；2008年，学会与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

合作，创办了学会的会刊—《国际数字地球学报》，迄今已有7期问世。

10年来，7次国际数字地球会议的主题，从“走向数字地球”、“超越信息的基础

设施”、“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信息资源”、“全球共享的数字地球”，“体验数字地

球”，“数字地球与可持续发展”和“数字地球与全球变化”，到本次大会的主题“数

字地球在行动”，科学勾画了数字地球从起步到发展的宏观轨迹。

10年后的今天，值得我们庆祝的不仅仅是数字地球已有的发展，更欣慰的是人类正

在跨越空间和时间的界限，进一步提升对未来数字地球发展和作用的信心与行动。

数字地球已经成为全球最具挑战性和广泛带动性的科技领域之一，数字地球作为当

今科技发展的一个制高点和全球性战略性目标，集对地观测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

定位系统、网络传感和通讯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和网格计算技术等于一体并高度综合和

升华，可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地球是人类目前唯一赖以生存的星球。全人类有责任共同合理开发与利用地球资

源，有效保护与优化地球环境，特别是面对近年来全球变化带来的强大挑战。在以信息

和空间技术为支撑的全球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在数字地球堪称未来信息资源主体核心

的今天，面对地球环境、气候变化的挑战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数字地球的发展任重道

远。我们应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加强合作，促进数据共享，缩小数字鸿沟，推进数字地球

的纵深发展和建设。

1999年11月29日，我在首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上以“合作开发数字地球，共享全球

数据资源”为题的报告中阐述了以下观点：“应该为数字地球提出一个统一的科学框架

和多层次的结构；需要商订自主开发与全球共建共享的数据源规范、源数据标准和信息

交换协议；需要建立全球性的网络连接，以保障全球无缝对地观测数据的提供与定期更

新；努力改善友好的、可视化的界面；尽可能创造透明站点访问和导航；协调有关系统

效率与信息安全的国际协议与管理法规”。

今天，我愿进一步强调，在构建数字地球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利用先进对地观测技

术、新一代网络和传感技术、搜索技术、浏览器技术和云计算技术，提升公共服务水

平，降低服务成本。让数字地球进入地球的每个角落，让数字地球成为决策者的信息平

台，让数字地球真正成为人类共创、共享的信息家园。

愿我们进一步密切合作，共创数字地球的美好明天。

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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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a Bright
 Future for Digital Earth

Prof. Lu Yongxiang, Vice-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NPC,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ident of ISDE 

addressed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Honorable State Councilor Liu Yandong, 
Distinguished Guests, 
Colleagues and Friends,
Ladies and Gentlemen,

Today we are very pleased to gather here to hold the 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Digital Earth. Ten years ago (in 1999), it was in the same place that we held the first 
significant ISDE. What happened then is still vivid and fresh in my memory. Today, 
we are so happy to get together again in Beijing in this golden season to renew our 
friendship, to exchange the past and latest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n digital earth and 
to look forward to its brighter future. First of all, on behalf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Digital Earth 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d like to extend our warmest 
welcome to all the participants to this symposium, particularly to our colleagues and 
friends who have traveled thousands of mil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 concept of Digital Earth came into existence about ten years ago. The successful 
holding of the first ISDE and the release of Beijing Declaration on Digital Earth in 
1999 marked the official extension of Digital Earth worldwide. Science is borderless 
and people the world-over have consensus. In spite of different cultures, scientific 
disciplines, industrial and technical backgrounds, scientists, decision-makers and 
industrial entrepreneurs from all parts of the world have taken unified actions in front 
of new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ey have join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arth by mutual beneficial exchange, cooperation and actions.

It is such a pleasure and comfort for us to see the great achievements made worldwide 
on Digital Earth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etwork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earth system science, the shared 
Digital Earth platforms for both public and commercial use have come into existence. 
Some imaginative ideas have become or are becoming realities with Digital Earth 
having entered household and been changing the modes of human production and life. 

The past ten years have also witnessed academic progress on international Digital 
Earth. After the first ISDE held in China, the 2nd, 3rd, 4th and 5th symposium were 
held in Canada, Czech, Japan and USA,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gital Earth Summits 

34

ISDE6 执行报告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

大会致辞

第
二
部
分



were respectively held in New Zealand and Germany. In 2000,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Digital Earth was officially registered and established in Beijing. The society has 
become a home for all the academics in the field. In 2008, the society published its 
official journal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Earth, in cooperation with Taylor & 
Francis Publishing Group. So far, seven issues have been published.

Over the last ten years, the themes of the 7 international Digital Earth symposia cover 
from "Toward Digital Earth", "Beyond the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Information 
Resources for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lobal Shared Digital Earth", 
"Experience Digital Earth", "Digital Ear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Digital 
Earth and Global Change" to the current one－"Digital Earth in Action", leaving a 
footprint of Digital Earth development from its initiation to full growth.

Today ten years after its initiation, we are celebrating not only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arth, but also the human confidence and actions to further promote its 
development, which has gone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space and time. 

Digital Earth has already become 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and extensive scientific 
driving fields. As a high global strategic objective, Digital Earth integrates and 
optimizes the earth observation technology,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 network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and grid computing technology. It can mak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arth is the only planet on which we mankind depend for existence and survival. We are 
all responsible for its rational and reasonable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its effective 
protection and environmental optimization. This is particularly the case in our facing the 
tremendous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global climate change in recent years. In the 
era of global knowledge based economy supported by information and space technology 
as of today, in the era that digital earth is considered as the core for future information 
sources as of today, while facing challenges from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arth has a long way to go. We 
should enhance all round global cooperation to promote data sharing, minimize digital 
divide and boost the deeper and more extensiv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arth.

On Nov 29, 1999, in my report on the "Cooper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arth 
and Sharing of Global Data Resources" at the first ISDE,I stated that "We should set 
forth a unified scientific framework and a multi-level structure for Digital Earth. Need 
to explore the formulation of data source and source data standards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protocols based on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global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Need to build global networking to ensure seamless global submissions and 
regular updates of earth observation data. Need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user-friendly 
and visual interfaces. Try to create transparent websites for visits and navigation 
and need to coordinate the form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and management 
standards for system efficiency concerned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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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I'd like to further emphasize that special attention be paid to the application 
of advanced earth observation technology, new generation of networking technology, 
search technology, browser technology and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Earth for the upgrade of public service and reduction of service 
costs. Let us put our efforts together to make Digital Earth available at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to make Digital Earth as the information platforms for decision-makers, to 
make Digital Earth as the true information homes for all of us.

Wishing closer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for a better and brighter Digital Earth 
tomorrow. 

Wishing the symposium another big success.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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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dies and Gentleman,

Allow me first to congratulate CEODE, Professor Guo Huadong and his staff for all 
their work with respect to Digital Earth and for putting together this conference that we 
are opening today. For us at UNESCO, CEODE is a privileged partner. Next month, 193 
countries members of UNESCO will meet at the 35th General Conference of UNESCO.  
Among the agenda items is the final approval for CEODE to become a special partner 
of UNESCO.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final step and for all the work that CEODE 
and UNESCO will be implementing in partnership with you all.

In 1999 the concept of Digital Earth was just that, it was a concept. Today in 2009 
Digital Earth is becoming a reality; our children are looking for their own house using a 
very simple system known as Google Earth.

I had the honor of coming to Beijing and to pay a visit to CEODE last year. With great 
enthusiasm I saw the enormous amount of data that CEODE was daily putting together 
to assist,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with the terrible earthquake of Sichuan.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Mario Hernandez

在开幕式上的致辞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代表Mario Hernandez

ISDE6

国际组织代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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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was a real application created by CEODE of a 'Digital Sichuan' where digital 
elevation models combined with digital airborne remote sensing data, combined with 
digital satellite data, digital GPS points and digital maps; all this together, was being 
shown to the decision makers for them to understand what had happened, where and 
how to arrive to assist the people. This 'Digital Earth' model elaborated by CEODE for 
Sichuan, was answering vital questions for decision makers: what, when and how, and 
these answers saved the lives of many people that were in severe distress.

What is Digital Earth? I am sure that each one of us has its own definition, but allow me 
to provide one: Digital Earth is a large number of digital layers that combined together 
will allow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planet on which we are living. 
Understanding its complexity, will allow each one of us as decision makers, because 
we are all decision makers: when a Masai in Africa is going to cut a tree, he is making 
a decision; will allow all us as decision makers, to foresee the consequences of our 
decisions. 

While the idea of Digital Earth is very noble, we should not forget, and this is very well 
known for us i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digital technologies are not available to 
everybody. A large part of humanity i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digital divide. This is a 
challenge for 'Digital Earth'.

In 2003 the countries members of UNESCO adopted a decision that I consider is related 
with Digital Earth. It is known as The Charter on Preservation of Digital Heritage.

I will read to you one paragraph:

Digital materials include texts, databases, still and moving images, audio, graphics, 
software and web pages, all of these in many formats. Digital data is frequently 
ephemeral, and requires complex production,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to be 
retained.

Many of these resources have lasting value and significance, and therefore constitute a 
digital heritage that should be protected and preserved for curr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

So, the countries agre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preserving digital data, but they never 
consider the technical complexity of preserving digital data. This is another challenge 
for Digital Earth.

Interoperability of data for Digital Earth will imply that what our Canadian friends 
define as forest matches the definition of our Sudanese friends; and believe me, in 
Sudan five trees together …, is already something! Once again this is a challenge for 
Digital Earth.

Recently we just celebrated 40 years of the arrival of humankind to the moon. This 
adventure started in reality, 50 years ago. At that time, similar as we are facing today 
with Digital Earth, those working on the moon project had many questions and they had 
few solutions. But at the very end they did it: they solve all the technical problems.

Digital Earth will face complex technicalities but with all your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we should continue working together to make this concept a reality.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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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何昌垂在开幕式上的致辞

Your Excellency, Liu Yandong, State Councilor, State Council, Government of China,
Honorable Lu Yongxiang, Presid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Professor, Guo Huadong, Symposium Chairman,
Excellencies,
Distinguished Participants,
Ladies and Gentlemen,

It is a singular honour and privilege for me to address you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On behalf of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I wish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the organizers for inviting FAO to attend the 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Digital Earth, being held in this ancient, but modern city of Beijing, the 
beautiful Capital of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I especially wish to extend our warm 
congratulations to the organizers for successfully organizing this event, which can be 
paralleled as an Olympic event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Earth.

Ten years ago in 1999, with the strong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e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Digital Earth, during which a Beijing Declaration on Digital Earth was adopted and 
it has, since then, served as a key instrument for promoting knowledge networking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e have witnessed a significant progress being made 
worldwide in both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increased cooperation 
in Digital Earth. We highly appreciate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the Digital Earth 
communities, and we especially commend the outstanding work carried out by the 
Secretariat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n Digital Earth under the able leadership of 
Professor Lu.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副总干事何昌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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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we celebrate the progress and success achieved so far, we all know that we can 
not be complacent, as we are increasingly facing new challenges in this 21st century: 
humankind and the planet earth are under increasing pressure due to population growth, 
natural resource depletion,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natural disasters, increasing 
number of people suffering from food insecurity, and water and energy insecurity as 
well as climate change, just to mention a few. 

Digital Earth, including remote sensing, GIS and GPS as well a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can be a solution provider in effectively 
addressing these global issues and that we do have enormous capacities and 
opportunities which can be harnessed. I therefore hope that this Symposium will provide 
us with another strategic platform to exchange ideas, promote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knowledge transfer, and to strategize a common vision and prepare a road map for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in Digital Earth. With a committed Digital Earth community 
and strengthen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e will continue to do better and shall 
achieve the goal of contributing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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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观测组织联合主席郑国光在开幕式上的致辞

尊敬的刘延东国务委员，

尊敬的路甬祥院长，

尊敬的郭华东教授，

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10年前，500位各学科领域专家代表齐聚北京共同参加了第一节国际数字地球会议。

与会代表们就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臭氧层破坏以及全球环境恶化等问题展开了

广泛的交流讨论，力图为决策者提出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科学方案和有力措施。经过讨

论，会议达成共识，通过了“数字地球北京宣言”。该宣言强调了科学技术应当为决策

做出贡献，并启动了研发数字地球模型的进程。

为尽快实现数字地球这一决策支持工具，经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数字地球在地理

空间参照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虚拟现实、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

和遥感等多个学科领域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不仅加强了对地观测能力、加深了对地

球的认知程度，也使我们得以更好地模拟地球上各种生物、化学和物理变化过程。

除了这些基本的技术进步之外，建设数字地球这一事业还受益于国际合作的新进

展。当前世界各国的气象学、空间科学、环境科学以及相关科研机构正以前所未有的合

作精神来共同完成一个又一个合作项目。所分发的各类数据、资料和信息的综合集成使

其应用越来越广泛便利，数字高程模型技术以及地理参照框架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了全球

 地球观测组织（GEO）联合主席郑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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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数据库的可用性。

当我们在20世纪末启动“数字地球”项目之时，地球观测的国际合作主要通过一体

化全球观测战略组织（IGOS）来完成。随着科技支撑的政治影响力不断上升，地球观测

工作逐步由2005年成立的国际地球观测组织（GEO）所取代。

一体化全球观测战略组织（IGOS）现已很好的融入了国际地球观测组织（GEO），

我们拥有了一个强大的平台，数字地球和其他类似项目可基于这个平台开展合作应用。

全球地球观测工作、进展跟踪与评价已列入各国政府部长们的议事日程，每三年会举行

一次国际地球观测部长级峰会。这既是我们成功的一个标志，也表明我们在北京宣言里

的想法和随后的行动获得了国际的广泛支持。

女士们、先生们！

今年举行的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的主题是“数字地球在行动”。这一主题强调

了数字地球已经实现业务运行，并正在产生影响。利用全球数据和信息资源进行地球虚

拟三维再现，将为科研人员、教育工作者、私营企业以及公共事务管理者在讨论全球公

共议题时提供决策依据和解决方案。在接下来的4天里，我们将有机会更多地了解有关数

字地球的技术进步及其应用。

今天，作为GEO联合主席，我很荣幸和GEO秘书处主任阿曼西博士与大家分享地球

纵隔观测系统的新进展。GEOSS从初始概念阶段已经进入实质构建阶段，作为其10年计

划的早期成果，GEOSS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数据共享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当前，

正在修订10年计划至2015年的战略目标，以迎合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需求，力求战略目标

准确、可行。我相信，通过讨论并解决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数字地球”将从GEOSS

的发展中受益。

最后，我谨代表中国气象局感谢“数字地球”在北京宣言发布10周年之际再次来到

北京。会议时间临近我们伟大祖国60周年华诞，在中国迈向这一重要的里程碑之际，展

望未来60年，我们意识到，地球科学和技术将在评估和认识人类活动时对地球影响方面

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我相信，有了像“数字地球”这样的工具，国际社会就会拥有和

具备应对全球环境变化挑战所需的支持和能力。预祝这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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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协会前主席Bas Kok在开幕式上的致辞

Dear Excellency, Dear President, Secretary General,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Digital Earth, Chairman of the ISDE6 Organizing Committee, Honor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behalf of the Global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 Association, the GSDI Association, 
I'd like to thank you for your invitation to attend this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event on 
Digital Earth. 

I'd like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Digital Earth,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endorsing the Digital Earth initiative for so many 
years and I'd like to congratulate you with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Digital Earth.

It's the current strategy of the GSDI Association to lay emphasis on bridge building 
between the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s in the different regions in the worl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Digital Earth community to realize convergences in the geo spatial 
communities.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solve extremely important global problems such as 
poverty, urban sprawl, the lack on minerals, deforestation, water problems, disasters and 
climate change.

For that reason we see many opportunities to make preparations to start a proces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SDI Community and the Digital Earth Community as an 
essential elemen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convergence process.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Digital Earth was firstly commenced in Beijing 1999. 

In my impression the recommendations laid down in the Beijing Declaration from 1999 
are nowadays more and more crucial for our global community as a whole. 

I wish you all a very good Digital Earth symposium in ac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ttention. 

 全球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协会（GSDI Association）前主席Bas K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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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全球测图指导委员会主席D.R.Fraser Taylor在开幕式上的致辞

On behalf of the International Steering Committee for Global Mapping (ISCG),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of participants of ISDE6.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the origins and purpose of Global Map,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nitiative and the challenges it faces in the future. A major societal challenge facing 
the world today is how to deal more effectively with grow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Reliabl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t a global scale is an indispensable element in 
formulating policy responses to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The main purpose of Global Map is to describe the status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and 
to aid in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Global Map provides digital maps of the terrestrial 
surface of the earth at a resolution of 1 km with consistent and comparable specifications 
for every country. It is produce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national mapping organizations 
in each country. 

Global Map was initia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Action 
Plan of Agenda 21. There are four vectors and four raster layers. Version 1 of Global 
Map was released in June, 2008 and included coverage of Antarctica. It also included 
two global maps with complete high quality coverage, one on land cover and the other 
on percentage tree cover. Now, new uses of Global Map also include disaster mitig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al applications. 

Although Global Map as a product is important, the cooperative process by which 
Global Map is produced is equally important. This ongoing cooperation will help to 
ensure the future of Global Map as it enters a new phase of development and make a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 to capacity building in the application of mapping science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ank you.

  国际全球测图指导委员会（ISCGM）主席D.R.Fraser Tay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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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遥感协会秘书长Shunji Murai在开幕式上的致辞

On behalf of Asian Association on Remote Sensing (AARS), I congratulate Chinese 
colleagues and all participants for the 10th Anniversary since the first ISDE Conference 
was held in Beijing, China in 1999. In particular, I appreciate the initiative of China to 
have stated with the concept of Digital Earth. I was invited as a key person at that time 
and still remember the excitement of the first ISDE. I thank Professor Guo Huadong to 
invite me again to the ISDE as a key person representing AARS.

In 1999, AARS celebrated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Asian Conference on Remote 
Sensing (ACRS) in Hong Kong just after Hong Kong was merged into China from UK. 
At that time late Professor Chen Shupeng was a leader of Digital Earth. Professor Chen 
Shupeng was also a key person who organized the second ACRS held at Friendship 
Hotel, Beijing, China in 1981, twenty eight years ago when AARS was founded. 
We Asian remote sensing scientists owe Chinese leadership and hospitality to have 
organized ACRS three times in the past. In October this year China will host the thirtieth 
ACRS in Beijing, China to celebrate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ACRS. 

My first visit to China was in 1979, thirty years ago. At that time the City of Beijing was 
full of bicycles as you remember, but now Beijing is full of cars and computers. Thirty 
years ago I believed that China would make a drastic progress because several Chinese 
scientists visited my hotel room after dinner to ask many questions about advanced 
remote sensing. This enthusiastic attitude was amazing to me. Now China has become 
No. 1 in the world in many aspects. On behalf of Asian, I really wish China keeps a 
lead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nk you.

  亚洲遥感协会（AARS）秘书长Shunji Mur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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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数字地球会议自1999年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数字地球领域的发展，每届

会议主题特色有所不同，反映了数字地球学术活动的侧重点和数字地球科技的进步。

ISDE1于1999年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是“走向数字地球”；ISDE2于2001年6月在加拿

大的弗雷德里克顿市举行，会议主题是“超越信息的基础设施”；ISDE3于2003年9月在

捷克的布尔诺市召开，会议主题是“全球可持续发展地信息资源”；ISDE4于2005年3月

在日本东京召开，会议主题是“全球共享的数字地球”； ISDE5于2007年6月在美国加州

伯克利大学隆重召开，会议主题是“回归地球”。十年后，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再

次回到中国举办，以“行动中的数字地球”为主题，重点突出“构建数字地球，应对全

球变化”这一各国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围绕数字地球理论、技术及其应用开展深入研

究与交流合作，必将对深化数字地球在全球变化中作用的认识，推动数字地球更好地服

务于人类生存和发展产生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在为期四天的会程中，围绕5大主题、15个子议题，共进行了 6场、25人次的大会报

告，25场、190人次的口头报告，5场、400余篇张贴论文报告。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

与科技管理专家奉献了精彩的报告与论文，共享了他们精湛的学术思想和管理经验，从

而极大加强了数字地球理论、技术及应用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并进一步明确了数字地球

的未来发展和应用目标，大大深化了数字地球在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

在各国政府、科技界和企业界的共同努力下，“数字地球”理论、技术及应用均

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数字地球已经成为整合、利用、共享现有数据和信息资源的有效途

径，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信息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

政府始终重视推进经济社会信息化进程，正在大力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转变发展

方式，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国政府把推动信

息化作为重要的内容，大幅度增加信息技术研发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其中有关信

息领域的科技投入占了很重要的比例。相信，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数字地球”

建设一定会蓬勃发展，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ISDE6

学术活动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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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综合观测系统（GEOSS）：一个可操作的数字地球

报告人：地球观测组织（GEO）秘书处主任 José Achache

地球综合观测系统（GEOSS）由地球观测

组织（GEO）负责协调，以气象事业的发展为动

力，已成为气象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José对地球综合观测系统的可用性、可行性及数

据共享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同时，以

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数据需求作为切入点，围绕

着数据获取、共享、模拟模型以及数据在各个领

域的应用等方面做了深入的说明。

José指出全球环境正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过程。随着全球海平面逐渐上升，低海拔

地区国家，如荷兰、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国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José还强调，气候变化

所带来的各种自然灾害以及极端气候现象正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环境。作为一个可操作性

的数字地球系统应具有协同工作能力，通过建立对所有对地观测系统的可用操作标准

和获取对地观测的数据为全球各个领域提供有益信息。随后，José介绍了地球观测组织 

（The Group on Earth Obervation, GEO）的数据共享原则，即在尊重国际原则与国家政策

的前提下完全开放数据交换，最大程度地减少生产数据及产品的获取费用和时间，以最

低费用甚至免费为研究、教育机构等提供数据。

同时，José还阐述了以遥感手段获取的有效参数信息在健康安全、饥荒预警、生

态系统评估监测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应用，展示了中美洲和墨西哥灾害管理应用网络—

SERVIR以及其在水灾监测中的应用，并对中国遥感技术在对希腊和加利福尼亚火情监测

中起到的作用进行了说明，同时介绍了由澳大利亚、巴西、芬兰、日本、挪威和美国等

组织形成的全球森林碳追踪计划，指出一个可操作的数字区域应能满足在灾害管理、森

林火灾、森林碳追踪、综合水循环管理以及地表径流估算等方面的应用。最后，José高

度评价了免费开放的中巴资源卫星CBERS数据、美国Landsat数据和日本的全球ASTER 

DEM数据，这些数据将对基于全球化的数字地球建设提供了进一步的数据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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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中国科技部前部长 徐冠华院士 

全球变化是当前国际上备受关注的热点问

题。针对全球变化开展的对地观测研究表明，

全球变化是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的又一个新的挑

战。全球变化中，引起国际广泛关注的是全球

气候变化。报告从当今全球气候变化的形势、

人类活动对全球变化的影响、数字地球在全球

变化研究中的作用以及中国的全球变化研究现

状等四个方面出发，阐述了对地观测在全球气

候变化研究中的迫切性与重要性。

全球地表温度上升导致了积雪退缩、冰川融化、物候期延长、海平面上升、动物迁

移和海洋生物的迁移等各个方面。通过各学科领域的学者的持续研究，发现全球变暖已

是国际上一个不争的事实。全球变暖正在改变着地球，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环境。

通过对人类活动与全球变化关系的分析研究，如温室气体排放、气溶胶和土地利用

等三方面详细论述，发现化石燃料的使用以及土地利用变化等都影响着碳排放的全球分

布，工业生产活动影响着气溶胶的空间分布，人类活动正在强烈地改变着全球的土地利

用和土地覆盖条件，这些直接导致了地表覆盖、生物入侵和生物多样性等变化，同时也

导致了地表的辐射特性、水循环速度和大气气溶胶含量等变化。 “全球气候变化的归

因是人类活动”这一认识正在不断地加深。许多科学研究结果证明，“最近50年的气候

变暖是由人类活动产生的”。但是，目前全球的土地利用变化信息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

性，准确观测和监测土地利用变化是全球变化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数字地球科学在全球变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为全球变化研究提供海量多源数据

高效存储与管理，提供一个多源空间数据同化系统，为全球变化研究提供了一种模式运

算与模拟系统。中国全球变化研究也在蓬勃发展中，研究结构、研究人员、研究支持、

研究成果和国际合作等各方面都很好地展示了中国在全球变化研究中取得的较好成果。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秘书长 郭华东教授代作报告）

全球变化与数字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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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太空看地球——一名航天员眼中的地球

报告人：中国航天员 杨利伟

探索宇宙，行走太空，一直以来都受到全

球科技工作者的广泛关注，而中国人民的这一

愿望也越发强烈。追溯历史，隋唐年间的药王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就写下了火药的原料

配方，古老的中国人对月球充满着向往，自古

以来就有嫦娥奔月的美丽传说。中国明代的万

户也曾尝试着用火箭进行飞天梦想，而今经过

数代中国人的共同努力和不懈奋斗，中国人已

真正实现了飞天梦想。

航天员杨利伟以中国古代的飞天梦想为出发点，阐述了现代载人航天器的发展历史

以及亲身经历绕地飞行的感受，中国再一次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实力。2003年10月15日9

时，神舟五号拔地而起，实现了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历时21小时23分，成功地完成了绕

地飞行。随后，2005年10月17日，神舟六号也成功实现了载人航天飞行。2007年9月27日

16点41分，随着神舟七号的成功发射，中国更是成功地实现了外太空行走。浩瀚的太空

从此写下了中国人的名字。

杨利伟谈到，为了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中国人民将为航空航天事业不懈努力。作为

一名航天员，自感是一个令人骄傲的职业。但是与此同时，每一名航天员都需要接受高

强度的训练，培养克服困难、面对挑战与解决关键性问题的能力，最主要的是有为航天

事业而奉献一生的决心。

杨利伟谈及了神舟飞船漫游感受，在太空中俯视地球，祖国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清晰可见，陆地与海洋相互交织，一丝薄云覆盖着蓝色的地球——一个我们居住了数万

年的美丽家园。现如今，人类面临着诸如全球变化和自然灾害的许多挑战，相信数字地

球科技的持续发展能够帮助人类更好的理解和保护我们美丽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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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地球在美国：地球领域多学科交融的时代

报告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计划主管 Myra Bambacus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是目前世

界上最大的航空航天探测研究机构，其战略为

通过不断改变、拓展和发现人类的新生活，实

现理解和保护地球，开发宇宙，激励下一代

开拓者。Myra首先回顾了NASA近几十年来发

射一系列卫星的历程，阐明了NASA数十年来

的目标是确保服务于人类社会和获取地球新知

识，促使新获取的信息资源能为人类社会创造

新的未来，Myra称NASA数十年执行计划的结果表明NASA不仅保证了研究目标的实现，

而且还兼顾了其服务于人类社会的责任。

NASA主要关注地球科学的六个方面，包括对地观测卫星发射及运行（大部分为国

际合作或区域合作）、形成对广大科学界开放的高质量数据产品、进行前沿研究、建立

应用科学研究计划、发展对地观测技术和普及教育。其卫星数据应用的重点领域主要体

现在大气成分探测、气候变迁、碳循环与生态系统、全球水循环与能量循环、天气预

报、地球表层和内部探测等方面。

地球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NASA在地球科学中的研究将保持高度交叉原则

并同时考虑社会影响。其研究内容横跨了气候变化的脆弱性、适应性和响应机制，以及

地球系统变化等多学科的物理基础。NASA将全面地利用地面观测网络、航空以及卫星

遥感平台，以及更好地发展物理模型用以解译数据、测试科学假想和提供预测能力。

NASA有很好的开放数据源政策，其大部分数据提供免费下载，这样能够积极有效

地推动国际组织一起制定免费开放的数据政策。目前地球科学研究中的挑战与风险：需

要推动研究成果的业务化运行，分析研究天气、气候和自然灾害模型研究的不确定性，

加强地球观测数据的处理能力，建设地球空间数据基础设施，采用先进的主流信息技术

为地球科学研究服务。总之，建设地球科学体系中各个领域相互交融的数字地球系统显

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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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地球十年发展历程

报告人：国际数字地球学会秘书长 郭华东教授

数字地球历经了十年的发展。郭华东教授对数

字地球的起源、传播到行动中的数字地球的发展历

程，以及中国的数字地球发展情况做了详细阐述，

并对数字地球的前景做了美好的展望。

美国前副总统Gore于1998年1月31日在加利福

尼亚科学中心首次提出了一个与GIS、网络和虚拟

现实等高新技术密切相关的数字地球概念，随后这

一理念引起了广泛关注。数字地球是空间技术、信息技术和地球科学等多学科技术的高

度融合，是现实地球、智能地球和数字地球的交互联系，是21世纪人类开发和认识行星

地球的新工具。数字地球科学的研究包括了计算科学、超大数据量存储技术、无缝地学

数据集、宽带网络、学科交叉和元数据等各个方面。

首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于1999年在北京召开，并通过了北京宣言，500余名参会

人员分别来自27个国家。随后分别在德国、捷克、日本、美国等地成功举办了第二、

三、四、五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其间，于2006年及2008年成功举办了两届国际数字

地球峰会，并在中国成立了国际数字地球学会，创办了具有国际水平的《国际数字地

球学报》。

当前，数字地球不仅成为科学研究的平台，也成为了商业平台，并为其他领域提

供应用支持。世界各国竞相发展数字地球原型系统，出现了各种数字地球的可操作性平

台。郭华东教授介绍了当前数字地球出现的代表性科学和商业平台：美国的数字地球协

议（Digital Earth Prototype）、World Wind、Blue Link、Glass Earth、Earth Simulator、

中国的数字地球原型系统和Google Earth等。中国多年来在数字地球方面的工作取得了

很大的进展，包括对地观测卫星的发射、数据系统的组建、海洋陆地大气、数字地球

与全球变化等方面。总之，数字地球是定量化研究地球的工具，是先进技术及可视化

集成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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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地球的基础设施管理雏形——欧空局的经验

报告人：对地观测科学应用部 对地观测应用高级顾问 Luigi Fusco教授

Fusco教授从欧空局（ESA）的经验出发，

介绍了欧空局的数据框架以及管理数字地球的

基础设施雏形，主要包括ESA的对地观测计划

和ESA数字地球科学设施和能力建设等。欧空

局作为18个成员国的空间科学研发机构，是世

界上最主要的空间科学团队之一。从1977年发

射第一颗气象卫星以来，迄今为止，欧空局已

成功发射了数十颗卫星，涵盖了气象、环境和

安全、水文环境、水资源、气候变化和重力等很多领域。欧空局在2009年的科学研究预

算达到35.9亿欧元，其中地球科学领域投入达到5.8亿欧元。

Fusco教授介绍了以往项目的成果，阐述了欧空局数据平台的技术要求以及该平台为

数字地球科学所带来的研究优势，指出欧空局在全球灾害、气候变化等研究上提供数据

的能力。目前已获得了超过30年的对地观测数据（存档），并且同中国科技部合作启动

了“龙计划” 合作。欧空局在数字地球科学基础框架方面，涵盖了数字地球应用科学基

础的网格运算能力、数据共享方法和能力建设等，指出数字地球倡议的主要目标之一是

共同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使地球科学领域获取客观信息，并分享所有环境敏感领域的

信息资源，建立时间连续及不同空间尺度的数据，以应对全球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在此基础上，欧空局开展了部分有关地球科学的项目，开发新的平台，应用新兴技

术，例如：网格、Web服务、开放式架构和传感器网络等。Fusco教授指出，从欧空局网

格处理基础设施的需求以及全世界所支持的项目需求能够看出，一个专门用于管理地球

科学数据的平台能帮助科学家们发现、定位、访问，乃至整合航空、航天、对地观测所

涉及的分布存储的地球科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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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空间机构在自然与文化遗产数字档案方面的合作

报告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遥感部门负责人 Mario Hernandez

Mario主要阐述了数字地球在自然与文化遗

产中的应用，详细讲述了GPS在地图数据管理

方面、遥感在农业森林监测方面、地理信息技

术在真实场景模拟方面的应用。

目前全球登记在案的有890处世界自然文化

遗产，其中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空间

上具有一定的分布性特点，这需要通过卫星监

测、分析其状况为文物保护提供决策依据。Mario以欧空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帮助刚果

进行文物保护为例说明国际合作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Mario又举例说明卫星数据在

考古调查中的应用，借助遥感手段发现了阿尔泰山逐渐消失的冰川，利用激光雷达技术

进行古老城市的建模，遥感的陆地和海洋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价，这一切使得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与空间信息机构的合作越来越重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别与欧空局、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美国

地质调查局、视宝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些世界级的空间科学研究机构进一步加强了

数字遗产的建设工作。报告希望通过合作，让普通百姓认知和了解空间知识，了解地理

与社会文化遗产，能够更好更有效的保护地球的自然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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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字地球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应用建立全球合作伙伴关系

报告人：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副总干事 何昌垂

何昌垂主要以数字地球技术的发展为出发

点，探讨了数字地球框架的建设，提出了建立

全球数字地球合作伙伴关系的建议。

全球性问题的提出为数字地球的诞生提供

了条件，全球性的人口增长、水资源匮乏、环

境威胁、自然灾害、气候变化以及全球范围内

的疾病爆发等全球性问题的研究都需要数字地

球的支持。数字地球是以不同形式对行星地球的虚拟表达，是全球三维数据与信息的综

合，是多重现实问题解决方案的提供者。数字地球发展的外在动力主要来源于国际社会

渴望寻找有效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法，对地观测与通信领域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数字地

球研究科学团体的积极推动，政府部门持续的支持，私有企业的参与等。数字地球的发

展还需要得益于国际组织间的协作，如CEOS, IGOS和GTOS等组织机构。但是，数字地

球的发展同时也受到了政策、制度、财政预算以及技术发展瓶颈等方面的限制。

为了更好地理解诸如全球变化、自然界脆弱性和环境退化等问题，数字地球的运行

方面还需要更好地定义数字地球的结构和标准，建立一个完整的数字地球框架。该框架

是一个行星地球，一个数字化的地球框架。其目的是能够引导数字地球的良好发展，帮

助数字地球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进步，促进公众、学术界和企业间的合作。

建立完整的数字地球，需要多学科间交叉、多组织的参与以实现全球合作。建

立国际化的数字地球国家委员会，以促使数字地球国际化，实现数字地球信息资源共

享。建立国际数字地球学会将有利于更好地促进数字地球服务于全球性的科学研究和

监测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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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勃发展中的数字欧洲

报告人：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空间数据基础设施

部门主任 Alessandro Annoni

Alessandro对欧洲数字地球的发展做出了详

尽的讲解。报告中谈到了欧洲的历史、文化和

社会的多元特点，这导致了欧洲数字地球发展

的固有特点：复杂而多元，而全球环境变化和

挑战引起了欧洲在数字地球领域的共同兴趣与

协同发展。

报告重点介绍了近年来欧洲作为一个整体

共同完成的协同项目，为数字地球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尤其是在环境信息的协同、欧

洲生态网络建设和全球环境安全监测（Global Monitoring of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 

GEMS）系统和欧洲空间信息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 for Spatial Information in Europe, 

INSPIRE）方面。

GEMS是欧洲独立的对地观测系统，由大量卫星组成并涵盖了终端用户，能为政策

制定者、科学家、商业界和公众提供综合信息，在地球科学领域服务于海洋、大气和陆

地系统，GEMS短期来看能够支撑政策和法律的实施，中期来看能够形成新的政策，更

长远来看能够影响政策的形成和实施，Alessandro认为目前缺陷在于欧盟的数据标准和质

量不一，需要相互协调并发挥作用。

欧洲空间信息基础设施（INSPIRE）由五部分组成：元数据、空间数据集及服务的

互操作性、网络服务、数据及服务共享政策、监测和报告的协调措施。INSPIRE是一个

框架指南，其语言多样化、空间数据基础设施的分散性、信息的多样性都给这个系统带

来挑战。INSPIRE对于数字地球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技术、知识、实际应用和成果的共享

及其架构对于多国合作的可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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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亿数字地球用户的经验

报告人：Google公司技术总裁 Michael Jones

Michael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展示了数字地球

给人类带来的巨大便利，同时也从数字地球的

发展中总结了经验。每天超过5亿人在日常生活

中使用Google Earth, 这一生活方式的转变折射

出这一技术如何改变社会、教育公众、创造出

难以想象的惊奇。

数字地球为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便利，

也从用户使用过程中获得相应的知识和经验。借助于“地学望远镜”，人们能够依时间

先后记录世界上海量数据、制定未来各种计划并将整个世界动态可视化、看到以前难以

看到的东西，数字地球的发展最终也要实现这种功能。GIS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原原本本的

模拟这个现实世界，其中的数字模型就是数字地球，是包含所有人物、地点和过程的模

型，是多分辨率、三维的数字化平台，能够集成众多定量化具有地理参考价值的数据。

目前Google Earth为人们带来的视觉享受穿越历史与现实、跨越地球上每个地方、漫游于

某些街区，甚至能够浏览外太空、月球、火星与其他星系。用户从Google Earth到地图、

街景、地图制作者，数字地球的实现与发展甚至超出了数字地球的创建者的想象。

数字地球具有以下特征：1）数字地球首先是由图像发展而来，目前数字地球的遥感

图像来自于Spot图像、航空图像、Digital Globe高分辨率的Quickbird等。2) 数字地球要从

用户本身来学习。Google Earth给用户提供免费开放平台同时也从用户本身总结经验，根

据用户使用习惯发现多数用户使用Google Earth来进行区域搜索和结果编辑，用户都是关

注自身居住地的专家。3）数字地球与网络的结合造就地理网页（Geoweb），组建1个开

放地理空间组织就将伴随着多达25万含有KML内容的网站、5亿的KML/KMZ文件、多达

20亿的地名标记。4）网络将改变人类的未来。近10年来，有14亿人上网，15亿人每天用

Google来搜索，6亿人使用Google Earth，网络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巨大。5）数字地球是移

动的。目前各种移动设备均支持Google Earth无线实时浏览。数字地球这面魔镜为人类认

识自身的环境和生存状态提供了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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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地球十年评述

报告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Michael Frank Goodchild教授

Goodchild教授以生动的语言描述了交互式

数字地球的概念景象：运用头盔显示器、数据

手套等人机交互工具，从国家、区域到个人住

宅间进行无缝漫游，如同让人遨游在无比神奇

的魔幻世界。报告回顾过去，总结Gore最初的

数字地球概念，认为其紧扣对地球的数字化旋

转、放大缩小和漫游，发展到现在成为信息组

织的新表达方法：基于空间地理网络的信息组

织和查询，成为所有全球数据库的总和，承载了所有的地球动态信息。Goodchild教授进

一步说明了什么是数字地球，指出数字地球不仅仅是地球的一面动态的镜子，它几乎能

服务于所有地球上的人和社会，而且还将成为综合的GIS、信息发布的手段、各种信息的

数据源，数字地球是关于地球的一个动态知识库，是整个地球系统的模拟引擎。

报告进一步回顾了数字地球在近十年中的发展情况，Goodchild教授认为到2005年为

止，数字地球经历了从网络上聚集相关数字信息到具有使公众能获得区域或全球信息的

能力，这只是实现了Gore数字地球概念的部分功能。2008年，在《国际空间数据研究基

础期刊》上发表《下一代数字地球》提出新的数字地球的展望，认为数字地球不仅仅是

一个数字化的地球，而是一个可以满足不同群体需要的多重连接的地球或组织架构，是

面向如环境、健康等问题的数字地球，可以对不同时空数据进行查询与获取，可以回答

人类和环境领域的变化信息与进行异常识别，提供模拟与预警预报能力，提供概要信息

的可视化预览，其应是开放的系统，能为人类的生活提供方便，能提高教育、科研与培

训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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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地球与数字中国

报告人：北京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 童庆禧院士

报告从数字地球系统的应用为出发点，简

要地阐述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几种数字地球商业

产品软件，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数字地球和数

字中国进行了论述：

首先是从数字地球到数字中国，十几年前

中国的国家层面和学术界开始接受数字地球的

概念，认识到数字地球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

组成部分，认为地理信息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从

第一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在中国召开就开始进行数字北京的建设，并且迅速扩展到中国

几十座城市，众多的行业部门也开展了数字化的建设，如：数字北京、数字奥林匹克、

数字海洋、数字国土、灾害管理、数字环境和全球变化研究等。

其次是数字中国的概念与框架，认为众多的数字化计划需要一个综合的系统加以管

理和共享，指出数字中国不仅需要满足地理定位、融合遥感图像、社会和环境信息，具

有互操作和查询能力，而且需要由一系列高端技术、信息资源以及国家级空间信息与遥

感数据系统与应用组成，可以比较、分析和分享各类相关的信息。针对数字中国的体系

架构建设，认为数字中国由公众服务和专业的数字地球应用组成，从技术上看可以把数

字中国分成基础信息层、关键技术层、信息链接和交互层及最后的系统化工程层面。

报告最后介绍了数字中国平台建设的各种支持及关键技术，指出现有GIS系统在支

持数字中国上的不足，认为目前的遥感和全球定位系统不能满足数据信息的实时更新，

提出需要建立网格GIS、基于GIS的全球空间数据管理和挖掘技术，报告描绘出了数字中

国支撑平台的技术架构，提出了所需的六项关键技术，包括全球网格划分技术——离散

的地球网格模式、动态数据的装载和更新、海量数据的高速传输、网格计算和数字地球

的应用涉及的安全、可视化等，最后展示了数字中国平台的研发和应用情况。

（北京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　邬伦教授代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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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数据可以预测地震吗？

报告人：亚洲遥感协会（AARS）秘书长 Shunji Murai

报告系统地回顾了GPS在地震预测方面

的应用，涉及GPS对地震的预测理论和方法、

GPS网络前期信号侦测以及过去地震事件中所

获得的GPS应用经验总结。

尽管地震预报较为困难，但Shunji认为对

GPS观测数据的分析仍能给出一定结果。Shunji

的研究选择了日本108个GPS站点，并成功分析

出了162个大于6级的地震活动。其预测方法可总结为：每天检查XY，XZ以及YZ平面内

所有可能组合的三角网是否超限，限差根据地震类型来选择。报告认为最为稳定的位置

为地球中心，众多的地震和海啸活动都能带来地理位置信息的变化，这就是该方法在预

测地震方面有效的原因。

报告分析了苏门答腊地震前GPS三角网情况，结果表明其前期前兆信号明显，新加

坡部分区域的大地高程突然降低。2008年发生在中国汶川的地震在阵前的四周也表现出

一些前兆信号。

当前通常有两种地震情况：一种是一个前兆信号发生后突然地震，一种是前兆信号

出现多次后才发生地震，报告指出所有大震发生前位于不同板块的大三角网能够表现出

一定的前兆信号，但地震具体发生在哪天却难以预测，认为数字地球应为地震预测提供

更加全面、高精度的数据和信息支持。

63
学术活动

第
三
部
分



地理空间信息与技术在欧盟应急管理中的应用

报告人：欧盟联合研究中心　Delilah H.A. Al Khudhairy教授

Khudhairy教授就欧盟危急管理阐述了地理

空间信息与技术的重要应用。报告首先指出，

当今世界每年约有400件自然灾害发生，影响了

世界上约2亿人的日常生活，主要导致了发展中

国家的数十万人口的死亡。报告指出在危机管

理中存在四点挑战：危机预防、威胁准备、危

机响应和危机修复，并表明信息可以预防或者

减少灾害的影响，可支持风险识别，非法活动

的路径监测，快速及时的决策支持，信息获取在危机管理中尤为重要。过去一、二十年

中，随着计算能力、网络、对地观测技术的发展，信息管理、集成和可视化技术也得到

巨大发展。在这些技术的支持下，欧盟将建立一个新的信息环境。

报告随后介绍了一个基于网络和空间信息技术平台作为欧盟危机管理中采用的关键

技术示例。该平台曾应用于识别和监测处于脆弱边缘的居民地，可进行钻石开采活动的

监测，自然灾害预警预报、全球洪涝灾害探测、公众健康监测和预警报、危机后的评估

和冲突事件发生地点自动识别等。最后，在网络技术、信息管理技术、模型、无线技术

等的支持下，欧盟拟建立进行危机管理的虚拟协同环境，增强欧盟的灾害应急准备和响

应能力。

报告提出协同的信息管理和决策支持平台可以提供：海量数据源的获取，分析结果

的分发，实时更新的信息等。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信息共享和快速协同的决策支持。

Khudhairy教授认为，及时且密切相关的信息能够减少损失与人员伤亡，避免发生严

重危机的发生，基于网络的空间信息技术对于增强信息在危机管理中的能力与质量方面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欧盟联合研究中心　Martino Pesaresi教授代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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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陆地综合观测——从计划到实现的挑战

报告人：美国马里兰大学 John Townshend教授

报告介绍了全球陆地综合观测（Integrated 

Global Observations for Land, IGOL）从计划到实

现的机遇与挑战。报告涉及IGOL的起源、传感

器的发展、全球陆表覆盖变化研究进展、农业

对陆表产品的需求，陆表覆盖数据的验证以及

数据交互的不足等六部分内容。由于经济可持

续发展、自然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各

方面应用对空间观测存在需求，IGOL成为对地

观测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战略之一。目前，关键陆地观测系统发展的现状表明，在轨卫

星任务数量众多，但多数没有持续计划，而且数据政策和分发不足，相对气象卫星系统

发展来说陆地卫星应用的协作显得较弱。 

报告称美国将要开展的卫星计划包括中分辨率观测L a n d s a t数据持续任务

（LDCM），这将实现更频繁的中分辨率观测，ALOS、IRS等组成的CEOS陆表成像虚

拟星座可用于森林碳追踪，DESDynl计划利用L波段合成孔径雷达、多光束激光雷达监测

全球植被结构动态和生物多样性。HyspIRI（超光谱红外图像仪）的热红外科学测量。另

外，还介绍了发展中的传感器：ATMS、OMPS、VIIRS、ATMS等。

IGOL对陆表观测提出需求：低分辨率实现全球每年监测；中分辨率全球五年监测

一次。报告介绍了在森林变化监测和农业监测两方面的陆表覆盖监测进展，在森林变化

的遥感监测方面，开展了森林热带雨林砍伐监测，森林覆盖减少百分比监测，东南亚群

岛森林变化，中国西北湖泊系统变化，Landsat分辨率全球森林覆盖的变化监测以及利用

MODIS SR系统验证Landsat SR。在农业方面，实现了改进全球农业产量的监测，在中

国、阿根廷、南非、印度等国家开展区域地面试验，建立用于产品比较的PAY（单产、

面积、产量）数据库等。

报告指出验证在数据获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也存在着诸多困难，富有挑战性。

验证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尺度问题、时间一致性问题和复杂地形情况下的验证问题，另外，

变化监测的验证尤其复杂。报告还介绍了GOFC-GOLD项目建立的联合验证计划框架。

同时，报告认为数字地球尚未实现，当前数字地球的实现缺少友好的用户标准，需

要采用开放的数据共享政策。报告呼吁在政府支持下，实现无限制的数据共享政策，并

提出空间机构应提供标准的元数据、形成快速的响应系统，所有分辨率数据应进行正射

纠正和大气纠正后，应能提供最新的定标参数及所有产品的验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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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元素地球

报告人：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 谢学锦院士

谢学锦院士从全球地球化学制图方面做了

深入浅出的报告。谢学锦院士说，1998年在洛

杉矶的一次演讲中，Gore描绘了数字地球的未

来，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联网互相联系在一起，

可以从虚拟世界中获取大量的免费信息，地球

调查的数据都可以在网络上精确的获取。同时

通过对地球的组成成分的研究，已经积累的有

关地球的资料已经被数字化，这些为我们更

深刻的了解地球奠定了坚实基础。地球是由不同的数十种元素组成，元素及其化合物组

成了各种矿物和各种有机资源。众多的环境问题都源自某种元素的富集或者匮乏造成，

报告认为在地球元素调查研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在未来能提供高质量的多元地球化学分

布数据，这些数据可以应对环境研究的元素数据的缺乏，提高资源评价和管理能力，然

而，目前这些数据只能通过过去不同尺度的地球化学元素填图和预测来获取。

谢学锦院士介绍了中国30年以来致力于开展多媒体和多尺度地球化学制图工程，

该工程划定了39－76元素在中国的分布以及中国的“数字地球元素”数据基地建设。从

1969年开始的水系沉积物的39种元素调查开始，谢学锦院士介绍了国家开展了地球化学

数据采集、多元素的区域化探扫面信息获取、土壤金属区域性污染调查等，并积极开展

国际合作，进行全球性区域地球化学元素制图工作，指出目前典型的三种有效方法，充

分地利用过去79种元素调查资料、广泛的收集其他国家的调查信息、采用元素的分形特

征进行多级别的沉积物的调查。这种努力不仅有助于更深入了解我们的地球，而且希望

能够提高社会和政府的资源管理和环境管理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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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制图——测图科学的国际合作

报告人：全球制图指导委员会主席 D. R. Fraser Taylor

Fraser主要对全球制图的发展起源、历史

过程、目标、现状以及前景挑战等做了详细的

介绍。

报告讲述了全球地图在19世纪80年代末

发展，指出在该时期由于受到政局的影响，该

时期的地图并没有一致的风格和统一的管理

方案，直到19世纪90年代初，由于全球环境数

据的需求才得以全面启动全球制图计划，19世纪末期才有国家制图组织进入全球制图计

划，2000年才得以发布世界O版地图。全球制图的发展现状表明目前已有96%的国家和

地区参与，并且覆盖了大于60%的地表，涵盖占52％的人口区域，涉及到全球的人口中

心、交通、排水、国界、植被、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以及数字高程等专题信息。最后报

告描述了全球制图的应用，包括灾害管理与减灾、环境气候退化等。目前全球制图计划

也面临着挑战：不断增加的应用、数据的获取方便程度问题、全球范围的覆盖和更新问

题、新的专题和比例问题以及能力建设问题等。

在报告的最后，Fraser 给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结论，指出由于全球地图创建了一个

协同操作的进程，尽管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全球地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全球地图

作为一个产品已经对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它创造的发展进程、使用能力以及空

间信息的广泛使用对于平稳的发展也是同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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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地理空间服务网络

报告人：武汉大学 李德仁院士

李德仁院士主要介绍了地理空间网络的数

据源和服务系统及其应用。

报告介绍了数字地球、网络地理空间服务

的概念背景，以及Web Service技术在数字地球

中的应用；报告指出地理空间服务网络是数字

地球的一种工具，包括海量的地理空间数据的

分布式获取，地理空间信息相关应用的紧急响

应获取以及行星地球空间分布数据的网络服务技术等。其次为地理空间网络的理念与框

架，认为其目标是利用网络服务技术实现不同地理位置的地理空间数据的应用和共享，

以数据、信息、知识和服务为核心技术，形成地理空间资源组件、地理空间服务组件和

地理空间服务应用组建的三层次的概念框架。提出其中的核心问题为，一是科学问题，

转换机制和智能处理：从数据→信息→知识的过程，以及这些数据、信息和知识的模型

和表达问题；二是技术问题，空间分布的地理空间信息的等级和管理、多传感器地理空

间数据资源的组织规划、地理空间服务的自动合成服务和地理资源合服务的标准化。

报告最后介绍了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LIESMARS）的在地理空间信

息服务网络方面开发进程，包括了服务组织注册、地理空间信息处理平台、地球空间数

据综合和可视化平台、空间数据互操作平台和空间数据处理服务组件和工具。

最后，李德仁院士指出数字地球能够通过地理空间服务网络连接实时的现实世界，

但是在GEOSS框架中，仍有许多技术问题需要解决。李德仁院士还应用Natrue杂志的

2020年展望，强调具有增强语义的“传感器网络”是复杂大尺度跨组织的虚拟网络实现

的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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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地球中的景观及三维城市建模

报告人：瑞士联邦技术研究大地测量与摄影学院 Armin Gruen教授

Gruen教授就如何进行数字地球的建模和理

解展开了论述，从三维城市的数据获取、建模

到三维城市的理解。

报告讲述了遥感技术、航空摄影测量技

术、地面摄影技术、三维建模技术的发展，目

前空间技术从数据获取、处理、分析，到数据

表达、分发、应用已经发展了许多成熟技术，

欧洲三维城市建模中Blom3D是其中代表性的技术之一。目标建模可以是几何的、拓扑

的、语义的模型，Gruen教授通过实例展示了各种建模的技术与成果，特别提到了多传感

器的综合手段进行目标三维建模的思想。

航空摄影测量技术、地面各种动态低造价的相机、导航车等的发展为三维城市提供

了大量数据源。报告强调摄影测量技术不仅通过获取地表静态模型，而且也能满足动态

时间序列变化的数据，认为空间数据基础设施是数字地球中不可缺少部分，这些信息的

获取和建设不仅可以建立一个虚拟的地球，而且也提供了一个动态的4D模型，成为理解

整个地理环境的一种方法。

Gruen教授最后总结了目前三维城市建模中的有利因素、缺陷和未来努力的方向，

他指出大量各种各样的传感器以及快速自动化的处理技术为三维城市建模奠定了坚实

基础，但处理技术还未完全发展，落后于传感器的发展，并不能实现完全自动的拓扑建

模，在城市建模中，人的加入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在纹理制图以及图像解译方面仍存

在问题。报告希望在今后能够尽可能使用多种数据和集成的方法，采用更好质量的控制

手段和更加自动化的处理手段，开拓新的应用领域。

报告最后给出了数字地球发展中的8点建议：尽量使所有的传感器采用综合的方法、

加强自动化方面研究、进行研究上的创新、吸取同行的经验和教训、增强质量控制以及

大胆进行风险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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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空间科学与空间数据基础设施群体之间的桥梁

报告人：原全球空间基础数据协会主席 Bas Kok

Bas Kok对联接空间数据基础设施与空间

协会机构做了精辟的讲解。

报告以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问题为出

发点，如全球持续变暖，能源和资源浪费，

CO2、CH4、SF6和NO2等废气排放急剧加重。重

点论述了全球气候变化对自然和人类的影响，

指出人类的行为对于气候环境的影响是显著

的，区域气候影响的程度不一，观测表明温室气体明显增长，随之观测到的降水增加、

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等问题，并强调气温增加和海平面上升将是未来几个世纪的趋

势，强调全球变化带来最为挑战性的全球难题是区域性极端事件的发生的不确定性。

报告提出了地球综合观测系统（GEOSS）与数字地球的创新性协作以应对全球性生

态环境问题，指出当前应加强政府和公众社会对全球问题的共识，积极推动国家性政策

（联合国新千年8个全球性目标提出、欧盟气候计划、中国国家发展委员会、哥本哈根会

议等）并依赖于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的发展、空间科学工业化技术的发展等等。认为目

前空间组织应在不同的部门和机构之间起到桥梁作用。

报告给出了GEOSS和数字地球的结合方法：发展空间数据基础设施（SDI）协作，

认为全球各个国家和地球均建立了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国家任何区域间的沟通合作日趋

频繁，为数字地球的建设提供了基础。随后介绍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在美国、中国、加拿

大、印度、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成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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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字高程模型——ASTER全球数字地形集

报告人：美国ASTER、NASA/JPL科学组负责人 Michael Abrams

报告中Michael介绍了ASTER全球数字地

形数据集（Aster Global DEM, GDEM），是由

立体相对生产的标准ASTER数据产品。它由

日本经济贸易与工业部地球资源数据分析中心

ERSDAC，美国NASA和USGS共同发布，空间

分辨率为30米，供全球范围用户免费使用。

报告简单的对比了目前世界上已有的四种

全球DEM数据集：GTOPO30（全球1km），US Level 2 DTED（全球30m，受限使用）和

SRTM3（全球90m，美国30m，60oN to 57oS），GDEM（全球30m，83oN to 83oS）。

ASTER搭载在Terra卫星上，由日本和美国联合进行仪器控制和数据处理。ASTER卫

星于1999年发射升空，搭载有3个传感器VNIR、SWIR、TIR，可监测14个波段，数据地

面分辨率为15－90米；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近1500万景数据，通过去云处理、镶嵌，最后

获得1度 + 1度的产品数据。Aster GDEM2008年末开始验证工作，2009年5月结束。验证

工作在美国通过与NED和SRTM1比较，美国之外的地区利用SRTM和其他可获取的数据

进行。2009年6月通过美国DAAC和EOS Data Gateway以及日本的ERSDAC实现首次全球

数据免费公众发布。

报告最后给出了ASTER GDEM的未来发展计划，报告表示第二版本的数据在一年内

发布，将会有以下改变：将会在北部高纬度地区获取更多景数据，减小相关窗口大小，

改进云量检测算法，增加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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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地球如何受益于空间信息标准化方法

报告人：国际科技数据委员会秘书长 Robert Chen

报告以全球气候变化为出发点，认为全球

和区域性变化已经达到了可观测的程度，1979

到2007年全球海冰面积锐减、格陵兰岛冰面面

积融化急剧增加、冰架移动速度加快、大型冰

架崩塌频繁发生以及极端自然灾害发生频率加

快。随后指出针对上述趋势与危险建立全球范

围的监测与预测是至关重要的，如NASA已经

启动了又一个十年空间观测计划，并且指出

公开和共享这些全球性数据、知识和工具是非常有必要的，最后强调作为“全球观测系

统”的GEOSS是目前主要的国家协作的平台之一。

报告提出建立一个信息共用平台来共享这些信息，确保一致的数据共享标准、数据

交换、互相认同的数据协议和政策、快速数据响应和免费等原则，报告引用了IPY国际极

地年的数据共享策略：在机密和敏感地区之外实行完全的、免费的、开放的和快速的原

则。然而，这些共享机制的长期性与无限制的执行面临着挑战。

信息共用平台提出了个人、团体和国家对科学数据和信息的贡献和共享意识，正如

WSIS PrepCom主席所说的那样：知识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同样，ICSU遵循知识的普遍

性原则。报告随后分析了CODATA的极地信息共享（PIC，Polar Information Common）策

略，完全遵循南极和平开发、科学研究的自由和科学数据无条件的共享原则（46个国家

和地区），建议在北极地区PIC进展过程中需要考虑北极周边8个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

共同利益。同时给出了PIC的观点：极地数据是人类的共同利益，是共享虚拟资源，可提

供制度和技术性共享架构等。

最后报告提到了PIC对数字地球的支持，表示PIC的数据资源将对所有的数字地球应

用免费提供，数字地球应用产生的数据也需要通过PIC来获得更新，PIC将提供给极地相

关的数字地球应用长期的框架性支持，PIC也将作为其他地区科学数据共享之间的一种发

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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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地球在空气质量与公共健康领域的贡献

报告人：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William A. Sprigg教授

空气质量与人类身体健康息息相关。频繁

的沙尘天气使得空气中含有细菌和有毒花粉等

有害物质，会对人类身体造成严重影响，典型

的例子如2007年7月的亚利桑那州的沙尘暴和

2002年3月的北京浮尘等。这些有毒物质会引

起脑膜炎的发生，尤其是在干燥的撒哈拉以南

的非洲地区，这些地区被称为“非洲脑膜炎地

带”，包括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马里、尼

日尔、乍得和喀麦隆等地方。据世界气象组织称，1996中，共有30万病例。通过数天卫

星监测获取的气溶胶光学厚度研究发现，浮尘可以在空中游走很长距离，其对人类生存

环境的影响不可小视。

Sprigg教授首先列举了国际上比较典型的几个沙尘事件，分析了沙尘对人类身体健

康的影响，强调沙尘监测和研究的重要意义。同时，介绍了一种沙尘模型，指出基于

沙尘事件模型对沙尘进行模拟研究，可以有效地对已发生事件进行模拟重现，为未来决

策提供科学依据，如（Dust Regional Atmospheric Model）DREAM模型。该模型结合了

Modis沙尘数据，并利用基于卫星模型对模拟结果进行了验证。模型网格精度为2km，时

间周期为72小时。

Sprigg教授认为，利用遥感等技术对沙尘源的监测研究尤为重要。尘埃中物质和花

粉等有毒物质的运移参数都可以借助遥感手段结合模拟研究对其进行实时监测。通过对

德州的敖德萨等地区的观测资料和模拟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模拟结果能够很好

的反映实际观测结果。大量的模拟试验与观察资料的对比研究发现，结合遥感手段和模

拟研究将能够更好地对沙尘源进行监测研究及预报。 结合遥感资料和大气模型等跨学科

领域研究，可以为国家卫生组织的食品研制提供科学依据，进而促进公众健康的良好发

展。因此，加强综合监测技术，促进数字地球科学的发展，将对空气质量与公共健康领

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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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卫星系统的延续——为全球制图提供长久的数据源

 报告人：北京SPOT影像公司总经理 Hugues Pavie

SPOT卫星是法国空间研究中心（CNES）

研制的系列地球观测卫星，能够实现交向观测

获得较高的重复覆盖率和立体像对。近年来，

SPOT卫星的快速发展标志着卫星遥感技术发展

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北京视宝卫星图像有限公

司拥有丰富的卫星资源，是中法两国在空间领

域的地球观测方面成功合作的硕果，该公司是

由法国SPOT IMAGE公司和中国遥感卫星地面

站为本体的联营合资公司。视宝公司旗下拥有的卫星包括：SPOT1、SPOT2、SPOT3、

SPOT4和SPOT5，以及即将投入使用的SPOT6/7和PLEIADES等卫星。SPOT系列卫星传

输的影像具有从10米到2.5米的多种分辨率，可满足不同区域的应用需求。其中，SPOT5

于2001年底发射升空，2002年初正式运营，现在被广泛运用于对地观测，具有高空间分

辨率、高时间分辨力以及高精确度的特点。该卫星载有高分辨率几何装置（HRG）、植

被探测器（VEGETATION）以及高分辨率立体成像（HRS）装置，重访周期为5天，同时

可以获取120公里宽的全色和多光谱影像。SPOT5号卫星几乎能在同一时刻以同一辐射条

件获取立体像对，避免了像对间由于获取时间不同而存在的辐射差，大大提高了获取的

成功率，从而在制图、虚拟现实等许多领域能得到广泛的应用。 Hugues也对本公司即将

投入使用的两个新卫星，SPOT6及SPOT7进行了介绍。其中，SPOT6将于2012年发射，

SPOT7将于其后的第15个月发射。这两个卫星将拥有更加卓越的性能，获取的对地观测

数据，如地球自然资源及人类活动等信息，将能更有效地为措施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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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象到信息——发展数字地球的全空间数据解决方案

报告人：徕卡公司产品经理 Ruediger Wagner

随着空间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地球变

化及空间环境的探测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

视。作为整个地球、全方位的GIS与虚拟现实

技术及网络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数字地球科

学，在未来和知识经济社会中必将产生巨大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

的对象，数据获取和分析的过程经历了从对象

走向影像，从影像再走向信息，乃至最终的数字地球：从桌面走向世界，这正是数字地

球所赋予全空间解决方案的思想内涵。 从最早的航空摄影出发，行业应用对空间信息的

需求触发了新技术的快速发展，需要满足数据的快速获取、下载、地理纠正、自动航空

三角测量纠正以及直到最后的地理正射产品的形成，近几年来，完成这些过程的处理时

间在急剧下降，1200km²的正射图像的生产从2005年的200小时减到了2009年的40小时左

右，然后更大的挑战在于全球覆盖需要消耗大量的资金，全球每年陆地（1.48亿平方公

里）的高分辨率调查需要准备约250个ADS80 传感器，消耗每年6.25亿美元，因此高分辨

率卫星遥感成为其重要补充。在高分辨率地面信息的获取方面，MpiA激光雷达的采用也

使得经费减半而效率每两年增加一倍，可以说陆地激光雷达的采用实现了端到端的解决

方法，其应用领域得到了迅速发展。 在信息获取上，发展了快速变化监测技术、区带变

化检测和分类和便捷的地理要素收集和整理等，如何对某一区域环境在某一周期内的变

化信息进行有效分类，并提取某些地理特征，对其进行后期处理。最后报告提出从对象

到信息的转变——发展数字地球的全空间数据解决方案，报告集中论述基于地理空间商

业系统、网格数据和影像数据以及在线图像服务技术的数据全球共享分发。

最后，报告提出数字地球走向数据融合获取的思路，高度融合传感器数据、本地地

理特征数据、地理空间数据库和本地的无结构数据，实现数字地球的任意终端获取的可

能性，如个人电脑，PDA等。

75
学术活动

第
三
部
分



ISDE6

分会口头报告

76

ISDE6 执行报告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

学术活动

第
三
部
分



2009年9月10日
分会场主题：数字地球架构、模型及数据仓库

Digital Earth Frameworks，Models and Data Warehouse
联合主席：Gabor Remetey-Fülöpp and Yun Shao

空间数据协同模型

报告人：Harris Pedro，Department of Lands，Spatial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Australia，

NSW).

报告内容：

政府部门的决策往往需要综合考虑最新的多领域空间信息，然而集中维护和管理所

有数据是一项高成本工作，因此有必要构建国家级、省级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并提供空间

服务。为此，本文首先介绍了实现多学科与多数据库间的综合，然后描述了为数据到信

息转化提供支撑的三种空间数据协同和管理协作架构模式：宿主模式，异步协同模式以

及同步协同模式。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政府部门基于上述三种数据管理模式，组织开发

了空间信息交换与空间数据基础架构（SIX SDI）系统。最后，报告以2009年2月澳大利

亚维多利亚森林大火为例，详细介绍了SIX SDI的快速在线数据协同能力。

一个新的数字地球参考模型：基于球体的三维地球

系统网格（3DGES）
报告人：Lixin Wu，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 Change & Natural Disaster of MO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使用平面模型表现跨不同投影带或半球的中大尺度对象会导致数据裂缝、地理变形

和测量不精确等诸多问题。尽管球面离散网格数据模型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但是该模型

只限于表面建模，不能达到地球内部也不能延伸至地表外部。球体退化八叉树网格模型

（SDOG）可以外延和内缩至整个球体空间，并建立一种新的空间参考体系，为数字地

球和地球系统科学中构建三维的中、大尺度数据模型服务。它在表征跨不同投影带或半

球的对象方面优于现有数据模型。SDOG利用多尺度网格解决空间对象属性多层次性问

题；同时，利用更细尺度的网格表征更精细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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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空间网络基础设施：历史、现状和未来

报告人：Chaowei Yang，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s College of Science，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地理空间网络基础设施（GCI）指的是用地理空间准则构建起来的网络基础设施，

它改变了教育与研究方式。GCI的发展得益于近几年来地理信息科学、空间技术、计算

机网络与网络计算的发展，特别是基础设施、e-Research、e-Science的发展。报告回顾了

这些技术的发展历史、描述了现在的功能和应用，并展望了未来。与GIS改变地理空间科

学发展的方式类似，GCI在地理空间科学发展的方式上也做出了重大改进。GCI的发展将

给不同的地理空间信息科学领域和团体提供一个透明的平台，通过它可以更方便地收集

与分析数据、建立模型，从而更好地进行研究。

基于本体地理空间语义决策支持系统框架的发展

报告人：Chin-Te Jung，Department of Geography，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随着地理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包括GIS数据和功能网络服务在内的很多空间信息服

务逐渐兴起。尽管网络服务已解决了GIS数据的语法问题，但GIS语义问题仍是一个严峻

的挑战。在空间决策支持系统（SDSS）中寻找恰当数据进行不同地理空间决策分析时，

语义问题仍会发生。所以发现高效利用GIS数据并自动进行处理和分析的面向知识的地理

空间决策支持系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本研究着重于解决GIS网络服务的语义障碍，为

空间决策支持系统提供语义互操作的网络框架。这个框架主要由网络入口、本体、空间

数据架构和服务链中间件这四部分组成。

收集全球表面覆盖密度参考数据的协同工具

报告人：Christopher D. Elvidge，NOAA-NESDIS National Geophysical Data Center.

报告内容：

NOAA利用Google Earth中高分辨率彩色影像上的网格点，开发了基于网络的表面覆

盖类型模型界面。此系统允许分析者把网格点分布地贡献到通用数据库中。该系统的应

用与开发是基于全球1km2分辨率的灯光和人口数据的已建表面积密度估计的校正模型，

它可以收集数据并初步建立已有表面密度估计的校正模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基于网

络系统在需要收集各地区表面覆盖数据方面的研究和分析中将大有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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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主题：数字地球浏览器及全球虚拟与仿真（I）
Digital Earth Geobrowser，Virtual Global and Simulation (I)

联合主席：Tim Forsman and Jianhua Gong

采用先进显示技术进行环境数据的数字化展示

报告人：Peter S. Olech，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University of Kaiserslautern.

报告内容：

由于在信息处理和应用方面的不足，传统的工具在今天复杂的计划编制过程的应用

中受到了很大限制。传统工具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屏幕尺寸和分辨率的限制，难以在不

丢失上下文信息的情况下显示所有需要的信息。这使得单人用户工作站，不适合协作工

作。本研究构建了平铺的高分辨率显示墙，可以综合显示高分辨率的影像以及规划制定

者在日常分析及规划编制过程中所需的相关数据，从而能更好地提供规划与决策支持。

本研究使平铺的高分辨率显示系统应用成为可能，从而有利于加强空间认知，创造协同

工作环境和优化规划制定过程。

地球浏览器、全球虚拟和可视化分析在发展中国家环境安全中的应用

报告人：Giuseppe Conti，Fondazione Graphitech.

报告内容：

在发展中国家里，使用三维地球浏览，虚拟世界和可视化分析技术来支持突发事

件应急响应、人员分配和定位应急区域方面是非常有必要的。三维地球浏览器可以用来

支持在线灾难响应机构，既提供突发事件信息服务，向社会网络提供事件有关的最新信

息。这个方法的重要性和适用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如在发达国家中卡特里娜飓风的处

理，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洋海啸以及2005年巴基斯坦地震灾后处理。报告介绍了使用三

维地球浏览，虚拟世界和可视化分析技术，在发展中国家中进行脆弱性评估管理，人道

主义紧急状况处理和紧急情况后恢复方面的优势是非常显著的。

79
学术活动

第
三
部
分



SHASPA数据可视化框架智能共享空间和可持续发展

报告人：David Wortley，Serious Games Institute，Coventry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本研究探讨了将已应用于计算机游戏、虚拟世界、社会网络领域的用户显示技术

融合到支持可持续发展的3D可视化应用中的潜力，并重点讲述了SHASPA（智能共享空

间）这一概念和技术平台。SHASPA既是一个概念又是一个技术平台，旨在以整合的方

式，提高数据的可视化与共享，从而为更有效的环境物理管理和虚拟环境提供支持，并

将虚拟世界中技术的最佳属性引入到物理空间中。报告还探讨了为SHASPA应用而开发

的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属性和方法等技术提高数据可视化和过程管理的应用，最后还描

述了SHASPA的基础架构及其计划发展路线图。

增强公众对地球资源和气候事件理解的嵌入式数字地球可视化

报告人：Ka Chun Yu，Denver Museum of Nature & Science.

报告内容：

与过去传统耗时费力的传播途径相比，数字地球可视化技术丰富生动的三维表面

模型和资源分布模式带来了传播的高效性。数字地球可视化技术，从ArcGIS到Google 

Earth，允许整合复杂的数据，利用不同的数据集制作视觉丰富和引人注目的三维模型、

地表和地表资源分布格局。这些模型的渲染，让大众迅速了解了复杂的地理关系，若使

用传统媒体将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来解释。在丹佛自然与科学博物馆（DMNS）使用了

这样的可视化技术，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在身临其境的数字地球工具中，参观者能很

快地理解复杂的多尺度地理空间。

可测量的地下管线虚拟现实系统研究

报告人：Chunsen Zhang，College of Geometrics，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报告内容：

为实现采矿地下巷道可测量虚拟现实系统，本文研究了基于数字近景摄影测量技术

路线和试验步骤。首先结合应用横断面调查和数字近景摄影测量技术，即综合应用非测

量数码相机，电子全站仪，控制点带，获得地下横断面中心，确定摄影测量工作站和其

他细部点在矿山坐标系中的三维绝对坐标。此后，基于所获取的细部点坐标值构建地下

巷道表面的数字表面模型。根据图像与细部点的对应关系，利用数码相机所获取的真实

图像和重建的纹理结构，覆盖于地下巷道的数字表面模型之上就能够完成地下巷道可测

量虚拟现实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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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主题：数字地球及全球环境变化（I）
Digital Earth and Global Environment (I)

联合主席：Anthony Lewis and Ying Zhang

对地观测与人类以及环境安全：机遇与挑战

报告人：Ray A. Williamson，Secure World Foundation.

报告内容：

本文论述了地球对地观测系统在服务人类安全需求方面的作用，并探讨了现存的

一些向民众提供服务的障碍的解决办法，具体讨论的领域包括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

康安全、环境安全、社区安全、个人安全和政治安全等。例如，数据政策在推进或阻碍

服务传送的效率和及时性方面的作用，以及有时从数据采集到最终信息利用者间的过程

链断裂方面的作用。最后，本文介绍了在提供服务方面涉及到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重要

性，并研究了可使这个过程更有效的方式。

基于地理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湿地退化研究

报告人：Demin Zhou，Key Lab of Resources，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本文以红河国家自然保护区（HNNR）为研究区域，使用多种遥感光谱影像进行景

观分类制图和湿地生物量的测绘和制图。基于精细DEM（1∶10000）数据，结合运用水

分数字化分析技术和遥感影像解译的GIS空间分析，产生生物物理信息并应用现场测量

数据和历史统计数据对其进行验证，而后与时间影像相结合用于全面的沼泽湿地退化评

估。研究表明，由于HNNR被开垦成了牧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47.42%的沼泽湿地消

失，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沼泽湿地栖息地的适宜湿度已被破坏。此次应用数字地

球理论和技术的调查为有效地保护湿地资源，科学的进行生态监测，提出了一项有用的

研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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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中不定模式的自组织：理论与实现

报告人：Maxim Shoshany，Geo-Information Engineering，Faculty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报告内容：

本文研究了植被和土壤在抵御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自组织的空间机制、控制和过程

的相互关系等一系列的理论问题。使用分裂和聚合措施参数化补丁模式，沿着三个顺序

评价格局演变模式。文章重点研究两种自组织类型：1）涌现，例如斑块格局的演变是模

式相关环境，其中，以表面反照率变化为代表；2）相对自组织，是指补丁模式特征间的

关系。反照率与PPPS间关系的高度多样性以及沿气候横断面的不规则性，削减了涌现产

生功能的支持。另一方面，获得的相对自组织假设的经验支持暗示，在沿梯度变化最大

的地点，为了保持相似的格局演化模式，需要不同的机制一起发生作用。

城市化可持续发展中多传感器技术的发展

报告人：Ying Zhang，Canada Centre for Remote Sensing Earth Science Sector，Natural 

Resources Canada Ottawa.

报告内容：

城市化造成的路面变化是人类活动的足迹，是特定经济、人口和环境状况的反映。

大规模陆地变为城市用地，显著改变了当地环境和气候，进而直接或间接的引起区域、

国家甚至全球的变化。为了评价城市化对陆地表面产生的影响，有必要持续量化这些能

够表征城市化进程的陆地变量。遥感在城市化评估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Landsat、

Radarsat、SPOT以及快鸟等卫星的应用可以为地球上的大多数人口密集区域提供及时可

靠的高质量影像。本文以加拿大大湖流域城市以及中国太湖流域人口集聚地为研究区

域，利用多传感器数据对城市地表和结构进行信息解译并给出结果。

通过国家测绘机构来提高全球土地覆盖精度

报告人：Gegen Tana，Graduate Schools of Science，Chiba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由国家测绘组织制作的全球陆地覆盖（GLCNMO）是国际全球测绘指导委员会组

织（ISCGM）的全球测绘工程的产品。GLCNMO是空间分辨率为1km的全球陆地覆盖数

据，该数据是从2003年的MODIS的16天合成数据生成的。本研究首先进行了对GLCNMO

的准确性评估，采用的方法是分层随机取样，整体结果准确性是71.3%。随后研究通过

减少由分类方法造成的误差来改进提高GLCNMO的准确性。根据准确性评估结果，选

取常绿针叶林和针叶落叶林进行重新分类，选取10月16日的MODIS数据，并重新设置

NDVI模型。最后，通过将陆地真实数据与新分类结果进行对比，得到了准确度更高的

GLCN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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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主题：数字地球空间数据基础设施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 for Digital Earth
联合主席：Alessandro Annoni and Guojin He

SDI国际交换网络的最佳实践

报告人：Gabor Remetey-Fülöpp，HUNAGI.

报告内容：

在局部、区域和全球层级共享地理信息（GI）和相关基础设施，对下一代数字地球

可视化的应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欧洲eSDI-Net+项目强调了数字地球群体的两个领

域：1）多层次网络与最佳经验交流，开发应用算法评估eSDI-Net+项目在欧洲区域的效

果，促进多文化和多语言获取，开发与制作GI的研究；2）通过促进SDIs地理信息的获取

与重用，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意识的培养和传播。最后以匈牙利为例说明了欧洲eSDI-Net+

框架的国家级收益，说明其在不同的应用领域，如当地政府、交通、生态保护、保障公

众健康以及区域发展和农业政策支持方面的作用。

未来十年澳大利亚的空间能力

报告人：Peter Woodgate，CRC for Spatial Information，University of Melbourne.

报告内容： 

澳大利亚最近制定了其空间信息产业发展的战略“空间开发澳大利亚”。它包括三

个基本研究项目和一个集成的应用计划。研究计划包括：1）“定位”，支撑一个连续运

行参考站（CORS）的全框架，最终使所有澳大利亚大陆能够获得基于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的实时精确定位服务；2）“自动生成空间信息”的多源遥感复杂处理技术；3）“空间

基础设施”有助于形成一个澳大利亚空间市场发展的基础；4）“应用”，以支持卫生、

国防安全、能源和公用事业、城市发展以及农业、自然资源、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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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当前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展望新一代数字地球

报告人：Craglia Max，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s Unit，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ility，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

报告内容：

目前，欧洲正在开展一个 1 0年发展计划——“欧洲空间数据基础建设”

（INSPIRE），该计划在27个主权国家以23种语言和34个主题的核心数据进行运转。这

种尝试正在挑战现行标准和技术极限，使得政治经济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显得更为重要。

本文阐述了INSPIRE建设的进程及工作方式方法，同时探讨了目前遇到的问题与解决方

法。最后还指明，为开发新一代数字地球，有必要在通道技术的相关关键领域、数据分

析和可视化、服务描述和链接数量等方面进行新方法和新应用的研究。

自然灾害管理空间信息概念模型研究

报告人：Yong Tu，Digital Earth Studio，Peking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5月12日汶川地震的反应是一个有效空间信息和高效灾害管理相关技术得到广泛利用

的实例。震后大量的地理空间信息得到收集，不同的地理空间信息系统也都得到建立以

提供监测和服务。灾害管理问题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妥善管理并提供可靠、准确和最新的

空间信息。本文重新评估了空间数据基础设施（SDI）作为空间数据管理的倡议，认为其

可以通过提供空间数据管理增强灾害管理。 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具体涉及的领域，在技术

方面为地理空间信息服务、地理空间框架数据、网络和标准；在非技术方面也应考虑与

合作伙伴的关系、协调方案、法律和政策。

空间信息的多层网络部署模型

报告人：Brian A Hope，Department of Lands，Spatial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Australia，NSW).

报告内容：

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空间信息管理已成为地理信息系统（GIS）的主宰，这些系

统使昂贵的台式机系统能够进行复杂的地理空间处理和分析。随着网络技术和性能的不

断发展，空间信息现在已经大量出现在空间定位网站、手持设备和地图导航系统中。本

文介绍了一个网络部署模型，用来集成基于网络的可视化空间信息。该模型将空间信息

进行分类，提供了图像共享服务，同时支持协作出版和不同的数据集整合。该模型已经

被实现，并作为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的空间信息交换的一个共同框架，加强对机构发布和

消费空间数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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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主题：数字地球中的对地观测

Earth Observation for Digital Earth
联合主席：Bing Zhang and Claudia Kuenzer

FP7欧洲委员会支撑对地观测研究规划

报告人 ：Beroud Florence，European Commission，Directorate-General for Research.

报告内容：

欧洲委员会的研究框架计划包括2007年以来支持全球对地观测系统（GEOSS）发展

需要的支撑研究活动和相应的特定子活动。报告介绍了第七框架（FP7）计划合作方案

（2007至2013年），已经取得的进展和正在由地球观测（EO）子活动资助的活动项目。

此报告重点是所有与数字地球倡议最相关的资助项目，通过欧洲共同体研究框架计划，

欧洲的研究人员都表示支持数字地球倡议。FP7的其他活动和计划也同样在欧盟与欧洲成

员国计划资助下进行着。

综合成像与GIS方法

报告人：Jordon Lawrie，ESRI Company.  

报告内容：

介绍了GIS在各个方面的应用及其对我们生活的改变，并给出了GIS应用价值的例

证。GIS的核心是成像系统，报告给出了成像过程的演变历史，展示了GIS的发展过程。

最后，报告介绍了将GIS与成像整合为一个整体信息系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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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极化干涉对中国西部冰川进行研究

报告人 ：Zhen Li，Center for Earth Observation and Digital Earth，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报告内容：

冰川是气候、水文观测中的要素，对于中国西部而言更为重要，其中遥感手段在冰

川检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SAR系统在对地表观测中具有重要作用，它不受任何云

团条件的影响。特别是SAR的干涉测量和偏振手段为一些冰川活动调查的有利工具，例

如为冰川边界提取、测量冰川运动等提供了有利支持。该报告介绍了利用Envisat/ASAR 

图像提取冰川散射强度，利用ASAR和PALSAR的重复轨道数据提取相干系数，利用SAR

干涉进行大陆性冰川，海洋性冰川等三种不同类型冰川的移动反演等实际操作案例。

全球对地观测系统中的数据的充分公开系统（GEOSS）
——实施GEOSS数据共享原理

报告人 ：Paul f. Uhlir，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报告内容：

全面公开的获取遥感平台和其他来源的科学数据不仅可以促进科学研究，而且可以

更广泛和有效地造福社会。全球对地观测系统（GEOSS）是对地观测小组（GEO）的

一项主要国际倡议，旨在发展“全面的可协调与可持续的对地观测和信息”。2005年，

GEO通过了GEOSS的数据共享原则，呼吁在GEOSS内充分公开交换数据、元数据和产

品，并确认了有关国际文书、国家政策和法律。这些原则还指出：“所有共享数据、元

数据和产品将在最短的时间内和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从原则上有力地支持了科研工作

的开展。

有关湄公河（澜沧江）水系的信息系统

报告人 ：Claudia Kuenzer，DFD of DLR，German Remote Sensing Data Centre of German 

Aerospace Centre.

报告内容：

湄公河（澜沧江）三角洲可持续发展水资源信息系统，是在在线WISDOM（www.

wisdom.caf.dlr.de，德国最大的综合水资源管理项目）资讯系统中建立的一个数据基础

设施，它允许跨学科项目的各个研究领域的数据集成。这是从遥感和地球观测所得的增

值空间数据产品，包括各种水文和水文模型、水质分析、社会经济发展和信息技术。该

系统包括了空间数据基础设施与开源软件组件的设计，其目的重点在于加速不同学科的

新生成数据的约束融合，特别是满足越南政府、规划机构和省级水利机构用户提出的要

求。结果证明该系统提供了面向用户的分析和查询界面，满足了资源管理领域的可持续

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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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主题：国际数字地球学报专场

Special Session F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Earth
联合主席：John van Genderen and Christina Low

《数字地球国际期刊》的介绍

报告人：John van Genderen，Department of Earth Observation Science，ITC.

报告内容：

《国际数字地球学报》创刊于2008年3月，是国际数字地球学会的会刊，由数字地

球学会（ISDE）与英国著名的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共同出版发行。这个发行仅一年

半的期刊迅速得到了国际学术同行的认可，被收录为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和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的检索期刊。报告介绍了《国际数字地球学报》创

建，发展，并很快得到广泛认可的过程。

Taylor & Francis简介

报告人：Christina Low，Edito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报告内容：

报告首先介绍了Taylor & Francis：Taylor & Francis是国际知名的学术出版商，在学

术性刊物出版方面具有引领潮流的指标性权威，共有期刊1200多种，图书近1800种，涉

及数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工程技术、计算机科学、经济管理、法

律、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等领域。然后详细介绍了Taylor & Francis的官方网站，以及如

何向Taylor & Francis投稿，且重点介绍了其官方网站中的投稿系统的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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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为国际期刊撰写学术文章

报告人：Cracknell Auther，University of Dundee.

报告内容：

报告介绍了大量文章的例子以说明怎样能更好地撰写学术文章。并指出要写好学

术文章，需要明确地回答以下问题：这篇文章是关于什么的？主要的观点是什么？研究

方法是什么？支持证据是什么？从哪里获得这些资源（一手的、二手的）？如何开展研

究？对知识体系有何贡献？文章的读者有哪些人？要花多长时间来完成这篇文章？要与

谁合作/征求谁的意见与建议？要投稿的目标期刊是什么？在纸上记下任何想法、关键

词、信息和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许当时不能对以上所有问题进行回答，但是可以将

其作为一个技巧加以利用。

分会场主题：全球变化研究数据服务基础设施（I）
Data Service Infrastructure for Global Change Research (I)

联合主席：Chuang Liu and Nordin Hasan

国际科学协会理事会在全球变化方面的研究

——在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新视角和战略框架

报告人：Mohd. Nordin Hasan，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

报告内容：

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成立于1931年，包括116个成员，代表着136个国家。ICSU

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进行规划与协调研究，特别是对于那些需要不同领域间科学家相互

合作的主题。ICSU的决定性贡献主要体现在提出待解决的科学问题，并推进不同组织

间在全球变化的问题研究上达成共识。本报告着重介绍了自1962年开始已经成功进行的

一系列大气、环境及气候方面全球气候变化演化项目，还描述了地球系统研究方面的背

景、目前状态与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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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和服务工作组的行动与空间数据服务在全球变化中的贡献

报告人：Dingsheng Liu，Center for Earth Observation and Digital Earth，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报告内容：

信息系统和服务工作组（WGISS）是国际卫星对地观测委员会三大分支组织之一，

它负责管理并向全球用户提供数据支持。WGISS的目的是向全球、区域和本地用户提

供更有效地利用卫星对地观测数据的手段，增加数据信息服务的可操作性和互联性。

WGISS为全球变化研究提供元数据和全球变化研究数据服务，开发了更易于进行元数据

访问和数据诊断工具的门户，为GEO服务提供技术支持。其具体研究体现在目录服务、

存档数据服务以及应用服务三个方面。

亚太地区网络与全球变化

报告人：Linda Anne Stevenson，Secretariat of the Asia-Pacific Network.

报告内容：

亚太地区网络（APN）成立于1996年，是一个由21个成员国组成的政府合作组织，

旨在推动亚太地区的全球变化研究。其为科学研究与活动建设提供经费支持，以加强科

学与政策的交流。APN在对地观测领域的行动包括：于2005年与2006年召开的两次研讨

会；评估在亚太地区建立对地观测与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必要性；评估APN在该项目中

的地位。APN在全球变化研究中有一个项目，其目的是共享与提高在中国、巴基斯坦、

泰国、尼泊尔和菲律宾进行干旱监测的能力；在亚洲国家之间建立干旱监测网络；在相

关国家建立干旱早期预警系统。

全球对地观测系统数据完全访问与公开：

全球对地观测系统数据共享政策的实施

报告人：Paul F. Uhlir，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报告内容：

本报告重点介绍了全球对地观测数据共享政策（GEOSS）。GEOSS是一个全球分布

系统，包括卫星观测系统、全球网络系统和地方网络系统三个子系统，它的目的是为全

球范围的数据信息提供者与接收者提供便利。已通过的GEO数据共享策略包括：在相关

国际与国家性的策略允许的范围内、在GEOSS范围内所有元数据和产品完全共享；所有

的共享数据、元数据和产品以最快的速度以及最低的费用提供给使用者。本报告回顾了

2006至2008年的行动，详细介绍了期间制定的八条数据基本指导方针，并且阐述了2009

至2010年的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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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主题：基于网络的数字地球服务

Web Based Service for Digital Earth
联合主席：Giuseppe Vilardo and Chaowei Yang 

建筑三维导航的网络原型应用

报告人：Manfred Ehlers，Institute for Geoinformatics and Remote Sensing，University of 

Osnabruck.

报告内容：

现今的GIS导航系统主要让用户在初始地点与目标地点之间的二维平面上进行导

航。该报告主要描述了利用开源软件（OSS）建立了大学校园内基于网络的建筑三维导

航系统。此系统具有互操作强的优势，它能够整合和扩展不同系统组成。报告详细介绍

了该系统的数据模型概念，创建模型的过程以及怎样将存储在dxf文件（一种向量描述文

件）中的数据转移到这个系统的架构中。该报告还讨论了架构内不同原型组之间的互操

作性，最后给出了一个可以通过标准网络浏览器进行操作的简单的界面定制工具。

利用数字地球真实场景模型创造台湾在线旅游景点指南

报告人：Yea-Chung Ding，Digital Earth Research Center，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近年来很多自然公园已经引入了线上可视化导游，通过这个系统游客可以查询到所

需的旅游信息。大部分虚拟旅游网站都是已有地点的仿真，通常是由全景图片、链接的

视频图片和真实场景的虚拟模型。利用现代数字地球技术，比如高分辨率卫星图片、精

确GPS定位和强大的三维Web GIS，从而有可能创建更多的真实场景模型来反映地形细节

和人工建筑。该报告列举了如何创建线上“金瓜石黄金生态公园”的真实导游实例：它

使用高分辨率的Formosat2卫星数据和航空数据以及由DTM创建高度仿真的地形，并利

用3DMAX进行人工建筑物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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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CityGML与X3D技术的在线三维城市可视化框架

报告人：Bo Mao，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KTH.

报告内容：

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基于CityGML与X3D的新型框架用来支持在线三维城市模型

的可视化。在建议的框架中，一个工作流程被建立：首先使用一个开源Java应用程序接

口Citygml4j解析CityGML文件获得城市建模信息；然后，基于报告提出的算法来产生城

市模型的X3D格式，它所代表的三维城市模型能根据细节层次的改变产生动态变化。最

后可以使用Java applet插件或其他X3D可视器在网络上显示X3D格式的三维城市场景，其

中Java applet插件是通过Xj3D工具包来创建的。初步实验表明此框架能正确高效地在线呈

现三维城市模型。

基于网络的坎帕尼亚地区（意大利）自然灾害缓解系统的开发

报告人：G. Vilardo，Istituto Nazionale di Geofisica e Vulcanologia – Osservatorio Vesuviano.

报告内容：

为了确保高自然灾害区域的地理信息的高效管理和迅速传播，并且为了支持国家文

化保护委员会（DPC）和加强地方部门灾害预防的决策支持系统，报告介绍了一个区域

尺度上的针对科学技术数据生产和分发的基于网络的信息系统。WEB-GIS是非常有前途

的开放地理信息系统协会（OGC）标准，它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地球物理模型和地形模型

的感知器，它允许不同数据源的大数据量交互，是进行坎帕尼亚地区（意大利）地理灾

害分析的有利工具。WEB-GIS系统把定量和定性的因素联合起来，是面向多用户的多参

数信息传播的工具，报告显示用它来进行灾害评价和决策是高效的。

加速地理空间信息服务的GeoBrain BPELPower工作流引擎

报告人：Liping Di，George Mason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数字地球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使科学家、决策者和普通大众得到期望的地理空间

信息。不同的用户群体对地理空间信息的需求不同，这个问题可通过定制化的地理空间

网络服务工作流技术来解决。只要原始数据和相应的格式处理方式可行，地理空间信息

就可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一系列的地理空间操作而得到。这个过程就是地理空间领域专

家从原始数据产生用户所需信息的过程。George Mason大学发展的GeoBrain地理网络服

务系统是一个抽象工作流和可视化产品，该系统采用的工作流引擎BPELPower是标准的

BPEL引擎，为更多的用户群体提供地理空间信息带来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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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的动态地块分割和网络调整

报告人：Abdullah Hisam Omar，Deptartment of Geomatic Engineering，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laysia.

报告内容：

CCS使得严格网络调整技术得到应用，因此可以定义每一个地籍边界标识的坐标和

相应信息。为了调整大的地籍网络，首先将要调整地块分割，把一个大的网络分成一系

列的可处理的小块，然后单独处理每个小块，并基于块间互操作将这些小块重新组合。

这个过程是需要人工操作完成的。动态分割可提供地块的自动选择，而自动调整将有助

于连续的坐标更新（通过网络自动对地面观测数据和大型地籍网络，运用分割法进行调

整），使得线上数据处理和分析成为可能。

分会场主题：数字地球浏览器及全球虚拟与仿真（II）
Digital Earth Geobrowser，Virtual Global and Simulation (II)

联合主席：David Wortley and Ya Chun Yu

考虑应用逻辑和可扩展性的环境认知地学可视化：

一种新的智能GeoWeb的架构和机制

报告人：Xuelin He，Department of Civil，Environmental & Geomatics Engineering，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报告内容：

目前的地理可视化技术结构仍然是传统的KML数据浏览器的模式，它是一个被包

装在离散时间点上的静态快照的信息编码格式。在现实世界中，时空对象具有特定的语

义、应用逻辑和业务规则。当相应的数据被集成或进行可视化处理时，这些语义规则需

要被考虑和执行。不过目前的浏览器架构没有一个有效的方法来执行这种应用。本文提

出了一个新的DKML机制，根据该机制，包含编程脚本的嵌入式KML文件能够实现应用

逻辑、控制条件和上下文感知等功能；可以实现智能的、可控的和嵌入应用逻辑的地理

可视化；还为地球浏览器提供了可灵活扩展的自定义DKML支持。

92

ISDE6 执行报告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

学术活动

第
三
部
分



一种从多个在线高阶函数数据集创建数据和数字

地球平台可视化的通用工具

报告人：Christian A. Pape，Potsdam Institute for Climate Impact Research.

报告内容：

基于空间报告单元的数据越来越多地在网上共享，目前缺乏统一的合成新数据集的

平台。报告提出了一个数据获取工作流程的网络平台开放源码原型，其目的是取代电子

表格软件或地理信息系统，实现信息的筛选和搜索，以减轻频繁、费时的任务负担。该

平台实现了通过Levenshtein距离计算的数据融合，提供了一个同义词数据库和统一的命

名方案来进行模式搜索。最后，报告举出了一个实例，展示了一套整合网络共享温室气

体排放数据，计算和提取信息，并在网络上进行可视化显示的典型流程。

“数字北海道”——一种支持北海道可持续发展的地理空间信息系统

报告人：Sei-Ichi Saitoh，Digital Hokkaido Community，Graduate School of Fisheries 

Sciences，Hokkaido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非营利性组织“数字北海道共同体”（DHC）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收集、归档、更

新和分发北海道及周围岛屿的陆地和海洋环境资源信息。2008年，DHC开始推动被称为

“数字北海道”的地理空间信息系统的发展。该系统专门用于促进提高北海道地区的生

活水平，其独特之处是结合陆地和海洋的地理信息来分析陆海相互作用。DHC在数据获

取与分发上开发了新的软件工具，该工具采用数据重新整理的方法来提取可用信息。报

告中通过实例展示了一个协作提取信息的过程。

利用地理空间语义网络技术的空间数据发现与集成

报告人：Chuanrong Zhang，Department of Geography，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报告内容：

当前，许多地理数据库是由不同机构开发的，它们具有不同的数据模型和数据库存

储结构。因此，如果没有数据格式转换，这些系统将无法进行数据交换。该报告提出了

一种语义网络的地理空间框架，以支持语义级数据的互操作。该框架基于本体语言OWL

的扩展语义构建，所以不仅能够使数据通过标准接口进行互操作，也解决了语义异构空

间数据共享的问题。该框架融合了不同格式的地理空间信息网络服务，可以使用不同来

源的资料，涵盖了从简单的网络检索服务到复杂的基于知识的自动推理网络服务等，因

而具有很好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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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世界建模——挑战，机遇与进展

报告人：Tamrat Belayneh，Environmental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

报告内容：

从具有许多既定规则和惯例的传统二维地图到更接近现实的球形模型，世界建模有

各种形式与模式。随着计算机图形学与计算资源的发展，模拟一个数字交互式三维地球

变得更加可能和可行。该报告介绍了ESRI公司开发的一个数字地球三维可视化系统，并

对此系统的建模能力进行了详细分析，还讨论了其数据分发与消费模式。本系统提出了

基于工作流的软件设计解决方案，以减轻以前所面临的一些系统挑战。最后，报告前瞻

性地评价了该系统在地理科学进展，特别是数字地球建模发展中的地位。

三维地形景观模拟的透视投影变换

报告人：Di Wu，Department of Hydrograph & Cartography，Dalian Naval Academy.

报告内容：

透视投影变换是地形三维显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报告对透视投影变换进行了分

析，并提出了一种新的简单的透视投影变换模型。通过这种坐标转换系统所获得的预处

理变换矩阵可以被有效地利用在理论和实践中。该透视投影变换针对编程的需要进行了

简化，不同观察点得到的图像可以通过该转换系统很方便地进行投影。最后报告还给出

了海上三维地形仿真模型的一个应用与显示系统实例。

分会场主题：数字地球及全球环境变化（II）
Digital Earth and Global Environment (II)
联合主席：Wayne Walsh and Liming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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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气象时间序列数据和MODIS植被指数进行粉尘空间

分布插值的研究

报告人：Xihua Yang，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Climate Change & Water NSW.

报告内容：

本研究旨在评估合适的插值级数，用来估计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上空的粉尘浓

度。本研究对五个插值级数进行了比较，并选用了ANUSPLN插值方法生成特定的脚本文

件，使插值过程在GIS环境下自动运行。同时，从MODIS时间序列卫星影像以及诸如风

速、降雨和蒸发量等气象数据中得到正规化粉尘差异指数NDDI，进而将NDDI用于插值

过程中，最终形成近十年来的月、季和年尺度上的时间序列粉尘浓度图。使用空间插值

级数生成有意义的信息以及图像有助于管理者做出减少风蚀的最好决策。

数字土地覆盖和土地覆盖变化：机遇与挑战

报告人：Limin Yang，Visiting Scientist USGS.

报告内容：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们在利用遥感数据发展全球和大洲尺度的陆面覆盖及其

变化方面做出了若干重大努力，但是现在仍然不能得到高时空分辨率的全球陆地覆盖及

其变化数据集，而这样的数据集在理解陆地生态系统的状况和变化趋势方面有着重要意

义。最近，能够公开访问到Landsat长期数据存档为这方面研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

会。本研究提出了使用Landsat数据发展高分辨率全球陆地覆盖和陆地覆盖数据集的基本

概念和关键点，提出了相应的预处理方法、变化监测算法、验证策略等方法支持Landsat

数据在构建这一数据集上的应用。

利用AVHRR 红外数据来实时探测火山火点

报告人：Valerio Lombardo，Istituto Nazionale Geofisica e Vulcanologia.  

报告内容：

AVHRR红外数据可以实时识别意大利活火山的热异常，而AVHotRR是一款使用该

数据检测岩浆流和积液率的新软件。AVHotRR使用检测火山热点的增强算法，并根据识

别到的热点目标来分析潜在活动的岩浆流。如果有喷发迹象，该软件会根据邮件列表自

动向在火山监测范围内活动的人们发送警报信息。AVHotRR提供了一个IDL下的图形界

面，使用了由ENVI环境提供的很多图像管理和处理例程。该软件可以产生火山喷发最新

的热通量图像和监测正在运动的岩浆流的积液率，并以hdf和xml格式输出，便于直接输

出到GIS应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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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监测若尔盖湿地的土地利用及其覆盖变化

报告人：Guangyin Hu，Key Laboratory of Desert and Desertification Cold and Arid Regions 

Environmental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报告内容：

若尔盖湿地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海拔高，气候寒冷，是一个脆弱地带。因

而，成为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研究的一个热点。本研究在RS和GIS技术的支持下，使

用1975年的MSS影像和2005年的TM影像来监测这个区域的LUCC。结果表明，这个区

域的生态环境从1975年到2005年大大退化。在这三十年中，沼泽地从5308.35km2减少为

4980.08km2，沙地则从111.62km2扩张为137.03km2等。报告中引用了很多数据说明若尔盖

湿地生态环境退化是由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造成的，其中人类活动是造成若尔盖湿

地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的主要原因。

基于DMSP/OLS夜间图像的稳定光源评价

报告人：Husi Letu，Graduate School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iba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该报告使用1999年的国防气象卫星计划的实用扫描系统（DMSP/OLS）的夜间影

像。去除云和时间噪声（二者受阳光、月光或者是火和渔船的临时光影响）等随机噪声

后，从中提取人类居住地的稳定光源影像。为了测定提取出来的稳定光影响的准确性，

我们将它与一幅10天的DMSP/OLS的合成影像进行对比，确定了稳定光影像中去除随机

噪声和时间噪声的能力。另外，通过将Hara制作建筑面积率数据与稳定光影像进行对

比，结果显示，稳定光影像几乎完全消除了各种噪音的影像，非常准确地提取了稳定光

源的图像。

地球体积的长期变化

报告人：Ekaterina V. Ivanova，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报告内容：

报告研究了卫星对地球半径长期变化的观测数据，并以斜率3.1mm/s和随机波动组成

的趋势线来表现这种变化。随机波动是由通过特定的数学方法得到的一行瞬间时间呈现

的，并基于共变函数推断得到最长的共变时间是84天，这被视为海平面的调整时间。另

外，通过随机波动转变消除调整过程带来的对信号平滑的影响，并将转换后的信号与相

同时间间隔的地震规律进行比较，发现当地震的级数高于7.3级，即达到海啸地震的震级

水平时，二者具有相同的频率，相关系数达到0.97。因此，我们认为地球半径增大的过

程与震级大于7.3级的地震具有相同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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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主题：数字地球虚拟环境

Virtual Environment for Digital Earth 
联合主席：Ifan D H Shepherd and Hui Lin 

探索虚拟地理实验

报告人：Jianhua Gong，State Key Laboratory of Remote Sensing Science，Institute of 

Remote Sensing Application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报告内容：

实验地理学是地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本报告是在网络和虚拟现实技术的支持

下，研究虚拟地理实验的理论和设计，并提出虚拟地理实验的系统要求和框架。虚拟地

理实验可以在厅室系统的工作室集成设计中进行空间准则识别和知识发现。在模拟辽宁

省浑河洪水的案例中，建立了一个协同虚拟地理实验环境，并从实验的操控性、实验规

模、协同作用、成本和重用性等方面评估了实验。最终得出结论，即虚拟地理实验可以

弥补现场试验和物理模型试验的不足，并能对探索和处理地理问题提供有效支持。

设计VGEs表达——视频游戏的事例

报告人：Shepherd Ifan D H，Middlesex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当代虚拟（VGEs）地理环境，仍然以两个用户约定为主：目视解译，与空间分析

和建模。本报告认为，VGEs也应该支持第三种形式，我们称为经验约定。本文概述了经

验约定的框架，将其与各种知识查询和学习方法结合，并确定对虚拟地理环境用户的用

途。报告确定了一些使经验约定在地理空间系统可行的因素，特别是适宜性的概念。当

代许多视频游戏，通常出现在空间环境中利用适宜性来支持经验约定。通过深入与电玩

设计师访谈调查的结果确定有效的适宜性设计的几个原则，并给出如何在VGEs中建立适

宜性以支持经验约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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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VGE协同模拟的应急响应实施

报告人：Bingli Xu，Institute of Space and Earth Information Science，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报告内容：

该报告介绍了采用CVGE思想开发的一个加快应急反应的原型仿真系统。报告给出

了CVGE框架的定义，并对框架的关键问题进行了研究。根据以往的实例，报告设计了

一个场景来测试该原型仿真系统的可行性和效率。该场景假设香港岛附近发生了一个沉

船事故，它散射出了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粒子。为了应对这一紧急情况在地理位置上分散

的3个部门：香港天文台（HKO），香港环境保护署（EPD）和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

所（ISEIS）协作进行分布式仿真，找出了可吸入颗粒物分布，模拟结果将被用于支持居

民撤离的决定。为了减少模型计算时间，设计了基于PC集群的并行算法。

将建筑遗产移植到一个历史的虚拟地理环境：京町屋调查和虚拟京都

报告人：Yano Keiji，Deptartment of Geography，Ritsumeikan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虚拟京都是一个历史虚拟地理环境，目的是重建和可视化城市的历史景观。报告

利用切片技术实现三维建模，从各种地理参照历史资料和京都实地调查获得的新的地理

空间信息，结合地理信息系统，虚拟现实和互联网传播创建了这样一个虚拟环境。在京

都，仍然有大量的房屋和历史建筑物，如寺庙、神社、传统木排屋等。为了保护这些重

要的历史建筑，京都市政府采取了诸如2007新京都景观政策等若干措施。报告阐明了如

何将目前实地调查的结果加到虚拟京都项目，以虚拟城市景观的变化，帮助政府决策。

基于3D虚拟世界技术的真实地形可视化

报告人：Fengru Huang，Institute of Space and Earth Information Science，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报告内容：

网络、图形处理和虚拟世界等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对虚拟地理环境，特别是地理可

视化和协作，提供了新的挑战和机遇。为了实现有意义的空间设施，我们需要探索和了

解这些技术如何用于构造虚拟地理环境并帮助地理研究工作的开展。该报告介绍了虚拟

世界和虚拟地理环境的概念和技术，探索了集成真实地形和基于SL/OpenSim虚拟世界的

技术。逼真的三维地形可视化是地球景观和地理环境砂箱模型的建设基础，报告对真实

地形与三维地形可视化的相互作用和地理信息协作的能力进行了探讨，并在虚拟环境中

真实地形可视化的基础上，开发了进一步的虚拟地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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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流域信息共享的模型构建

报告人：Hanwei Xu，Department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Nanjing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数字流域相关信息包括各种水资源信息，流域和其他相应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这

些数据分布在不同的行政部门，具有数量庞大、异构和多尺度的特征；因此使用原始数

据复制的方法构建统一的数字流域很难取得大的进展。该报告分析了数字流域信息共享

模式，研究了使用现代技术实现流域信息共享的可能性。报告提出了一个使用分布式数

据库和网络服务应用程序接口的具体进程，并给出了一个实验，使用秦淮河流域数据的

数字流域信息共享来验证本文提出方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分会场主题：数字海洋

Digital Ocean 
联合主席：Homayoun Khoashravan and Danling Tang  

高分辨率海洋表面风速的空基激光雷达测量及其应用

报告人 ：Gary Gibson，NASA Langley Research Center.

报告内容：

CALIPSO卫星的主要任务目标是研究云和大气气溶胶对气候的影响，它也收集如土

地和海洋表面等地球气候系统其他部分的信息。使用CALIPSO激光雷达测量与AMSR-E

微波辐射计测量相结合进行海洋地面风速估计，能够检测海洋地表电波均方坡度和海洋

地面风速度之间的联系，其原理是海洋表面激光雷达散射主要是由表面激光束镜面反射

组成，随着风速的增加，表面变得崎岖不平，激光雷达散射强度随风能增加而降低。将

这种简单的关系应用到CALIPSO卫星激光雷达测量，对三年（2006年6月至2009年6月）

的时间序列进行了全球海面风速的反演。

99
学术活动

第
三
部
分



根据台湾水域海岸线渔业数据分析鱼群结构的长期变化

报告人：Hsueh-Jung Lu，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Biology and Fisheries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如同世界其他海洋生态系统，台湾近海鱼类群落已受到数十年的人类捕鱼活动影

响，而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可能对鱼群产生了其他影响。为了了解气候变化对沿海渔业

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该报告融合了国土数据库（1963至2005）和沿海水域海洋表面温

度数据，计算出平均营养级（MTL），捕鱼平衡（FIB）和季节性指数（SI），显示了鱼

类群落在台湾沿海水域的长期结构性变化。结果表明持续增加的海水表面温度（SST）

造成了季节性的捕捞数量居高；台湾沿海渔业资源利用的不平衡，高营养价值的大型鱼

类逐渐减少，使平均MTL下降率高于大陆架的世界平均速度。

东南阿拉伯海年际变化：观测与模拟

报告人：V v Gopalakrishna，National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Physical Oceanography 

Division.

报告内容：

东南阿拉伯海（SEAS），在印度洋暖池西部边缘位置，在夏季季风季节有世界海

洋最高的表层海水温度，是该区域气候系统的关键地区。因此，SEAS被猜测在亚洲夏

季季风系统的运转发挥着重要作用。2002年5月到2009年4月期间，利用每两周测量一次

的XBT断面数据，作为阿拉伯海季风试验的一部分，记录了在冬季和夏季季风季节变化

上近地表温度反演年度变化。报告分析了SEAS200米以上的热分层变化时间谱，发现一

些季节循环的关键参数如SST、温跃层深度和混合层深度与现有文献保持一致。报告表

明，总体变化与线性物理学一致，与由沿海内波驱动的温跃层垂直运动一致。

利用空基激光雷达测量海洋和大气的研究

报告人：Yongxiang Hu，NASA Langley Research Center.

报告内容：

CALIPSO卫星的主要任务目标是研究云和大气气溶胶对气候的影响，它也收集，如

土地和海洋表面等地球气候系统其他部分的信息。报告总结CALIPSO激光雷达剖面对气

溶胶和云的研究，还重点介绍了几个根据空基激光雷达测量进行海洋研究的初步结果。

其中一个是使用晴空CALIPSO卫星1064nm海洋表面散射计进行海洋表面的风速研究；另

一个是对海气传输速度的观测。针对通过海洋表面闪烁、水的密度波动和气溶胶的后向

散射很难极化的问题，CALIPSO卫星提供了532nm波长的垂直极化测量装置直接观测水

中的浮游植物散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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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卫星测高资料透视日本海域飞行乌贼渔场

报告人：Kapshiter A.V.，Pacific Research Fisheries Centre.

报告内容：

日本飞行乌贼是在日本海开放和沿海水域的远洋自游生物中最丰富的物种，每年的6

月至11月它在俄罗斯EEZ水域出现，其中7月至10月是捕鱼期，不过它的出现比较分散。

所以为了发展乌贼捕捞业，开发搜索渔场的新方法是必要的。该报告基于2003年夏秋期

间的日常乌贼捕捞数量和由卫星高度计获得的海面高度数据分析了在日本海俄罗斯水

域的日本飞行乌贼渔场和水动力的关系。研究发现乌贼鱼的捕捞量与SSH值异常存在关

系，在-4.2至5.7厘米的范围内存在捕捞，从-2至4厘米处出现高捕捞量，最大值出现在弱

阳性和不断增长的SSH异常处。

分会场主题：“拯救星球行动”对数字地球的贡献

Planet Action Contribution to Digital Earth
联合主席：Louis-Francois Guerre and Jianbo Liu  

行星行动倡议：地球观测和地理信息系统社区抗击气候危机

报告人：Louis-Francois Guerre，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Department，Spot Image.

报告内容：

“拯救星球行动”是在2007年6月举办的第5届国际数字地球研讨会上提出的，其目

的在于鼓励对地观测机构及地理信息专业团体支持、帮助和处理全球气候变化的相关问

题。视宝公司将免费提供20多年来搜集到的全球卫星影像数据，以支持与研究气候变化

和全球变暖的相关研究项目。该行动的合作伙伴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ESRI、Infoterra等机构与企业，其支持的研究项目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人类活动及聚

居地问题，干旱、沙漠化及水资源问题，植被、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海洋和冰雪覆

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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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东维萨亚群岛通过气候变化预报减轻洪涝灾害风险的影响

报告人：Neussner Olaf，German Technical Cooperation.

报告内容：

在菲律宾，大约90%的自然灾害损失都是来自洪水带来的破坏，而从近年来的数据

统计上看，大规模的风暴也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报告首先介绍了这个系统的理论设计基

础，并提供了动画演示模拟该系统的实际应用。该系统部署在菲律宾三个主要的岛屿之

一的维萨亚群岛（visayas）上，并在实际应用中表现不俗：在运行的两年间，未出现误

报，也没有错过可能的洪灾，13次预警也帮助当地政府和民众很好地做出了相应的防范

措施。报告最后提到了该系统的改进发展方向：新的土地利用的脆弱性危害评价，改善

相关的卫星与地面降水资料数据，利用DEM和水灾其他数据模型等。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黄土高原地区的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情况

报告人：Jing Li，Environment Satellite Center，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报告内容：

报告主要目的是说明，在黄土高原地区的土地利用和覆被变化情况中，究竟是气候

变化还是“退耕还林”工程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退耕还林”工程是为应对土地耕种

引起的严重的水土流失，由中国政府启动的生态恢复项目，目标在2010年时，将17.3万

公顷土地退还为森林或草地。该研究使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获取详细的黄土高原土地利

用/覆盖信息，加上使用诸如地面调查数据、气象数据、经济统计数据等其他数据来解释

土地利用和生态变化。通过研究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为进一步的生态恢复工

程提供科学的建议。

鄱阳湖湿地保护

报告人：Zhang Li，Wuhan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鄱阳湖位于长江中下游，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这里土地类型是湿地，很容易受

到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目前该湿地不断缩小，报告通过卫星图像分析了鄱阳湖

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湿地萎缩的情况和泥沙量的变化，以及湿地恢复工程的作用。报告

利用了随机集理论提供了量化随机来抽取对象外延的不确定性，从而确定了一个湿地的

边界，因此为前面的分析提供了依据。研究发现可使用多种来源的数据来解决数据不足

的问题；不同的数据，在光谱和空间分辨率的优势需要加以整合，才能捕捉鄱阳湖的高

动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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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主题：全球变化研究数据服务基础设施（II）
Data Service Infrastructure for Global Change Research (II)

联合主席：Dingsheng Liu and Linda Anne Stevenson

NASA在易访问门户方面的活动

报告人：Liping Di，Centre for Spatial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Systems，George Mason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需要大量的地球科学数据，而获取研究数据通常要经过多个组织

机构。NASA在地球科学研究与获取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做了许多工作，其中一个

重要的门户是全球变化数据目录服务，提供了搭载于Terra卫星之上的先进热辐射测量仪 

（ASTER）所采集的130万幅独立全息图像。NASA与日本经济产业省联合开发了这一数

据集，并发布在网上对世界各地的用户免费开放。NASA在地球科学数据易访问、分析

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它综合了数据发现、访问、分析与可视化等方面的内容，并与

开放式地理信息系统协会一道为地球科学数据访问拓展做出贡献。

青年科学家与全球变化研究

报告人：Tomoko Doko，Keio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e-SDDC关注于其自身在未来科学发展进步中的重要影响，并意识到了年轻科学家将

在未来科学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青年科学家论坛（YSF）就是由e-SDDC的合作主席于

2008年创办的，满足以下条件者都有资格成为YSF会员：本科生、研究生或者是刚刚在

某一领域完成研究的毕业生；年龄在40岁以下；研究兴趣在数据访问、共享、管理和存

档方面。报告介绍了YSF成员的一个优秀成果：一个全球温度变化系统设计与实现方面

的研究。该系统通过选取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伊姆加冰川湖为试验地点，研究冰川

湖温度变化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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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间协作技术与减灾应用

报告人：Guoqing Li，Center for Earth Observation and Digital Earth，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报告内容：

地震是人类要面临的最为严重的灾害，而至今无法准确预测地震的发生。之所以要

采用机构间空间信息技术进行减灾，是因为基于分布式技术、直接支持的种类搜索和下

载能提供立即响应式处理，符合减灾要求的第一要务：迅速反映。汶川地震发生后，天

气情况非常恶劣，致使资源卫星获取不到当天的有价值的数据；不过在震后不久，许多

国际空间组织愿意拿出数据支援中国，此时对地观测中心及时构建一个数据查询门户网

站，用户可以通过网络交互界面选择想要查询的区域，并通过ftp方式下载到所查询的震

区空间数据。

UNDESA GAID e-SDDC及其在亚太地区的活动

报告人：Chuang Liu，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报告内容：

发展中国家为加强使用和应用科研数据的全球化联盟（e-SDDC）提出了一个

UNDESA GAID教育领域专家交流的商业计划，其实施策略包括：建立一个中心集成的

网络工作环境，加强开放的和可访问的数据政策，鼓励使用数据以及创造性知识进行数

据挖掘。许多著名科学家都支持使用UNDESA GAID进行决策。2008至2009年UNDESA 

GAID的网络化工作内容包括：建立一个在线的和线外的合作网络（17个国家的20个

工作组和37个独立的组织），来减少贫穷和进行生态保护。具体实施包括IRSA/CAS

和GISTDA之间合作的关于开放接口的研究（2009年7月）、GISTDA/Thailand和IRSA-

CAS之间关于遥感应用的合作（2009年7月，中国台北）。

2009年9月11日
分会场主题：数字地球教育

Digital Earth Education
联合主席：Jean Sequeira and Meixia D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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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网络制图

报告人：Norbert de Lange，Department of Geoinformatics and Remote Sensing，Osnabrueck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报告阐述了GIS在德国学校中地理系教学中处于重要位置，学生只需要简单的GIS功

能就可进行地图和网络数据可视器的开发。在德国的地理教学界一个思想已经被广泛接

受，即如果学生能利用开发式工具进行信息的产生，对他们的学习能力是一个很大的提

高。于是产生了网络制图工具“kartografix_school”，它能让用户利用个人定制内容产生

网络地图。此工具包含了包括德国在内的世界上所有国家总体轮廓，由于边界已定，用户

可以再地理物体上赋予新的属性，并给每个类赋上类别和颜色，并随时更新各种信息。

地理空间信息技术与实践的课程设置

报告人：Morishige，Ota Ltd.  

报告内容：

当今，日本有可用作开发、管理功能的空间数据框架（SDI）的知识体（BoK）还

很少。因此开发高性能的SDI和BoK成了社会的需要。在2008年用于地理信息科学和技术

的知识体（BoK）在日本已经提出。针对已有的BoK，该报告介绍了使用地理信息技术

（GIT）的提议，并提出了与BoK相适应的实验课程。GIT BoK是在名为“以地理空间思

维发展为基础的地理信息标准课程的教育方法和学习材料”的工程下发展的，GIT BoK相

对于其它BoK来说有特定的结构和内容，并具有主题间的继承和联系关系，在教学上有很

多优势。

把位置放在数字地球教育的中心

报告人：Mary Fargher，Institute of Education，University of London.

报告内容：

地理信息在政府、工业以及高等教育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在教育领域的很多课

程实践显示GIS对地理学习的很多方面有利。尽管最近出现了Google Earth等可视化地球

技术以及GIS技术在教育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GIS在教学领域中的独特角色仍然没有很

好地进行挖掘。该报告探讨了GIS是如何影响学生建立关于位置的信息，包括GIS如何影

响位置的概念，以及学生如何合理利用GIS媒介。初步结果显示关于位置的简单或复杂的

地理知识可以促进地理思考的种类，并在发展关于位置配置的知识方面给学生提供很多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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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高效的数字地球教育环境：机遇与挑战

报告人：Meixia Deng，George Mason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随着信息源、计算系统、网络以及软件服务和工具的技术创新，数字地球（DE）教

育面临很多新的挑战。DE教育的有效学习环境，是通过对这些挑战的响应建立起来的，

而这一环境对实现DE的教育目标、满足社会学习和工作发展的需要是至关重要的。该报

告阐述了在建立DE环境方面遇到的机遇、挑战以及相应方法论，重点推介了GeoBrain项

目。GeoBrain项目是由NASA支持的，其目的是致力于采用最新的地理空间网络服务和知

识管理技术，建立一个高效的数字地球的线上学习和研究环境。GeoBrain线上学习研究

环境提供了整合地球科学研究和教育的系统框架，极大地增强了DE教育的能力。

数字海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及探索

报告人：Zhou Li，School of Geodesy & Geomatics Engineering，Huai 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报告内容：

近年来，在海洋管理部门 、政府赞助研究所和海洋企业中对掌握3S技术的专业人员

的需求不断增加，因此迫切需要培养很多高科技海洋信息技术人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关于国际标准教育的工程能力和工程教育创新的观念，报告探讨了海洋专业人才培

养发展的模式，提出了培养的四个步骤：1）制定基于3S技术的海洋现代信息技术应用程

序的集群；2）根据所需人才的能力，确定培养任务和最终目标；3）研究、设计规划培

养路线；4）创建新的多学科渗透的海洋信息技术课程体系。新的教育目标是应当加强3S

技术集成应用能力，以确保培养学生达到海洋技术界的需求。

分会场主题：数字林业

Digital Forest
联合主席：Guoqing Sun and Maxim Shosh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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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联合辐射传输的森林参数反演

报告人：Guoqing Sun，Department of Geography，University of Maryland.

报告内容：

本文介绍了成像光谱仪、激光雷达和特定辐射传输光谱对同一树冠结构的三维建

模。该模型在相同的基本物理概念和输入参数下建立了各种模型之间的接口，具有建立

查找表（LUT）的功能，这些传感器的模拟信号查询同一森林参数。各种传感器信息不

仅能补充树冠的特性，而且还有助于解决RTM反演病态问题。从SRTM干涉测量任务和

多波段合成孔径极化雷达的雷达数据相位中心作为研究站点，经过大量数据结算实验、

算法验证，本文所提出的方法能够实现森林植被的最大树高、分数范围（fcover）、叶面

积指数（LAI）、植物叶绿素含量和水分含量等特性参数的稳健估计。

 利用Landsat 和 ICESat观测数据

与异速生长模型相结合的森林生物量估算

报告人：Ainong Li，Institute of Mountain and Environment，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报告内容：

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系统方法来估计和监测雅密西西比州地区的森林，利用当地的

经验数据与实测森林的高度数据，通过ICESat卫星上的对地激光测高仪，可以得到系统

密集的时间组合所描述的系列陆地观测耦合异速生长模型和森林树冠高度。结合DEM数

据和两期卫星数据，建立了森林高度估算模型，监测研究区域森林分布和变化情况。森

林的高度数据，回归林分年龄和LTSS指标，结合模型模拟结果，重新计算森林生长高

度。这项研究表明可用于森林地面示范、现有卫星与历史卫星数据的结合，该模型将成

为森林调查估算的有效方式并可促进模型建立、生物量的反演等。

基于ERS-1/2串联相关的中国东北和西北地区大面积森林材

积图的生成和交叉

报告人：Johannes Reiche，Department of Earth Observation，Friedrich-Schiller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ERS-1/2串联集包括223和407的东北和西北地区与在1995至1998年间获得的所有季

节数据。ERS-1/2串联的连贯性已被证实为干细胞数量的森林准确估计，但也依赖于影像

获取的气象和环境条件。本文提出的新分类方法，建立在光学产品MODIS卫星遥感植被

观测和ERS-1/2串联协调基础之上，能够自动和季节性森林数量结合。为生产大面积森林

地区的地图，需要可交叉对比的特殊的对地球观测产品，以用于评估开发出大规模数据

集。多尺度比较与现有的土地评估设计已被应用。在抽样设计的基础上，粮农组织实现

了FRA2010样本设计和经纬度汇合工程，完全转移到了其他大面积调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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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森林管理的发展标准和指标——基于和谐程度和发展程度概念

报告人：Yuan Sun，Albert-Ludwigs-Universität.

报告内容：

本文介绍了一种基于社会、生态和经济方面的可持续森林管理的和谐与发展程度指

标体系。和谐程度等边三角形表示三个子系统空间之间的平衡程度，发展程度则表示判

断阈值。其中的数据标准和指标用蒙特利尔进程、FSC准则和National C&I结合起来。本

文利用专家咨询、Delphi方法和AHP方法从CIFOR中修改，其中描述数据来自于中国南

部浙江省森林农场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咨询情况。最后名单确定的标准和指标确定了三个

子系统包括15个标准和65个森林经营单位的生态条件指标、社会关注指标和经济发展指

标。该指标体系能够满足国有林场对国家的需求以及农场管理中森林认证的需求。

FPis：基于PDA/GIS/GPS的森林病虫害调查系统

报告人：Yanyou Qiao，Institute Of Remote Sensing Application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报告内容：

近年来，移动设备如PDA技术迅速发展，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已成功应用

于许多领域。本文设计并实施基于PDA/GIS/GPS（FPis）的森林病虫调查系统，能够实

现森林病虫害的特殊要求的现场数据收集。该系统由两部分组成，即PDA和PC，PDA用

于导航和实地收集数据，PC用于与PDA交互，以准备基本地图和处理调查数据。本文对

在执行诸如栅格数据的组织和矢量数据索引系统的一些关键技术进行了讨论，给出了有

效的解决方案。该系统开发的原有学习成果可在WINCE的操作系统上运行。

分会场主题：数字城市

Digital City 
联合主席：Manfred Ehlers and Kun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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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间信息技术的北京城市公园系统规划

报告人：Anrong Dang，Tsinghua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经济发展为北京带来巨大变化，但由此所带来的影响难以预测。如何平衡城市发展

与文物保护一直是科学工作者和政府讨论的热点。本文利用空间信息技术来系统规划北

京行政区域内的国家公园。首先，基于社会生态学以及生态系统理论分析了北京国家公

园的特点。本文对诸如地质、地表类型等的自然子系统和诸如交通、居住区等的社会子

系统以及相关因素进行系统分析，制定出北京国家公园系统的规划目标。其次，利用SIT

理论建立了北京国家公园系统规划的技术－方法论。最后，制定了较为详细的北京国家

公园系统规划方案，国家公园的总规划面积5643.4km2，占北京行政区域的34.4%.

中国城市增长与发展的多时相分析

报告人：Kun Tan，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arth Science Information Network，Columbia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对稳定夜光的多时相分析为中国自1992年以来的城市增长和发展提供了一条有效的

途径。传感器OLS测量的自然或者人为地物所发射的光和时间上较稳定的光源反映了被

照亮区域的人口居住以及土地利用发展，可用于变化监测。基于OLS、多时相Landsat图

像以及高空间分辨率数据，建立了一种多尺度方法来区分、验证城市增长和发展。通过

比较不同时间照亮区域的个数和面积，评估了中国1992年以来的城市发展。分析表明，

照亮区域的个数在1992至2008年间增加了50％，而照亮区域面积则将近翻了三倍。除了

城市增长，还有与非城市有关的被照亮区域，如高速公路、大坝以及大范围地表地物类

型的变化。

基于Google Earth的数字城市中的数字社区

报告人：Xiaoyu Hou，Integrated Circuit Applied Software Lab，Software Colleg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自美国前副总统Gore在1998年提出数字地球概念以来，在世界各地掀起了数字地

球研究热点，最近数字城市就是数字地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分支。总体上来说，对于居

民来说，数字城市就是数字社区。为了方便数字城市中人与人的交流，本文基于Google 

Earth（GE） 提出了公共交流社区（CPC）。数字社区主要包括虚拟现实以及GNSE。在

虚拟现实中，主要有两个主要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如何让人们像在现实中一样活动，

另外一个是如何让人们自由的交流。在本系统中，通过Google Earth 的API GEPlug-in

插件来建立GE与网络的连接，GE是一个适合于CPC的公开免费的虚拟地球平台。本

文随后对CPC的效率进行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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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的多媒体GIS电网维护系统的发展

报告人：Soravis Supavetch，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如何处理输电过程中出现的不确定因素是很多电力部门要考虑的。泰国电力局负责

给其它国内电力部门以及临近国家发电、获取以及传输电力资源。已经建立的数字机载

巡逻系统（APS）利用照片以及数码相机来监测运输线系统的安全。APS系统中有许多

含有位置信息的照片以及视频文件。本文开发了基于网络的应用系统，通过该系统用户

可以获取、分析以及处理输电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该系统具有开放的地理空间标准、

WMS以及WFS。本研究的目的是阐述如何将开放的地理空间标准、网络技术、空间数据

以及多媒体加以集成来建立基于网络、多媒体的GIS系统。

基于Google Earth集美跨海大桥GPS控制网、垂直控制网

和水准测量线路的布设

报告人：Xinzhi Wang，School of Remote Sens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报告内容：

Google Earth是一个虚拟地球软件，用户能够访问三维特征并能得到经纬度和高程数

据，用户也能自己放置图标、线，并任意进行三维漫游。集美跨海大桥是连接厦门岛和

集美区的海上通道，在分析了周边环境后，使用Google Earth能够方便直接的布设GPS控

制网、垂直控制网和水准测量线路。本文把传统技术与Google Earth相结合来布设集美跨

海大桥的GPS控制网、垂直控制网和水准测量线路，并采用多等级、标准化和多样化的

图标，实验结果很理想，这项技术对控制点外业测量具有指导意义。

分会场主题：数字地球数据处理技术

Data Processing Techniques for Digital Earth
联合主席：Alfred Stein and Li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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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体像对的影像挖掘——从2D走向3D
报告人：Stein Alfred，ITC.

报告内容：

本文介绍了在水灾地区利用多时相遥感图像进行立体观察。立体视觉建立在视觉

差异的基础上，是一种从低维模拟目标确定三维模型的方法。最初它开发应用于地质和

土壤，在此将它应用在多时相遥感图像，即图像开发。图像开发考虑以下条件，通过模

拟从遥感图像识别目标，追踪一系列图像并预测图像类别，实现对利益相关者的沟通连

接。本文介绍了同一目标的面积下，在不同观测时间的估计。采用柬埔寨Tongle Sap湖的

案例，使用立体观测的手段，在不同的是时相下来研究水灾。

无同名点的DTM三维比较

报告人：M.A.Brovelli，DIIAR，Politecnico di Milano，Polo Regionale di Como.

报告内容：

本研究通过比较参考高程模型来评估DTM（数字高程模型）的精度，这个参考模型

有很高的精度。为了便于比较，参考模型和DTM应该在一个统一的坐标系和椭球下。本

文采用了最小二乘方法计算两个DTM间的欧几里得距离，这种方法不需要同名点的先验

知识。对每一个采样点，表面之间的几何关系被定义为6个参数，无需比例尺纠正就可以

进行三维空间赫尔穆特转换。目标函数的建立是基于两个DTM间的欧几里德距离。最小

二乘方法对于非线性模型来说可能会有奇异值，可通过特定的统计模型来消除。这种比

较方法不仅可以评估单个DTM的精度，还能应用于比较不同DTM采样方式的模型精度。

不使用均匀分布点的DTMs 3D压缩

报告人：X. Liu，DIIAR，Politecnico di Milano，Polo Regionale di Como.  

报告内容：

本文提出一个方法评估DTM（数字地形模型）的参照系，通过与测高模型比较来评

定精度，参考模型精度应远远高于验证模型。为了进行比较，该模式需要转换成统一的

标准。例如，通常使用的国家标准的中尺度产品，在与国际模式结果比较之前需要通过

基于网格的标准转换为全球标准模式。这两个地形模型匹配过程是基于三维平面之间的

三维相似转换参数估计，通过最小二乘法减少表面之间的欧氏距离，此过程不需要先验

同名点。目标函数是基于两个DTM的表面元素的欧几里德距离；最小二乘解决这种非线

性模型计算可能出现的异常数据识别，并通过具体的统计方法消除之；转换参数估计及

其统计意义验证。该方法可应用于不同网格间距和精度的模型数字地形模型中。在这些

模型之间进行比较来评估单一DTM精度和不同DTM取样标准的参数转换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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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倾斜影像的边缘提取

报告人：Jing Xiao，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Geo-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arth Observation 

(ITC)，Department of Earth Observation Science.

报告内容： 

近来，倾斜图像具备的独特丰富的背后信息引起测图者的关注。目前倾斜图像的应

用主要集中在三维建模的纹理提取。本研究测试了多视图倾斜图像在建筑物边缘提取中

的应用。图像数据由Pictometry系统在四个方向上获取，每个建筑物从一个方向至少获取

一幅图像。提取方法如下：从每个图像中提取线，屋顶边缘使用两幅图像假设并验证。

墙边缘提取，把屋顶边缘提取的结果作为假设来验证多幅图像的应用效果。从简单规则

建筑试验中提取一个可靠的轮廓能够促进从倾斜图像探测建筑物的进一步研究。

基于三角格网的建筑物多边形渐进简化与传播

报告人：Hongsheng Li，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报告内容： 

数字地球是我们星球的虚拟表示和数据集成平台，它的主要目标是利用多源、多分

辨率、多格式空间数据。多分辨率矢量空间数据是实现这一计划关键数据来源之一。本

文介绍了研究框架，集成先进制图综合方法和矢量数据传输方法。先进制图综合方法提

供从粗到细多种分辨率数据，作为不同关键尺度间的关键尺度和增量数据，这是传统框

架无法实现的。本研究开发了一个先进的简化算法来提取建筑的多变性特征。基于通过边

缘崩溃和定点分裂这两个基本操作将建筑三角化成网格并编码，将关键尺度和编码增量之

间的地图数据存储在一个多分辨率文件中。当客户提交请求到服务器时，最粗糙的地图首

先被转换，然后逐步增加。数据解码和网格细化后，建筑多边形细节就可以可视化显示。

3D卫星影像色彩生成和网络可视化

报告人：Yun Zhang，CRC Laboratory in Advanced Geomatics Image Processing，
Department of Geodesy and Geomatics Engineering，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

报告内容： 
谷歌地球已经证明卫星图像是最有效的媒介之一，使用了一个易于理解的方式提供

地球表面的二维地理空间信息。本文介绍了一种三维的彩色卫星图像生成和在线可视化

系统Web-I-3D，该系统开发的挑战之一是如何有效地生成和可视化彩色的3D网络。在山

区，大的水平视差难以避免，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发现和提取密集分布的匹配点，降

低图像显示时的视差。但是山区通常为森林所覆盖，提取密集匹配点非常困难。一旦可

以提取足够的匹配点，根据区域和屏幕的分辨率水平，在客户端也并不容易减少视差。

本文将介绍提取森林密集地区匹配点和动态减少用户的同名点视差，达到最佳色彩效果

的三维可视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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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主题：数字地球可视化及仿真

Visualization and Simulation for Digital Earth 
联合主席：Peng Gong  and Yong Xue

 利用容量方法开展城市社区气流指数的研究

报告人：Sze Ting Chang，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Design，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本文讨论了城市社区气流指数研究。包括四种理论：空气运营模式，元胞自动机，

NetLogo和空间分析。空气运营模式是气体运动模式；元胞自动机已经由简单的规则发展

到迭代运行过程；NetLogo是渗透式模型假设，变量分布在网格上可以自动进行模拟；

空间分析是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把现有的资料，用以支持空间地理决定，对空

间的因素进行讨论。这项研究首次重组相关的空气运作模式，分析这个国际大都市的空

气运动规律，采取地理信息系统模拟城市风速图和NetLogo公式计划基础地图，然后由

NetLogo模拟城市的机场，最后比较了实际情况和模拟结果，修正了NetLogo建模，提出

相关结论和建议。本研究的具体成果如下：1）NetLogo整合地理信息系统和模拟技术；

2）建成了NetLogo气流模式；3）动态模拟愈合时间和空气运作模式构想；4）证实的比

较NetLogo和地理信息系统模拟结果。

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在网格计算中的作用

报告人：Yong Xue，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The University of City London.

报告内容：

网格计算是一种新兴的计算架构，可通过使用异构计算机解决大规模计算问题。本

研究讨论人工智能和神经网格在计算网络中的使用，尤其是工作流程管理以及人工智能

和神经网络的网格计算使用。作业调度是高性能网格计算环境中的重要问题。一个适当

的调度算法可以有效地减少响应时间，进一步提高吞吐量。基于人工智能和神经网络的

网格计算提高了工作流程的鲁棒性。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在给定应用的范围和复杂度情

况下用什么机制来管理和协调现有的资源实现高效全局的使用和访问，这些应用将有可

能给定这种高度分散异构基础架构。可能的答案是利用人工智能和神经网络生成一个新

的科学环境，这可能融合了多种科学结论，这些结论的数额将比独立部分有数量级的增

强。显然，神经网络和人工智能的网格计算应用将提高训练大量数据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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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维激光扫描数据的数字化校园

 报告人：Huixia Zhang，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onolgy.

报告内容：

三维激光扫描仪可以持续和迅速地获取物体表面的样本数据。本研究详细讨论了三

维激光扫描仪的工作原理和数据处理，以校园建设为例给出了三维数据采集、数据处理

与建模的基本方法和结果，讨论了如何利用点云数据系统数字化校园。本研究通过模拟

校园建设讨论了三维激光扫描仪获取空间数据、建模、标记本地参考系统及匹配2D图形

的可行性，为空间数据需求、网络出版和虚拟校园提供了基本资料。因为该项目只扫描

获得的建筑物外表面，因此大楼的顶部是空的，通过实验发现二维和三维图形重叠的很

好，充分说明这种方法的可行性。

3DWeb校园地理信息系统需求：Osnabrück大学范例研究

报告人：Hijazi Ihab，Universität Osnabrück.

报告内容：

本文描述了建设一个大学校园三维网络地理信息系统所需的过程。首先介绍了二

维地理信息系统内部空间的利用问题，研究了若干案例。基于这些结果，进行在奥斯纳

布吕克大学用户需求分析，以实现Web视图的三维GIS校园。研究的最终结果是校园建

设管理部门所需的若干信息产品（IP），如公共设施网络、绿地或教室校舍设施。定义

这些IP包括确定所需的三维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地理可视化以及分析功能。这一评价

表明：二维地理信息系统的能力存在局限性，如在三维模型数据库建设或者三维分析方

面，如“度量”、“相关”等。为促进地理信息系统室内和户外空间使用，本研究开发

了新的三维地理信息系统的功能，对系统要求进行了总结并组织了该系统所需的功能。

最后，本文指出开发这样一个系统存在的有关问题，并给出了进一步研究建议。 

GIG：用于任意投影全球网格系统的索引

报告人：Kolá Jan，Centre for 3D GeoInformation，Aalborg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本文介绍了一种方法，可以将三维空间划分为扇区或单元。这些扇区或单元都可

以径向分布在源空间的各个方向，由此产生基于方案处理球面镶嵌的全球网格问题。该

方案和球体之间的交叉产生一个全球网格，无需引入任何中间坐标投影就可以得到球体

的实际细分。该方法允许任意级别的系统细分分辨率，并提供一个独特的标识符索引机

制。因此，该方法可用于全球空间索引，高效的数据结构和多分辨率数据的地理特征交

涉，该方法已用于连接到数字地球Grifinor项目的开发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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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主题：数字地球数据挖掘技术

Data Mining Techniques Digital Earth 
联合主席：Maxim Shoshany and Jianwen Ma

使用图像处理单元作为流处理器实时模拟高分辨率合成孔径雷达图像

报告人：T. Balz，Wuhan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新的商业高分辨率合成孔径雷达（SAR）卫星系统为雷达遥感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合成孔径雷达影像很难解译，并且解译工作需要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快速和交互性的

合成孔径雷达模拟器能帮助人们进行合成孔径雷达图像的判读训练，同时也是解译合成

孔径雷达影像的有效工具。使用图像处理单元可以实时模拟合成孔径雷达图像，使用光

栅化方法可以模拟单反弹反射。基于图像处理单元的射线追踪方法可以用来模拟实时双

反弹。在这种方法中，图像处理单元是作为一个流处理器，纹理信息被解译成数据而不

是像素。这种方法能够进行实时模拟并获得单双反弹，甚至在复杂的场景中也可得到较

好的效果。

使用偏振合成孔径雷达干涉量度学对城市土地覆盖分类

报告人：Xinwu Li，Center for Earth Observation and Digital Earth，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报告内容：

本文根据高分辨率的机载电子特区极化干涉SAR数据及其统计特征，提出了利用偏

振、连贯性和干涉相位差的城市土地覆盖非监督分类方法，并且研究了干涉相位差用于

那些具有垂直结构目标的鉴别和分类的作用，还证明了极化干涉SAR数据对城市地区的

土地覆盖识别和分类中存在的潜在有效性。初步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获得较好的分类结

果，干涉相位的引进极大的改进了该建筑物或人造目标识别和分类精度。

115
学术活动

第
三
部
分



一种使用AMSR-E/Aqua的基于放射率的陆地表面温度反演算法

报告人：Yubao Qiu，Center for Earth Observation and Digital Earth，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报告内容：

陆地表面温度是全球气候研究的重要参数。微波能够穿透云层，几乎不会受大气的

影响，但相对较高的频率时微波反演陆地表面温度的反演能力存在问题。为了获得一个

普遍的在任何天气状况下（无论下雨和多云）的微波陆地表面温度反演算法，本文开发

了一种使用AMSR-E/Aqua的基于放射率的陆地表面温度反演算法。首先，建立了一种实

时发射率反演算法；第二，进行下雨或是多云的情况下不同土地覆盖的发射率特性的综

合分析（基于 MODIS/IGBP）；第三，在不同土地覆盖区的不同频率的极化差比的统计

和模拟结果已经被参数化为一个固定的参数。对本文算法在南非和北欧进行了测试。结

果与晴朗天气状况下的MODIS LST方法十分吻合，而RMSE在所有天气状况下的准确度

为3到4K。最后，在芬兰北部寒带森林面积试验场进行的验证也是有效的，该验证在相

当高的大气温度下进行。

一种基于多Agent（代理）模型的城市范围的灾害预防疏散的

评价方法——以台湾四级城市为例。

报告人：Kuo-Chung Wen，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Design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本研究运用多代理模型探讨社会逃逸系统的能力，结合地理信息系统分析结果来建

立防灾分析并评估该系统。本研究发现了真正安全的逃生行为模式和基于社区评估防灾

减灾的有效性。本研究把四级城市作为整个空间灾难防护的数据库，然后调查灾难逃逸

系统，然后用由NetLogo构建的多代理模型来模拟分析这个系统。最后探讨相互关联的逃

避行为的决定性环境因素、空间和时间因素。这包括四个结果：1） 四级城市作为灾难

防护系统建设的总数据库； 2） 使用模拟的防灾减灾的多代理模型；3） 比较分析在洪

灾前后逃逸行为对网络的影响； 4） 找出在逃避洪水动态变化的网络路径中的瓶颈。

阿克拉地区乌玛河流域的地下水评估和环境管理

报告人：Khadri Syed，SGB Amravati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在阿克拉地区乌玛河流域进行详细的水文调查，调查的目的是了解该地区地下水的

化学、地质、地貌和环境控制情况。研究区域由河流冲积而成，含有火山熔岩的局部地

质结构。该地区可以基于地区特征、纹理参数、似地球形状描述等要素来分为单一和混

合单元。基于乌玛流域125个挖掘的水井来采集地下水样品数据，可以分析雨季前后的主

要化学元素，以了解地下水的质量和其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本研究通过专题图的形式来展

示各种元素的分布和其比例关系，应用物理－化学参数的线画图来了解地区的水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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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主题：视宝公司对数字地球的贡献

SPOTIMAGE Contribution to Digital Earth
联合主席：Jianbo Liu and Liping Xu 

利用SPOT5遥感影像进行摄影测量处理中国西部1∶50000地形图工程

报告人：Li Zhang，Chinese Academ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报告内容：

中国西部多达20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在全国1∶50000地形图上没有任何信息。范

围包括南疆的沙漠地区、青藏高原地区和横断山脉。“中国西部地形图测绘”项目

（WChTP）致力于完成1∶50000比例尺地形图和在未来5年建设国家地理空间的区域数

据库。具体时间是2006年至2010年。该项目必须使用高清晰度卫星图像影像技术和雷达

图像绘制技术，设计和使用稀疏地面控制点制图程序，将中国西部地区的测量结果绘制

在地形图上。SPOT5影像数据是WChTP最重要的数据源，大约85%的WChTP项目覆盖的

区域都使用SPOT5影像来测量。

SPOT 6/7：延续SPOT5的高分辨率服务

报告人：Philippe CAMPENON，Asia Pacific Business Development Director，SPOT Image.

报告内容：

SPOT对地观测卫星所获得的影像是研究、监控、预测和管理地球自然资源、人类活

动的无可比拟的信息来源。通过这些影像，能够高效、经济地提取无价的地理信息，为

决策者提供科学的支持工具。SPOT5号卫星上搭载有三种成像装置，除了前几颗卫星上

的高分辨率几何装置（HRG）和植被探测器（VEGETATION）外，SPOT5更有一个高分

辨率立体成像（HRS）装置。突出的星上存储能力使得数据的存储、记录、回放等等都

得到了最优化处理。结合了长期和短期的天气预报，图像获取程序也得到了优化。SPOT 

6/7系列卫星的设计使用寿命达到了10年，采用两个相同的传感器，4个波段。SPOT6卫

星预计于2012年秋天发射，而SPOT7卫星比SPOT6卫星晚发射15个月。届时将提供2米全

色和8米多光谱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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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遥感影像调查岛屿和海岸线区域

报告人：Xiaomin Li，The First Institute Oceanography.

报告内容：

本文的研究区域主要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岛屿和海岸线区域，共分为10个部分。

SPOT5数据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他的遥感数据如Quickbird、ALOS和Worldview等

也在使用。经过影像几何、融合以及增强等处理，对研究区的各种地物进行分类。利用

分类后的结果做人工判读解译，生成要提取的各省各种岛屿与海岸线区域的矢量专题图

层。该小组的研究方向主要有：微波遥感和海洋动力学；岛屿、海岸线光学遥感；应用

海洋物理技术；海洋信息系统技术。

SPOT数据在石油管道中的应用

报告人：Weimin Wang，CHINA PETROLEUM PIPELINE BUREAU.

报告内容：

油气长输管道特大型地表工程会遇到活动断层、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问题，应

用遥感技术对油气长输管道沿线进行地质灾害研究能为油气设计提供科学依据，提高长

输管道规划设计水平。最早将SPOT影像用于石油管道领域是在2000年的西气东输工程。

在这个工程里面，使用了SPOT1，SPOT2和SPOT4系列影像来更新从郑州到上海段的管

廊部分1∶50000地形图。管廊部分长900千米，宽20千米。在中非地区的热带雨林和西非

地区的撒哈拉沙漠边缘，利用SPOT数据和DEM等数据进行三维石油管道选线，并取得

了重大成功。

遥感技术在地震灾情监测与评估中的应用

报告人：Xiaoqiing Wang，Institute of Earthquake Science China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

报告内容：

遥感震害定量化研究方法的目标是建立遥感震害与传统震害指标之间的定量关系，

并定量计算综合震害指数，作为灾害的评价指标。本研究综合SPOT遥感影像和野外调查

进行地震监测与评估。野外调查的主要内容有：建筑物空间定位；结构类型与形式；建

筑层数、面积；震害描述及其级别评定；场地类型；地震烈度；致灾因素和照片。基于

像元的震害分类结果和面向对象的震害分类结果，与实地调查震害分类结果（真实值）

相比较，后者有效消除了椒盐效应的影响，面向对象的分类结果在精度和分类效果上有明

显的优势。本研究结果表明建立遥感震害定量化的模型是可能的，这将为遥感震害损失评

估奠定理论基础，同时能够显著提高遥感应用于地震应急灾情获取与分析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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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主题：数字地球集成技术（II）
Integrated Technologies for Digital Earth (II)
联合主席：Wei Gao and Daniele Ehrlich

建立家庭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生活环境

报告人：Foresman Tim，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mote Sensing Education/Earth Party.

报告内容：

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美国推出的数字地球倡议已有十多年了，数字城市已经在

人们生活中变得无处不在，通过网络人们可以看到各国的旅游景点，并使用三维来展示

各地的文化遗产古迹，数字地球可以让游客超越传统地图来研究旅游路线，并查找景点

相关资料和评价。为了迎接现今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目前不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是

人类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本文探讨了数字地球技术，包括测绘、监测和实现可持续性节

能的社区环境。在美国各地的家庭和邻里过冬维护调查和改造方案中，社区表现出了明

显的分类趋势，即协调治理或连接的监测网络，因此数字地球将为节约能源和用水调控

提供帮助。通过在人文属性里建立一个数字地球框架模型，能够建立起一种可持续住房

和可再生能源的概念模型和面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的生活环境。

基于退化四叉树的全球地形多分辨率可视化模型

报告人：Yanli Gao，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报告内容：

基于全球离散格网的地球地形实时逼真的可视化受到颇多关注。本文提出了一种以

DQG（简称四叉树网格）为基础的多分辨率全球地形可视化模型。此处理方式以分割方

法作为开始，称为退化四叉树网格（DQG），是一种相似与格网的编码方式。然后，可

以进一步描述与上层节点对应的多层细节模型。在此模型中，基于此时需要显示的视点

和退化四叉树节点的粗糙度，可提出地形模型的简化标准。然后，分两部分来讨论基于

DQG的快速显示方法，包括：锥台选择和动态调用数据。最后，结合全球地形数据进行

试验和分析。结果表明：1）基于DQG的全球DEM是无缝、分层且规则的完整地球体；

2）全球DEM数据的数量会大大减少；3）全球地形视觉效果没有因模型简化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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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OP-AVHRR 全球数据综合服务

报告人：Eerens Herman ，Vlaamse Instelling voor Technologisch Onderzoek (VITO-TAP).

报告内容：

伴随着地球观测系统NOAA-AVHRR的发射，地球表面的系统扫描在1978年第一次

变为现实。大约20年后，SPOT-VEGETATION设备使影像质量、实时性和获得速度得到

了很大的提高。从1998年4月开始，VITO负责VEGETATION数据的集中处理、存档和分

发。伴随着近期METOP-AVHRR卫星的发射，本文将简要介绍VITO是如何创立一个相似

的服务以提供同种影像数据。数据处理系统已经开始正常运转，数据分发服务正在建立

中，其允许用户下载特定的产品。根据现在的计划，在2010年初，整个服务系统将开始

运行。

使用GIS技术对印度塔米尔纳杜邦库达洛尔地区

进行洪水激浪冲击带的识别

报告人：Kumar Ramalingam Senthil，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s，Annamalai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研究区域吉登伯勒姆区位于两条主要河流之间，该地区是河流冲击而成的平原地

区，因此在雨季此地容易遭受频繁的洪水袭击，在此地区有一个湖泊作为水库使用，当

雨季来临的时候水库的蓄水过量将加剧该地区的洪水危害。洪水易发区的地理信息数据

库已经建立起来，能够提供集中的三维空间信息，该数据库可供多用户使用，能够让用

户在人性化的模式下完成操作。吉登伯勒姆区由于地形相对于河堤附近较低，所以洪水

决堤后将淹没其北部地区，该地区有限的排涝能力将加剧灾害的危害。本文通过使用GIS

技术找到河流的决堤地带或者危险警告地区，并描述出灾区的主要和临时公路，为洪涝

预警提供帮助。

使用GIS技术进行灾后人口安全和交通网络管理

报告人：Meysa Effati，Department of Geomatics Engineering，University of Tehran.

报告内容：

本文试图阐述在城市和交通网络民防应急管理中使用地理空间信息系统（GIS）技

术以减轻洪水等灾害的影响。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规模，灾害危及到的人口数量在近

十年间成明显上升趋势。今天，GIS与信息通讯技术为应急管理提供有效的工具以便能更

快速反应人防工作。GIS技术可以帮助完成传统方式无法解决的应急难题。本文GIS技术

作为一种崭新的方法以解决应急管理中的地图可视化问题，应用GIS模型帮助洪涝灾害易

发区的居民选择最佳的疏散路线和方式，本项研究的目标就是在GIS技术里完成空间和网

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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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遥感和GIS技术评估尼日利亚阿布亚东北地区贫民窟的扩张

报告人：Kwabe Isa Dlama，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Abuja.

报告内容：

很多主要城市特征明显，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城市一般都会有两个明显的社

区，一个是主要街区，另一个是贫民区，因为其在基础建设和环境质量上差异明显，所

以易于区分。贫民区不适当的垃圾处理、不卫生的饮用水、空气污染和绿化带的破坏造

成了因贫民窟扩张而产生的生态与环境问题。现在149个国家建立了一个“千禧年发展

目标”的框架，希望提高一亿贫民窟居民的生活质量并保证他们生活环境可持续发展到

2020年。本文研究关注于尼日利亚阿布亚地区贫民窟的东北向延伸，通过在ILWIS GIS

环境里整合Lnadsat ETM+（2000）和NigeriaSat-1（2007）影像来分析研究区域的变化情

况，从环境的角度关注地区扩张，并提出合理建议保证社区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分会场主题：数字农业

Digital Agriculture
联合主席：Bingfang Wu and Georg Bareth

应用地形激光扫描评估高分辨率农作物表面模型和农作物数量模型

报告人：Dirk Hoffmeister，Institute of Geography，University of Cologne.

报告内容：

激光扫描（LIDAR）能直接测量激光传感器与反射表面的距离，其作为一种主动遥

感技术有很高的精度，可以装载在飞机上称为机载激光雷达，也可以装载在陆地平台上

称为陆地激光扫描。陆地激光扫描有很高的精度，相位测距和光学探测器同时用于植被

的细节测量。植被高度和稻谷细节检测已在激光扫描检测中成为可能，单个植被的高精

度扫描能评估植被结构。激光扫描也能用于评估土壤表面的粗糙度，这个参数对于地表

侵蚀和SAR卫星数据的土壤湿度初始化评估作用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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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数码相机评估冬季小麦

报告人：Yong Li，School of Resource Management & Geography.

报告内容：

利用数码相机在一米的高度拍摄农作物的相片，用以描述农作物的绿色指标。根据

数码相机拍摄的相片，在光学可视波段（例如，绿色和红色）可以描述植被的地表覆盖

比例。绿色和红色是相机色彩探测器的绿色和红色波段的反射值，L波段是土壤的基线。

一个单元的VF值与地上生物量和两种不同生长习性的小麦所吸收的N是相关的。通过检

校，验证了其他单元和不同品种的小麦作物的功效。这个信息有时可能略显粗糙，需用

相机的白平衡和自动曝光技术提供信息，也可使用近红外波段和红色波段提取信息。通

过解译数码相机拍摄的相片，可评估农作物的种类和在光照条件下冬季作物和春季作物

的差异。

遥感应用于精确农业中的范例

报告人：Bingfang Wu，Institute of Remote Sensing Application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报告内容：

新一代农民能够使用机载和卫星遥感影像协助管理农田。通过使用可见光波段和近

红外波段，以精确测量农田地表反射和发射能量。精确农业可以广泛地用来监控农田，

利用农作物和环境信息有效地调节农田管理模式。精确农业的关键技术是获取农田和环

境的信息。在中国复杂的农业环境背景下，将遥感技术应用于农业环境监控中的条件有

限，但可以通过分析数据的时空分辨率、波段的精度等信息来提取相关参数。将通过遥感

手段获得的农业和环境信息分发给农民，可以帮助农民提高农产品产量，减少病虫害。

应用多种卫星影像长期监测和实时监控植被和农作物生长

报告人：Xiaoyang Zhang，ERT at NOAA/NESDIS/STAR.

报告内容：

生物气候学是对生命生长的季节循环的描述，其与气候改变结合密切。生物气候学

是描述陆地生物圈、大气和水圈的相互作用的一门学科。植被活动中的季节变化反映了

气候的长期发展趋势、气候时间和地表变化。生物气候学也是一个用于监控环境改变的

有效和灵敏的指标。本研究首先介绍了一种监测植被物候指标的算法。此算法利用一系

列 植被生长的分段曲线模型来拟合每年的归一化植被指数情况，这些植被指数已去掉不

规则值，并进行了平滑处理。曲率变化巨大的值来源于拟合曲线模型，以自动确定全局

的物候过渡的日期和循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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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的气候变化场景下模拟华北平原冬小麦和夏玉米产量

报告人：Yujie Liu，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报告内容：

本文在B2气候环境下，基于SRES，并结合PRECIS的RCMS项目，利用一种农作物

模型—CERES来模拟并研究华北平原的小麦在冬季的生产情况及玉米在夏季的生产情

况。同时，对气候变化情况下谷物生产情况和生命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在B2气候环境

下，研究表明温度将在2030年增加2.5℃，这将导致冬季小麦和夏季玉米的生长时间缩短

而且产量增加。2030年后温度将持续增加。当温度的变化量超过3℃，农作物产量将减

少。结果显示，相对短周期及低幅度的气候变化将对农业生产带来乐观效应，但是连续

的温度增加将对农作物产量带来负面影响。这一研究结果将为华北平原未来的农业生产

决策和规划提供依据。

利用2000至2008年时间序列MODIS影像监控热带区的农业集约化

（种植强度和灌溉）

报告人：Xiangming Xiao，Center for Spatial Analysis，College of Atmospheric and 

Geographic Sciences，University of Oklahoma.

报告内容：

热带农业的推广和加强在食品安全、水资源、碳循环、气候变化以及动物和人类健

康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研究基于NDVI的时域剖面分析（TPA），提出了一种

制图算法。这一算法结合了植被索引（EVI）和地面水索引（LSWI），应用于独立的像

元和土地覆盖类型。TPA算法利用8天热带的MODIS MOD09A1数据作为输入值，用于区

分和绘制农作物强度图。基于农业普查数据中对印度、泰国和中国南部区域农作物强度

和洪灾图进行的评价分析，这一算法现应用于2000至2008年间热带每年农作物的强度和

洪灾制图。本文还将就农业集约化及动物传染病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禽流

感，展开讨论。

分会场主题：数字生态及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

Digital Ecology and Land Use/Land Cover
联合主席：Jimme Weber and Liping 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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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监测云南省西北部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评估不同的遥感技术

报告人：Mansour AL-Mokredi，Institute of Mathematic Geology and Remote Sensing 

Geology，Faculty of Earth Resources，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报告内容：

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情况关乎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关于如何高效、迅速地评

价区域的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本研究做了详尽的阐述和分析。及时准确的地表特

征变化监测可以很好地反映人类和自然现象的相互关系，以促进更好的决策。采用陆地

卫星TM和ETM+影像可以进行不同的地物地表变化监测。本文描述了不同的变化监测技

术，包括影像回归和向量变化分析（CVA），以评估大理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土地利用与

土地覆盖变化的准确性。每个变化监测算法都有各自的长处和优势。矢量变化分析的变

化监测技术是目前用来处理实验区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的最精确模型。

北关岛土地覆盖变化监测

报告人：Yuming Wen，Water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Institute，University of Guam Mangilao.

报告内容：

土地覆盖信息来源于遥感数据（如，遥感卫星影像和航片）和应用先进的地学技术

（如遥感和GIS）得到的历史地理信息。土地覆盖是人类与环境相互影响的结果，也是

评估人为活动对环境和水质造成影响的重要信息。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关岛北部土地覆盖

变化监测。利用1973年的Landsat MSS影像和2001年的Landsat TM影像来提取关岛北部、

西太平洋的热带岛屿和美国西部的大部分领域的土地覆被信息。土地覆盖分类精度评估

是基于陆地卫星影像，借助于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和高空间分辨率的卫星影像来实现

的。1973年至2001年的土地覆盖信息用于确定研究区土地覆被变化。

苏丹实验区林地生物量遥感表征

报告人：Weicheng Wu，GISU/ICARDA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 the Dry Areas).

报告内容：

本研究介绍了基于遥感技术的热带非洲林地生物量估算方法。以苏丹为实验区，

研究数据包括19景Landsat ETM+数据和6幅MODIS数据。首先，确定森林生物量估算方

法。其次，确定大气中的测量校正和反射等基于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土壤陆地植

被指数调整校准，大气中抗植被指数（SARVI），增强植被指数，大气阻力指数和宽动

态范围植被指数（WDRVI）。最后，利用MODIS卫星影像数据，从2003年联合国粮农组

织的土地覆盖地图中提取苏丹林地覆盖面积。结果表明，估算结果是可以接受的。此方

法可以用于其他热带林地的林地生物量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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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南汇潮滩60多年植被群落的时空变化

报告人：Yu Liu，College of Marine Sciences，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植被的时空变化作为滩涂湿地的主要特征对生态系统服务和湿地经济价值必定产生

一定影响。基于地理信息系统平台，本文利用4景1995年至2008年的卫星遥感数据和1949

年至1982年的航片以及实地调查数据分析了上海南汇潮滩植被群落的时空变化。结果表

明，自然植被群落由于沉积外部的海岸浅滩扩展到海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间，植

被群落处于从自然阶段到人为阶段的过渡期。2000年后，植被群落处于人工促进沉积填

海工程和增加复垦强度的新格局时期。

基于RS/GIS信息的雪崩危害评估和预防方法——

以Pass Obato 、在Saqez-Diwandareh主要道路上的雪崩为例

报告人：Ali Piroti，Geography Department，Zanjan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伊朗库尔德坦省北部发生的Saqez-Diwandareh雪崩。通过案例研

究，以期对未来发生雪崩的可能性及预防措施提供决策依据。本研究采用地形图、地质

资料、航片、卫星数据（ETM+2002）、Modis数据、气象和水文等数据资料，利用RS和

GIS等技术对其进行深层探讨、处理和分析，对雪崩可能对自然环境等造成的灾害提供预

防依据及决策措施。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的雪崩发生在这一区域的北部和东部。在

Obato通道中，雪崩发生在坡度为25－40°之间的泥沟中。分析认为，吸收太阳光辐射

的岩石的确能使气温增高，从而造成积雪融化，引起通道中雪崩发生，最终形成了雪

崩路径。

分会场主题：数字减灾

Digital Disaster Mitigation
联合主席：Martino Pesaresi and Chao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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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D和3D PS-InSAR地球物理、地质以及结构数据监测意大利

Campi Flegrei Supervolcano火山区域的地表变形

报告人：G.Ventura，Istituto Nazionale di Geofisica e Vulcanologia.

报告内容：

在活火山周围，城市在增长。本文利用PS-InSAR 1973至2007年的数据来研究CF的

地表变形。变形图包括数字地形、地质、地震以及城市化区域。这些集成信息可以用于

识别变形区及火山喷发所形成的地质区域。那些具有较大变形的城市化区域也被识别出

来，并提取了多重灾害区域，包括滑坡区。本文所建立的方法可用于：1）识别由地表变

形引起的火山结构；2）分析构造模型；3）评估以及绘制多重灾害区域；4）监测其它火

山区域以及受重力不稳定影响的非火山区域。

基于网络的多媒体GIS 电网维护系统的发展

报告人：Soravis Supavetch，Geo-Image Technology Research Unit，Department of Survey 

Engineering，Faculty of Engineering，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如何处理输电过程中出现的不确定因素是很多电力部门需要考虑的问题。泰国电力

局主要负责发电、获取以及传输电力资源给国内的其它电力部门以及临近的一些国家。

数字空基巡逻系统（APS）已经建立起来。该系统中有许多含有位置信息的照片以及视

频文件，可利用这些照片以及数码相机来监测运输线系统的安全。本文开发了基于网络

的应用系统。通过该系统用户可以获取、分析以及处理输电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该系

统具有开放的地理空间标准、WMS以及WFS。本研究的目的是阐述如何将开放的地理空

间标准、网络技术、空间数据以及多媒体加以集成来建立基于网络的多媒体GIS系统。

数字滑坡在中国十年

报告人：Zhihua Wang，China Geophysical Survey and Remote Sensing Center for Land Use and Resources.

报告内容：

数字滑坡概念以及理论的提出到现在已有10年。它的提出从根本上改变了前期滑坡

遥感中的滑坡信息获取、分析、存储方式以及结果表达。利用数字滑坡，可以较准确的

定位滑坡位置并获取其信息，较科学、迅速地存储以及管理、监测结果。在这10年中，

利用数字滑坡技术对大量滑坡以及地质环境进行了调查，如1∶1万－1∶5万比例尺下

10×104km2范围以及1∶100万比例尺下180×104km2范围的滑坡。同时，对这些滑坡区

域的地质环境进行了遥感调查。数字滑坡技术将以更准确、更高精度为目标，向TGIS分

析、数字模拟以及技术集成等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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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地理信息技术为欧盟缓解灾害提供决策支持

报告人：D. Ehrlich，European Commission，Joint Research Centre，Via Enrico Fermi.

报告内容：

传统的灾情及危害评估一般以地图、统计以及报告的形式给出。这些地图根据现有

的地理空间图层、灾害前后的卫星图片产生。必要时，欧盟联合研究中心（JRC）的工

作人员会亲赴灾害现场采集数据，以提高模型评估精度。现场数据将特别地用于较详细

的灾害评估报告中。欧盟联合研究中心为灾害重建提供空间决策信息系统。该系统集成

了由卫星图像解译所获得的建筑群位置、对建筑物造成的危害信息以及现场实测数据。

因能定时更新，该系统已被决策者所接受。

利用卫星产品来监测火山喷发

报告人：Claudia Spinetti，Istituto Nazionale di Geofisicae Vulcanologia.

报告内容：

EC FP6项目的总体目标是，为人为灾害管理开发地理信息服务系统。在以地震和火

山灾害为目标的GC项目中，一个支持终端用户的原型系统已经建立。这个系统与一般的

自然现象有3处不同：提前预警、灾害以及灾害后管理。通过这个原型服务系统，用户可

以较快捷的绘图、监测、预测、评估灾害。这个系统的生产链包括：获取存档数据、利

用已有的模型由对地观测数据来提取信息或者参数、生产具有地理编码的地图并归档。

终端用户界面是基于网络GIS的应急产品发布。

中美洲概率风险评估—使用数字地球以降低灾害风险

报告人：Stuart Gill，World Bank.   

报告内容：

该报告介绍了一个在中美洲地区进行灾害评估的工具——CAPRA。CAPRA是一个

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交流协作工具集合，它能为针对中美洲地区国家或区域级别

的政府决策提供支持。这个工具针对地震、飓风、暴雨、火山等不同的灾害进行概率风

险建模，然后根据搜集到的实际建筑分布情况，进行综合模拟计算出可能损失。已有的

建筑分布数据往往较少或精度较差，针对这种情况介绍了新开发的一个Web2.0空间数据

架构工具，任何团体和个人都能够方便地通过网络对其熟悉的建筑情况加以编辑，从而

加快灾情信息的统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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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主题：数字地球与全球变化、大气、海洋研究

Global Change，Atmosphere and Ocean Study in related to Digital Earth
联合主席：Gopalakrishna V and Jinchun Yuan

植被数据分析和可视化

报告人：Marian Rybanský，University of Defence.

报告内容： 

本文的目的是确定在土地上的主要植被因子，这对交通分析和制图可视化很重要，

特别是在例如火灾、风暴等危机和灾难中的救援行动管理。植被参数和技术交通工具

参数，两者对交通运输分析程序都是很重要的，程序集中在最短，最快，或最安全地形

路径的寻找和显示。本文包括利用数学和统计方法的跨国交通流动性分析结果。研究中

有实验室、地形测试和测量以验证该方法。为了测试，我们使用的基本救援车辆和普通

ARC GIS软件（包括CCM的扩展名）来对研究结果评价和制图展示。

空间分辨率对海岸带填图的影响研究

报告人：Alpana Shukla，M.G.Sc. Institute.

报告内容： 

本文介绍了空间分辨率对沿海湿地和各种土地利用分类的影响。选择土地利用与土

地覆盖的变化非常迅速的苏拉特市哈兹拉地区作为研究区域。CARTOSAT PAN数据和

LISS IV数据进行融合来对各种沿海湿地和土地使用特征进行分类。使用了SAC开发的沿

海规则区域湿地和土地使用分布分类系统。某些在中等分辨率数据中可见但不可能绘制

的特征，可以使用融合数据分辨和绘制。空间分辨率的改进提高了沿海区域解译和测图

精度。研究表明LISS III 和LISS IV卫星数据可以用来绘制1∶25000比例尺的湿地和土地

利用图，这可用于区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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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与全球变化的初步研究

报告人：Qiang Feng，Key Lab of Digital Earth Science，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报告内容：

全球变化影响了气候，海洋，陆地系统全球和区域范围正常进化。这对自然灾害的

频率、强度以及分布，尤其是对连锁灾害产生影响。近几十年来，科研和灾害数据统计

表明，全球气候变暖和其它全球性变化的影响已引起在地球系统区域不规则变化，进一

步造成了亚洲，非洲，大洋洲和南美洲严峻的自然灾害（如旱灾和水灾）。海平面上升

是因为极地冰层融化，这增加了沿海地区灾害发生频率。全球变暖增加了极端天气、气

候事件（如热浪，洪水和干旱）的发生频率，并扩大了发生面积，剧烈的热带风暴将引

发更厉害的自然灾害。

一种新型自动MODIS监测中国东北雪方法

报告人：Su Yan，Institute of Space and Earth Information Science，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报告内容： 

遥感数据处理是繁琐、费时的工作，特别是长时间序列数据处理。本文提出一种新

方法处理MODIS卫星数据。开发了一个ENVI/IDL环境下，基于MODIS L1B数据积雪检

测模型自动处理系统。在采用了长期的时间序列数据处理监测白雪覆盖的中国东北地区

作为案例研究。使用该方法，长期时间序列遥感数据处理的效率大大增加，处理时间从

几个月缩短到几天，研究人员将从繁琐的、自动的工作中获得更多的时间。该系统的性

能表明，在数据处理时间可以从30天缩短到2天。

FY-2 VISSR数据气溶胶厚度定量反演

报告人：L.Y. Bai，Institute of Remote Sensing Application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报告内容： 

大气气溶不仅影响区域和全球的气候和陆表环境，还对人类健康有很大影响。使用

卫星遥感数据来反演大气气溶胶光学厚度是监测大区域大气气溶胶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如今，已有多种卫星传感器可用来获得反演大气气溶胶厚度的遥感数据，然而大气气溶

胶实时或接近实时监测工作尚有待完善。利用风云二号卫星VISSR数据，在中国范围内

上述问题可在一定程度得到解决。本文利用FY-2C的VISSR 数据开发了一种新的反演模

型来获取高时相的气溶胶光学厚度。此成果将有助于大气气溶胶的形成机理、运移等方

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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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HA 和BATS站对温度、盐度、叶绿素的pCO2多元线性

回归和其对来自卫星数据的海表面pCO2估算的潜力

报告人：Jinchun Yuan，Center of Excellence in Remote Sens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CERSER)，Elizabeth City State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PH值、碱度、溶解无机碳（DIC）和二氧化碳是决定水中二氧化碳系统运动的四个

基本参数。这四个基本参数的浓度是通过化学平衡相互关联，任意两个参数浓度的确定

足以表征水中二氧化碳系统。本文通过分析ALOHA观测站的几十年数据和百慕大群岛

时间序列研究扩展先前方法的应用范围。首要目标是研究二氧化碳分压与温度，盐度，

DIC，有机碳和叶绿素a的线性相关。由于后面这些参数可以从遥感数据估计，这些相关

性是估算表层海水溶解二氧化碳的基础。由于ALOHA 和BATS在北太平洋中部和北大西

洋中部，这些相关性应该适用于海洋表面的广大地区。

分会场主题：数字地球中的虚拟现实及3D技术

Virtual Reality and 3D Techniques for Digital Earth
联合主席：Sei-ichi Saitoh and Anrong Dang

电子山脉和数字山脉的研究进展

报告人：Wei Ji，Institute of Mountain Hazards and Environment，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报告内容：

本文介绍了山区研究的5个阶段。在此过程中，山区资料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循环，

即从数据获取，到信息、知识改变，最后返回数据。同样，山区信息属性也经历了一个

客观信息——主观信息——客观信息的循环。电子山脉和数字山脉两者之间并无本质区

别。本文分析了在中国和国外山区研究的电子山脉工作，提出了在中国建设数字山脉的

三项重点：1）集成与共享山区信息；2）山区数据挖掘方法与模型；3）山区表面过程的

可视化与三维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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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IService的交通信息资源整合平台

报告人：Jinxing Hu，Shenzhen Institute of Advanced Techn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报告内容：

面向服务的架构（SOA）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提供数据接入和应用服务Web服

务。地理信息系统和SOA结合可以提高业务的敏捷性，改变传统的地理信息系统的设

计、开发和应用模式，从而促进有形地理信息系统转化为无形地理信息服务。基于动态

交通数据交换GIService和动态路径规划GIService建设，及其WebGIS的交通信息服务系统

的集成应用，本报告提出了一套整体结构交通信息资源整合平台，从而实现了交通信息

资源一体化、交通块信息提交、信息交换、交通信息查询、动态交通信息发布和动态最

佳路径查询。 

基于亚像素视差估计和细化的稳健相位相关法生成DTM
报告人：Jianguo Liu，Earth Science and Engineering，Imperial College London.

报告内容：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亚像素精度视差估计方法的稳健相位相关法，这是一种由粗到

细的多分辨率方法，能够提高阶段相关法的大视差估计能力。由于基于相位法的视差估

计方法在深度不连续区域产生了退化，利用“决定系数”算法更准确地找到并完善不可

靠的视差估计，提高了复合相位相关（CPC）技术。最后，中位数移位传播（MSP）的

滤波技术可以对相关性较低地区的误差视差估计进行补偿。通过这个改进计划，能够大

大地提高相位相关的精确度，并基于视差估计用窄基线和常规基线立体图像对生成数字

地面模型。

 基于转移概率函数建模的马尔可夫链离散地理空间变量模拟

报告人：Weidong Li，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本文探讨了线性插值方法和马尔可夫链模拟的灵敏度在研究转移概率函数不同拟合

方式中的作用。案例研究表明：1）线性插值是令人满意的；2）当可选样本不足时，选

择一个合适的滞后性必须获得可靠的实验线性插值转移概率函数；3）选择样本稀疏时，

转移概率函数实验是不稳定的；4）当选择样本不足时，5类变量的模拟结果是针对插值

和拟合转移概率函数模型的；5）当转移概率函数实验不能反映真实空间的离散变量下的

时空变化研究时，经验知识可以在转移概率函数建模中发挥重要作用；6）特殊级间变动

功能，可以捕捉到转移概率函数的不均匀性，并进一步在模拟模式中产生，而这是不可

能在传统的地质统计中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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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HASM基于简单地形信息重构DEM
报告人：Dunjiang Song，Institute of Policy and Management，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报告内容：

研究根据地形特征重建DEM对于提高DEM准确性和水文应用，精准农业，军事轨迹

规划等非常重要。基于表面理论的高精度曲面建模（HASM），是一种表面建模方法，

主要用于离散点插值。本文利用高精度曲面建模方法根据径流线和离散点构造DEM。

首先建立离散点的TIN。其次，正确定位每一个径流线的分割，利用树型数据结构表达

整个径流。画出所有可能的水流线，每个水流线的开始点和结束点是由TIN预测的。第

三，给定单元大小，建立一个2D矩阵并获得该单元格值。第四，收集所有单元的值，经

流线通过该单元和原始离散点，利用HASM方法重建DEM。

大尺度地形3D可视化的数据库算法

报告人：Zhongliang Fu，School of Remote Sensing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Wuhan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大尺度地形数据的3D可视化在GIS、VR和模拟等领域中是一个研究热点。目前，大

部分已有的地形可视化算法是将数据存储在当地磁盘或文件中，这导致了程序和数据之

间的独立性较弱，并且很难共享数据。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大尺度地形数据的共享和分

布式应用，本文介绍了一种数据库最优化算法，用来对地形数据进行组织、存储、规划

和多角度渲染。结果表明地形数据可视化的有效性得到大幅度提高。另外，这一数据库

算法，依赖于客户端配合可视化算法的机制以及服务端上数据的指定和传输，能够很好

地实现大尺度地形数据共享和分布式存储应用。

基于DTM生成的亚像素视差估计与精化的强健相位相关

报告人：Hongshi Yan，Earth Science and Engineering，Imperial College London.

报告内容：

本文在保证亚像元精度情况下提出了一种基于视差估计技术的健全相位相关方法。

同时设计了一种由粗到细多分辨率算法以改进在大视差情况下，相位相关方法的有效

性。由于在一些深度不连续的区域，基于视差估计方法的相位显示出较差的性能，利用

“决定系数”算法以改进复合相位相关（CPC）技术，以达到更精确定位，随后找出不可

靠的视差估计。最后利用MSP滤波技术以修改无特征或低相关区域的视差估计残差。利用

此技术基于DTM的视差估计，从窄基线和常规宽度基线影像中可改进相位相关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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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主题：数字地球集成技术（I）
Integrated Technologies for Digital Earth (I)
联合主席：Ray Williamson and Xihua Yang

用于监测民用基础设施建设引起的土地变形的TerraSAR-X干涉评估

报告人：Liming Jiang，Institute of Space and Earth Information Science，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报告内容：

TerraSAR-X系统能够提供高分辨率和高几何精度的影像数据，可以对城市3D制图提

供支持。本文评估了TerraSAR用于大型民用基础设施构建监测地表形变的可行性。选择

深圳地铁4号线和香港青屿干线作为实验区，其特点是地面沉降是由不同的因素导致的：

一个是由地铁隧道施工引起的，另一个是从海上复垦土地。结果表明显著的高密度PS

点可以确定和快速地面沉降被监测到，显示了长期相关的人造地物（如道路和建筑）变

形的详细程度和位移的高敏感度。研究显示了TerraSAR-X干涉技术在该领域具有巨大潜

力，能很好的应用于与民用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地面变形监测。

意大利Ischia岛3D变形分析的集成方法与技术、前景和建模情况

报告人：Vincenzo SEPE，Istituto Nazionale di Geofisica e Vulcanologia，Dept. Centro 

Nazionale Terremoti.

报告内容：

伊斯基亚岛，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湾西北部，自1302年火山喷发以来，一直为地质

活动剧烈的区域。本文研究了基于DInSAR的岛屿地表变形，采用小基线子集（SBAS）

技术。据1990年至2003年进行的Mt Epomeo resurgent block record 错位调查，北部和南部

两端最大沉降速率为1.27cm/年。1992年到2003年间，开始使用由ERS升轨和降轨卫星获

取的SAR数据，能同时辨别垂直和东西方向的位移。DInSAR结果证实了由此区域的神经

网络测量数据和SAR数据得到的垂直方向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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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气候循环的温度和水色效应对台湾牡蛎产量的影响

报告人：Sha Maio，Department of Aquaculture，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温度和水色效应在三种气候环流情况下对台湾的牡蛎生产进行评估，三种气候环流

分别为正常、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研究表明，无论在哪个气候条件下海洋表面温度和水

的颜色都是相关的。经常出现的任何极高的温度气候条件都可能会降低牡蛎产量。当厄

尔尼诺现象出现时，升高了海洋表面温度，很可能导致低产量。在正常和拉尼娜的影响

下，水的颜色则为十分重要的因素，增加颜色的亮度和色调可能会增加牡蛎产量。最后

得出的结论是水的温度和颜色都可能对牡蛎的产量产生影响。

使用MODIS时序数据监测中国春旱情况

报告人：Liangyun Liu，Key Laboratory of Digital Earth Science，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报告内容：

2008年10至2009年2月持续干旱天气影响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植被情况是降雨、

土壤湿度、气候和农业作用的整体效果。遥感技术可在干旱监测和预警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MODIS 15A的LAI异常指数来进行干旱监测和预测产量的方

法。结果表明，春旱从一月开始随着温度的迅速升高和冬季作物返青迅速扩散，同时表

明最严重的旱灾发生在河南省、鲁西南、陕西省关中、山西南部、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

高原。2009年2月至5月，密集的雨量和迅速及时的灌溉缓解了严重的干旱。在大部分地

区冬小麦产量预测产品正常或更好，但一些区域却造成了产量损失。

利用角反射器的D-INSAR方法监测滑坡变形

报告人：Jinghui Fan，China Aero Geophysical Survey & Remote Sensing Centre for Land & 

Resources.

报告内容：

在地表形变制图方面利用人工目标点的DInSAR方法已证明了其潜力。2003年，长江

三峡大坝的水位已达到175米，而之前为135米。因此，在长江三峡库区进行滑坡监测十

分重要。2005年在长江三峡地区为监测滑坡地表形变设置了12个角反射器（CR），人造

角反射器应能在SAR影像上识别出来。其中2个设在滑坡较少和地面相对稳定的区域，通

过GPS测量手段，对所有的角反射器进行精确定位。根据多普勒频移理论，并利用DEOS

轨道数据，在干涉相位中去平地。把角反射器放在影像中的一个单元网格里，在两个相

邻的角反射器间计算相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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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遥感技术计算高植被覆盖地区所受地质灾害严重程度

的方法—岷江盆地案例

报告人：Qinjun Wang，Key Laboratory of Digital Earth Science，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报告内容：

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里氏8.0级地震，为计算此次地震造成地质

灾害的严重程度，文中提出了一种提取植物变化的遥感技术。由于研究区域具有高植被

覆盖度，植被的改变能够反映地质灾害损失的严重程度。此方法流程如下：首先，获取

不同空间分辨率的地震前后的两景影像，影像配准精度高于1个像元；然后，基于NDVI

通过提取两景影像上不同的植被覆盖面积生成植被变化图。最后，根据植被变化图进行

统计和分析，给出统计信息和结论。实验表明研究区植被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地质灾难。

企业级影像处理与发布

报告人：Gordon Deng，PCI.

报告内容：

加拿大PCI公司是地理空间信息领域世界级的专业公司，一直致力于为各行业用

户提供空间数据解决方案，此次即将推出的新产品是公司Geomatica系列产品之一。

Geomatica软件具有如下优势：简单方便的影像浏览环境、丰富的影像处理工具、强大

的矢量栅格分析功能、强大的自由格式转换技术（GDB）、方便的空间查询功能等。

Geomatica软件不仅可用于卫星图像、航空遥感图像、地球物理数据、医学图像等多种数

据的处理和分析，还提供专业用户二次开发环境，用于开拓更多应用领域，如石油天然

气勘探、矿产资源勘探、林业、农业、土地资源调查评估与管理、自然灾害动态监测、

测绘等。

建设全国影像库 服务数字中国

报告人：Xiaoyang Cheng，Beijing Space Eye Innovation Technology Co.，LTD.

报告内容：

“数字中国”首先要实现“数字城市”。未来的十年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剧的十

年，为城市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城市环境与生态问题。作为保持城市

可持续发展、跟踪城市变化、合理利用资源的重要辅助工具，“数字城市”是必然的选

择。北京天目公司是Digital Globe在中国的长期独家代理，目前在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市场

占领先地位。本公司利用各个方面的卫星资源，致力于建设一套覆盖全中国的多源、多

比例尺，能满足大部分应用需求的综合遥感影像库。另外，本公司建设了一套在线卫星

影像服务平台以及覆盖政府、企业和大众的各类影像应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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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信息社会的解决方案

报告人：Sugimoto Yoichii，President & CEO of Pasco Corporation.

报告内容：

空间数据基础设施能为全球灾害预警、环境保护和国家发展提供服务。日本Pasco株

式会社于1953年在东京成立，主要从事地理空间数据采集和处理。借助于天、地、空等

多种类型的先进传感器，能够为国家空间基础设施的发展提供大量的光学或雷达数据，

实现应急或者常规实时监测、灾害预警等。在灾害预警方面，Pasco能够快速收集灾害信

息，实现3小时内信息自动化处理，并将集成的灾害信息通过国家空间信息基础设施进

行发布。过去几年中，Pasco在洪水监测、溃坝监测、城镇发展风险评估、公共财产（道

路、河流等）维护规划、森林监测、热岛建模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地理信息系统平台技术——回顾与展望

报告人：Frank Yang，SuperMap Software Co.，Ltd.

报告内容：

IT与业务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看世界的方式不同，所使用的“语言”也不同。业

务变化了，IT如何才能快速跟进变化？这一直是IT界在不断思考并努力解答的命题。地

理信息系统应具有较强的可用性、较高的性能和强大的适应性。过去几十年，地理信息

系统软件技术经历了组件化、Web式、小型化、数据库阶段的发展。这四个方面深深影

响着GIS应用的发展，将之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从产业应用角度看，下一代地理信息系

统技术发展趋势包括：跨平台、组件多元化、面向服务和三维可视化。总之，未来GIS软

件技术的发展依然迅猛，追踪GIS软件发展对终端用户和平台供应商来说都非常重要。

探测现代化活动影响下的古迹

——在伯利兹城（Belize）的Barton Ramie的卫星影像调研

报告人：Errin T. Weller，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University of Colorado-Boulder.

报告内容：

利用覆盖北美洲中部伯利兹城B a r t o n  R a m i e古迹的高分辨率全色卫星影像

Worldview-1，成功检测到远古玛雅居住地的遗址。由于频繁的农业活动，地表的居住地

遗址遭到很大破坏。通过比对地面调研信息和遗址图，玛雅现存遗址以及地下遗址在卫

星影像上呈现出四种明显不同的特征类型。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分析和地面真实性检验发

现，古迹遗址最主要的探测因子是隆起的大小尺寸，古迹的高度可以通过阈值（2米）方

法成功检测。这种在耕地环境下确认影像特征的方法同样也应用到伯利兹城其它文化古

迹的探测中，并能用于推算古代居住地的范围和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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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地球，地质遗迹保护的新途径——以内蒙古克什克腾

世界地质公园应用为例

报告人：Siwen Liu，School of Earth Sciences and Resources，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报告内容：

地质遗迹分布广泛，在实际保护中面临很多困难。数字地球是空间数据管理的有效

工具，在地质遗迹保护中也必将发挥重要作用。为了将数字地球技术更好地应用于地质

遗迹调查、资源评估、遗迹保护规划制定、全球或区域研究中，我们基于数字地球的概

念形成了一个理论框架，以内蒙古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为研究对象，采用了现有的数

字地球平台——Google Earth和Skyline Globe Pro来说明数字地球在地质遗迹保护中的作

用。尽管数字地球在地质遗迹保护工作中的应用还很少，但是其在虚拟化、地理知识库

和数字地图集等方面的优势使得数字地球技术必将在地质遗产保护中发挥巨大作用。

数字文化遗产

报告人：Deren Li，Wuhan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自然腐蚀和人为破坏已经给文化遗产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人类应该共同努力来保护

文化遗产。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很多前沿技术已应用到这一领域，因此数字文化遗

产这一新的概念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中所遇到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法。综

合利用多种测量手段的文化遗产数字化方法已成功应用于两个工程项目：一个是数字莫

高窟，另一个是志莲净苑的重建。数字文化遗产不仅能用于文化遗产的研究、保存、管

理、描述，还能有效解决旅游观光需求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

利用多元空间数据分析过去一百年北五湖的变化

报告人：Biao Deng，Institute of Remote Sensing Application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报告内容：

北五湖系鲁中黄河以南自北向南分布的一系列湖泊，分别为安山湖、马踏湖、南旺

湖、蜀山湖和马场湖。近100年来，北五湖陆续淤废，目前除安山湖、马场湖尚有残存

外，其他诸湖悉数消亡。本文收集了北五湖地区1907年测绘地图、1954年航片、1975年

MSS遥感影像、1987年和2001年TM影像以及2005年SPOT5影像等6个时期的数据，在数

据预处理基础上，通过目视解译和分类等手段提取了该地区6个时期的北五湖空间分布数

据。根据北五湖6个不同时期的空间展布特征，分析了近100年以来北五湖消亡的幅度、

速度和时间等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探讨了北五湖消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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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IS的环境监测信息管理系统平台建设研究

报告人：Rui Liu，Institut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MAPUNI.

报告内容：

随着环境监测的深入，环境监测信息海量增长，迫切需要建立完备的环境监测信息

管理系统，以有效监测和整合信息，更好地为环境管理提供决策支持。基于GIS的环境监

测信息系统平台的框架应包含如下内容：以数据为中心提供数据支持；对属性数据和空

间数据进行融合和综合管理，以实现环境监测及指标超标报警的功能；能够对获取的监

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与评价。此外，系统在GIS的支持下能够实现区域分布、缓冲分

析、趋势分析等专题功能，并以电子地图方式直观地展示分析结果。

基于时间序列遥感数据的中国黄淮海平原植被覆盖变化监测

报告人：Linlin Lu，Center for Earth Observation and Digital Earth，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报告内容：

在生态环境变化较大地区，长时间序列遥感数据广泛应用于植被动态变化监测。作

为中国最大的农业区，位于中国东部的黄淮海平原在近一二十年来植被覆盖状况产生了

明显变化。本文利用GIMMS数据集，提取从1993年至2006年中国黄淮海平原植被变化的

时间趋势和空间格局。提取结果表明：这一地区总的植被活动在增强，但植被覆盖的变

化趋势存在着空间差异，有些区域的植被状况是改善的，而有些区域是日益恶化的，导

致植被覆盖变化的驱动因素可能包括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两方面。

土壤水分主动和被动（SMAP）探测发射计划

报告人：Jiancheng Shi，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ra，UCSB.

报告内容：

2007年，美国地球科学和空间应用国家研究委员会发布了第一个十年地球观测发射

计划，其中土壤水分主动和被动（SMAP）探测计划位居前列。 SMAP建立在早期Hydros

计划的理念和降低风险的研究基础之上，SMAP计划的测量方法是利用L波段（1.2-

1.4GHz）进行主动（雷达）和被动（辐射计）同步观测，二者共享净重6米的雷达接收天

线。SMAP将于2013年由NASA发射升空，发射后卫星进入低轨太阳同步轨道，以圆锥

方式扫描成像，幅宽为1000公里，雷达和辐射计分辨率分别为10公里和40公里，全球覆

盖周期为2至3天。这种主被动雷达同步测量方式大大提高了土壤湿度产品的分辨率和灵

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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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城市热岛强度

报告人：Yingying Wang，Anhui Normal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城市热岛是一种城市上空大气温度比城外高的现象，与土地利用有关。随着全球气

候变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热岛现象更为突出。相对传统的研究方法，遥感探测方

法具有快速、宏观、周期性等特点，是研究城市热岛的有效手段。本文基于TM数据反演

地表亮温和城市建设用地提取，发现高温区的分布与城市建设用地分布相一致。在此基

础上，利用分形理论和半径方法来提取了合肥市热量和强度的空间分布状况，以城镇建

设用地中心为原点以同心圆环的形式来计算城市热岛强度，结果表明合肥市强度很大，

而且随着城市的发展热岛面积越来越大。

基于新卫星数据的北纬50°生长季地图

报告人：Stein Rune Karlsen，Northern Research Institute Tromsø (Norut).

报告内容：

基于卫星数据提取的NDVI与野外实测的植被生长季变化之间存在相关性，本文提

出了北部地区新的生长季节卫星地图。对于北极圈附近的国家，1982年至2006年期间的

NDVI产品来自于标定后的全球GIMMS数据，此后的产品来自于250米分辨率的MODIS数

据。基于这些产品的生长季节地图能广泛应用于生态和气候变化的研究，能够作为对生

长季节变化敏感的北方地区的气候变化指标，也可用于改善全球变化模型。尽管如此，

在植被生长季还需进行更多的研究，如针叶林生长季观测、极地标准化的环境地理数据

采集、MODIS-NDVI的定标等。

利用遥感和GIS建模评估里海海岸改造风险

报告人：H.Khoshravan，Caspian Sea National Research & Study Center.

报告内容：

本文以中国山西为例，对ADS40的自校准进行了研究。与传统的数码成像概念完全

不同，ADS40是推扫式成像。它的自校准系统以相机上的参考坐标系为基准来决定视场

的扫描方向，并估算惯导系统（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IMU）和相机系统之间的视觉

误差。本文自校准主要关注如何评价焦平面上每个CCD的畸变情况，如果畸变超限不满

足成像条件，则需要进行校准。本文提出了一种折中的自校准方法：在光束法平差中同

时估算CCD线畸变和IMU视准误差。通过实验发现本文的方法在缺少GCP信息情况下不

影响自校准过程，但仍需进一步研究这种情况下的自校准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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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DGPS/IMU 的机载InSAR系统精度分析

报告人：Lou liangsheng，Xi'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报告内容：

精度分析是保证一个系统产品准确度的前提，它可以帮助确定系统偏差以及一些技

术参数。本文结合SAR成像准则，基于DGPS/IMU 数据来解决机载InSAR 系统中DEM三

位坐标，推导出了影响DEM精度的公式，这些影响因素包括基线长度、基线偏差、相位

差、SAR天线到地面目标点的距离、SAR天线位置、多普勒中心以及水平速度。然后分

析了影响机载InSAR系统精度的主要因素，并对系统的可靠性进行了分析，以提高系统

精度。本文最后提出了设计机载InSAR系统的建议，并利用机载InSAR数据进行了试验，

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精度分析方法与通过试验数据统计所得的精度相吻合。

徕卡ADS系列相机在中国测绘行业的成功应用

报告人：Hu Wenyuan，Surveying and Mapping Bureau of ShanXi Province.

报告内容：

基于数字传感器、数码相机以及激光扫描仪等数字化器件，我们有望建立一个全新

的数字图像工作流程。中国陕西测绘研究所在一年前左右购买了徕卡ADS40机载数字推

扫式传感器，为本单位赢来较大经济效应。本文介绍了ADS40系统的优点以及几次飞行

试验中所获取的数据，这些飞行试验覆盖了各种不同的地形。在仅仅4个月内，ADS40就

获取了6800km2区域的正射影像图。另外，本文也对这些新技术在摄影测量方面的应用进

行了分析与总结。

基于机载Lidar数据评价中国区域的ICESat植被产品

报告人：Yong Pang，Institute of Forest Resource Information Technique，Chinese Academy 

of Forestry.

报告内容：

ICESat GLAS 已经获取大量Lidar观测数据，覆盖了世界上的森林区域。ICESat植

被产品（IVP）的制作以全球森林高度数据集为目标。为了对中国区域的IVP产品进行

评价，利用LiteMapper 5600系统获取了中国东南部以及西部区域的数据。初步分析结果

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由机载数据所得的结果与ICESat的植被产品非常吻合。对于两

者差别比较大的点，机载Lidar数据合成到GLAS波形中，然后再进行比较。对这些试验

区还需进一步分析，利用机载雷达估算的树高进行真实性检验。由于混合了地下反射信

息，还需通过地形校正增加Lidar信号中的无植被多峰值数据的信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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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与NASA 空基科学飞机平台的实时感知能力

报告人：Richard Shetter，University Avenue，Grand Forks.

报告内容：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机载科学飞机平台已经集成到遥感系统中用于地球

科学研究，该试验飞机能获取海拔100m至21km的覆盖全球范围的数据，这些数据除应用

到大气物理、土地利用、海冰、台风等研究中，还可用于遥感真实性检验。许多传感器

搭载到该平台进行过飞行试验，如SAR、Lidar、微波辐射计、高光谱成像仪、太阳光谱

辐射计以及热红外辐射计。通信卫星、实时对话系统以及飞机上的卫星可视能力加强了

飞机与地面之间的通讯能力，这些传感器和通讯设备能帮助试验者从越来越多的飞机飞

行试验中获取大量数据。

为用户提供Erdas方案以及管理数字地球

报告人：Paul W. Beauty，ERDAS IMGINE Product Manager.

报告内容：

地理空间信息从获取到信息分发，其附加值不断增加，30多年来ERDAS一直为用户

提供流程化解决方案而努力，目前ERDAS产品系列包括：ERDAS IMGINE Suite，LPS，

ER Mapper Professional和Image Compression。目前数字地球需要具备以下功能：将现有

数字地球图像数据转换为信息，知识发现和反演，绘制未来图像，具有决策支持系统，

但自然或人为的变化是数字地球发展的难题。ERDAS提供了自动化或半自动信息提取工

具，帮助人们管理海量的数字地球，其中企业级软件为人们提供了协同解决方案，具有

安全可靠、协同性和可升级的特点。

早期预警和危机管理的数字地球代理

报告人：Milan Konecny，Former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Cartographic Association.

报告内容： 

数字地球是预警系统的基础，该系统的建立能够在地理信息系统层面上作为决策者

应急调整的依据。来自不同数据源大量数据经过处理、解译和可视化后，可用于预警、

决策支持和应急。空间数据基础设施（SDI）的智能访问数据库和交互功能不仅支持用

户使用互联网上的地图，而且能够用于个性化地图制作，它能够根据用户级别、业务单

位、派遣单位的不同需求，在相同数据源的基础上，确定不同的比例尺、主题和地图制

图方式。显然，这种主题自适应自动制图方法可以建立起精确的应急机制地理数据可视

化情况，以方便用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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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亚地球科学数据的共享协议的空间信息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报告人：Xingxing Wang，Center for Earth Observation and Digital Earth，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报告内容： 

在大约50年前，空间信息特别是数字地球技术就已经被提出。现在已经应用在不同

的方面并获得了成功，如城市管理、土地利用监测、数字城市乃至全球变化。在地质和

采矿领域，也需要应用数字地球技术探测不同的地层和地质结构以及岩矿的位置。由于

地质领域的复杂性，数字地球在该领域应用的成功案例并不多见。本文提出了一种新方

法，综合地质和矿业数据，利用空间信息技术，开发三维地质和矿业数据共享平台。该

平台改变了传统的地质数据的访问和使用，用户可以借助该平台寻找不同地层的位置和

发育状况，搜索特征元素、定位、三维显示。

Bucky的挑战——设计最佳应用数据地球界面

报告人：Kyle F. Hence.

报告内容： 

在R.Buckminster Fuller的巨著Critical Path中提出了“地球太空船”，书中提出了一

项紧急挑战“破冰船紧急路径意见书”。我们把人类知识转变成“神器”，借此神器有

效地促进生存武器装备，获得未知世界的财富和危机解决办法。在这特殊的情况下，为

应对Bucky挑战，数字地球具有把众多技术应用到关键路径构件、接口的固有潜力。通过

整合全球电视直播节目、全球的海洋竞技（如沃尔沃环球帆船赛）和由专门的非政府组

织、非营利组织、相关企业处理的全球或区域问题，数字地球社会以前所未有的动力来

协调一致的处理关键性问题和危机。

三峡地区可疑滑坡填图：Logistic回归与证据权重方法比较

报告人：Chuanhua Zhu，Faculty of Earth Resources，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报告内容： 

在过去10年中滑坡敏感性统计评价已成为重要的课题研究。本研究将逻辑回归和证

据权重方法用于地理信息系统，得到了忠县中乌管道在顺溪三峡库区山体滑坡敏感性地

图。本研究采用如下影响因子：滑坡记录、坡度、海拔、坡度结构、距河流距离、距道

路距离等，所有山体滑坡均在J3p形成中发生。我们发现滑坡到公路和河流的距离是研究

领域非常重要的因子，这与实地观察是一致的。比较两种方法后结果表明：已知滑坡区

不能完全归入高或者非常高的敏感类，但是这些滑坡中有58.94％的适合采用逻辑回归方

法归入高或者非常高的敏感性分类，而权重证据方法是84.48%有效。

142

ISDE6 执行报告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

学术活动

第
三
部
分



利用VHSR光学卫星图像序列和虚拟地球的科学可视化分析达尔富尔

地区国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的演变

报告人：Dirk Tiede，Center for Geoinformatics，Salzburg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本研究采用VHSR光学卫星图像的时间序列和科学的可视化虚拟地球分析了达尔富

尔区域流离失所者营地演变情况。本研究基于可转移对象的图像分析算法提取了苏丹达

尔富尔国内的流离失所者（IDP）的住房信息、并对结果进行可视化显示。本研究采用

2002年、2003年和2004年的Qickbird数据：1）提取不同类型的住房；2）计算和可视化附

加值产品，如居住密度和难民营的结构。结果在虚拟地球上可视化（谷歌地球和ArcGIS

浏览器）显示。其中，数据格式依赖于虚拟地球软件，其中包括的KML/KMZ（地锁孔

标记语言）和ESRI三维shapefiles流作为ArcGIS服务器的全球服务。

利用手机网络活动状态估计人的存在

报告人：Filippo Scognamiglio，Columbia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报告内容：

本文提出一种方法来分析手机网络活动并估计地理区域内人的数量。该方法是基于

一个荷兰电信主运营商所提供的按小时统计的阿姆斯特丹市区GSM网络数据。该方法分

为四个步骤：首先，建立一个配置功能，指示如何重新由天线统计每个区；第二，分析

自治市镇当时联网的趋势，选择各专题组变化最低的组。然后，统计在选定时间簇内网

络中相反数据的人口信息相关性；最后，指出位置更新是指示人存在的指标。本文还讨

论利用GSM网络活动如何分析城市中人群的移动。本研究成果能够用于解决人群管理、

城市和城市政策的动态分析等问题。

分散的数字地球海量地形数据开发的计划与调度

报告人：Tuanjie Zheng，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报告内容：

本文讨论了数字地球中大量地形数据的分发计划和方案。通过建立分布式数字地

球，实现多点之间的联系、分散供应，以及大量地形数据联合应用，尽快实现有序调度

和显示。本研究统一规划了大规模地形数据，以期在不同领域来调度这些散乱的数据，

就其中的关键技术展开了进一步研究。首先是给影像数据分级；二是划分LOD为不同部

分，并使用DEM递归分区；三是派送影像和DEM数据。本文最后提出了三维结构和数字

地图加载机制，通过实例展示了四川地震区域的空间信息表达过程，实现了在互联网上

有效管理和调度数字地球的大量地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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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通用公共空间信息服务平台的SWOT分析

报告人 ：Xinyan Zheng，The National Geomatics Center of China (NGCC).

报告内容：

目前，国际测绘趋势（如美国）是从地图生产转移到地理空间信息。在这种情况

下，中国测绘不可避免地要以四维产品服务NCPGISPC（国家通用观测系统，综合服务

公共空间信息服务平台中国）为中心来为公众提供服务。NCPGISPC的目的在于网上提

供多种权威信息，为政府、企业和公众提供一站式地理空间信息服务和API，这也是国家

测绘局的战略核心。本研究着重给出通过使用SWOT（优点、弱点、机会和威胁）来分

析NPCGISPC带来的好处。虽然NCPGISPC仍然处于早期阶段，但它代表了中国未来地理

空间信息服务的模式，不仅对数字中国建设产生巨大影响，也影响人们利用地理空间信

息服务的方式。

利用遥感数据研究印度本德尔肯德克拉通Madaura地区的含铁质的超

镁铁岩铂族元素岩石网线模式 
报告人：Kuldeep Prakash，Department of Geology，Banaras Hindu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太古时Bundelkhand Craton占据了一个近2.9万平方公里的大半圆形地区，圆形露

头在印度中部。它主要由花岗岩（2.5-2.2 Ga）、巨型石英脉和年轻镁铁质构成。在

Bundelkhand craton的最南端局部低洼区域，PGE-bearing 超镁铁质岩石暴露在外。这

些岩石位于靠近Madaura、Dangli、Ikonakhurd、Rajola、Gorakalan、Purani Pindar、

Hanumatgarh和Siron地区，分布在印度面积约二百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而只有约50平方

公里露头区不清楚其与主花岗岩的接触关系。因此，使用遥感数据对区域范围内的8个露

出地表区域进行观察十分有益，本文利用印度toposheet（54L/15）、2003年5月IRS-1D数

据、2000年LANDSAT TM数据和2008年的谷歌地球图像开展了研究。

珠江流域的水质在线监控和预警系统

报告人：Chaoyang Fang.

报告内容：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珠江流域地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环境问题已颇受

关注。为了预防和减少水污染危害，对水环境的监测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一个海洋

污染监测信息系统已开发出来，该系统以WEB框架为基础。本文介绍了一个基于遥感数

据的水质信息收集和分发系统框架。基于该框架，通过集成遥感数据、科学工作流技术

和ASP服务模型，不同层次用户可以准实时在线获取灾害信息。本文以珠江为例建立水

质监测系统，考虑到现有技术和网络速度目前系统运行效率和结果还比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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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1B卫星产品数据归档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报告人：Wei Liu，Center for Earth Observation and Digital Earth，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报告内容：

海洋1B卫星是海洋1A卫星的后续星，是由中国国家卫星海洋局托管的应用服务卫

星。HY-1B地面应用系统的数据管理产品中心建立了存档和分发系统（PDAS），负责

提高数据管理的效率，减少人为操作的复杂性，确保整个系统的可靠运行并提高服务水

平。产品档案系统（PAS）作为后台系统，是PDAS的核心部分。本文介绍了PDAS的主要

组成部分：网络通讯模块、文件采集模块、文件复制模块、任务采集模块、元数据提取模

块、产品数据存档模块、元数据目录导入模块和该系统的一些独特的功能和关键技术。

借助地理信息系统方法利用数字数据调查过去气候和及其对地貌的影响

报告人：Alhosseini almodaresi，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Islamic Azad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地球外部特征基本上取决于环境条件。因此，根据不同时

间对较大的特殊地貌的研究能够重建影响环境变化的证据。1933年起，以Bubec为代表的

一大批学者开始了冰川研究，在过去几十年实证研究中取得巨大成就，并达成第四个时

期伊朗的环境条件的一致观点。我们以位于伊朗中部地区亚兹德西南方80公里的Sakhvid

流域为例，收集了气候、地质、水文、地貌、环境、经济、文化和社会学相关数据，利

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ARCVIEW实现分析。也有人尝试并借助地理信息系统缩放扫描绘

制的地图并绘制点位坐标，为可持续发展寻找方法和工作模式。

结合地理因子和模拟城镇边界调整的人口数据网格变换方法

报告人：Jiafu Han，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报告内容：

在许多统计社会人口的应用中，高质量的空间参照人口信息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

将集中人口和地理因素相结合的数据转换方法用来模拟乡镇边界调整。某一地区每个镇

的人口普查数据基础资料是镇级行政单位和国家基础地图（1∶25000），按照11公里网

格化后可得到人口数据。我们提出了以乡镇边界模拟与城市总人口为基础的新的调整方

法。考虑每个乡镇和相应的边界线，基于Voronoi多边形缩小或扩大的过程中，以尽量减

少误差。该研究表明，该方法能获得详细网格人口的数量。这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普查

人口数据可转换成定期网格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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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交通信息系统在交通发展地区的实施

报告人：Mokhtar Din，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Faculty of Engineering，University of Malaya.

报告内容：

为满足人们通行的便利性，公共交通应经常监测和改善，以确保交通运输部门的数

据更新。研究拟将吉隆坡交通信息系统（KLTIS）应用于过境支持区域，该系统用于交

通规划中的一站式交通信息存放。所谓过境支持区域是指具有大量乘客过境的区域，需

至少每小时提供一次人口或就业密度服务信息。然而，过境服务水平（Transit Level of 

Serivice，LOS）是完全基于过境支持覆盖面积的比例，因此本研究有助于吉隆坡转机机

构更好地利用数据，以改善其交通规划状况。本文介绍了该信息系统的界面、功能与在

过境支持区域的实施情况。

行政区划地名的时空数据模型——以厦门为例

报告人：Liping Yang，Colleg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报告内容：

地名是地理实体的标志，数据库是地理信息越来越重要的载体。到目前为止，数字

地名的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需进一步开展如下工作：1）地点和相关事实随时间而

变化，地方志很少记录这些数据；2 ）地方志缺乏历史信息；3）较少关注现有数字地方

志与地面之间的关系；4）目前使用的地理志通常仅限于简单的陈述。本文提出了一个新

的地方行政区划名称的时空数据模型，该模型考虑了时空的变化和地方志条目之间的关

系，本文以中国东南福建的厦门市为例来采用该模型进行了实例应用。此外，该模型适应

于等级行政管理制度的多尺度数据集，因此在建立数字化地方志时最好简化地名描述。

通过在GIS环境中应用数字流域数据和空间多标准评估决策河道

加固面以减小土壤流失的危害——伊朗Miankouh流域的案例

报告人：Ali akbar Jamali，Deptarment of Watershed Management，Islamic Azad University-

Maybod Branch.

报告内容：

在Miankouh流域六万一千七百六十公顷的区域，土壤侵蚀已成为一个破坏环境和

生产的问题。为了降低灾害对环境的影响，现需要一种合适的技术在此流域开展防止

水土流失的行动。本文的目标是通过在GIS环境中应用数字地球数据和水流侵蚀模型

（WEPP）选择一个适合铺设河道加固面的位置以减小土壤流失的危害。通过使用WEPP

方法，建立土壤侵蚀灾害层，其它的数据层包含倾斜度，土地用途，植被参数，地质地

形情况，土壤，附近的道路，暗渠等，GIS软件可以权衡，标准化和结合这些数据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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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10日星期四上午9:00，第

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展板交流在北京国

际会议中心2号展厅的开放区域内正式举

行。本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是第二次在中

国举办，自筹备之日起，得到了全球四十

多个国家和地区众多专家学者的广泛支持

与关注，总计收到900余篇投稿，其中中

国学者的文章约占文章总数的70%，700余

篇展板文章根据作者自选与专家评审最终

确定。

本届会议从继承前4届会议主题、学术组征求的学术专家意见、我国专家提出的议

题三个渠道考虑，最终产生5个主题和51个子题。5个主题是数字地球理论、框架与技术

（22个子题）；数字地球与全球环境变化（8个子题）；数字地球应用（12个子题）；对

地观测技术（9个子题）；数字地球教育（6个子题）。这些主题和议题基本上含盖了当

前数字地球研究和应用的主体。

9月10日上午，展板共展出了六十余

篇专业学术论文，其中数字地球应用，对

地观测，数字地球理论、框架与技术三大

主题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学者们围绕

着数据处理，模型算法以及所做研究的意

义等方面展开了积极而热烈的探讨。

当日下午14:00－17:00，第二场展板

展示交流顺利开展。此次交流在五个展

示区内分别展出了数字地球应用（A、E

展区），对地观测（B展区），数字地球

 学术展板展示现场A区

ISDE6

分会展板文章

 学术展板展示现场B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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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框架与技术（C展区），数字地球与全球变化（D展区）四个主题的60余篇学术论

文。本场展板的展示交流吸引了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参加。在本场展板交流过程中，

文章作者对参会者的积极提问进行详尽解说，整个展示过程气氛热烈且井然有序。地质

灾害遥感监测、环境污染监测与治理、三维模拟以及全球变化等方面的多块学术展板受

到与会者的广泛关注。“中国西南部山区水库地质灾害高精度遥感解译研究”，“山

东省污染源调查地理信息系统设计和应用”，“三维数字城市制图系统及关键技术研

究”，“利用MODIS数据检测赤潮”等展板受到了一致好评。    

2009年9月11日星期五上午，第三场

学术展板展示交流顺利展开。此次展板

展示分为数字地球应用（A区），对地

观测（B区），数字地球理论、框架与技

术（C区）以及数字地球与全球变化（D

区）四大主题进行展示。一些研究成果的

作者耐心地对感兴趣的观众进行讲解，他

们的沟通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并且各自

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当日下午，在数字地球理论应用专

题区中，编号为 C.15的展板旁两位与会

者正在和文章作者认真讨论，这篇关于

“用Google Earth做中国地磁参考场可视

化的基本研究”的文章在展示中受到了广

大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在其它展区中，

也有很多展板被关注，例如，对地观测区

B.5“从雷达影像中提取DEM”，这篇文

章主要讲述了从雷达数据中提取DEM的

一种新方法，这种方法不仅提高了精度，

也提高了效率。

 学术展板展示现场C区

 学术展板展示现场D、E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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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12日星期六，展板交流进入了尾声。此次展板展示分为数字地球应用

（A区），对地观测（B、D区）以及数字地球理论、框架与技术（C区）三大主题50余

篇论文。

本次会议期间ISDE6组委会专门设立了最佳展板奖，该奖项旨在通过评审促进和提

高展板交流质量，评委在所有展板中选出10名候选人，并根据选题、内容、个人表述等

方面进行评定。最终评出了5篇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最佳展板展示论文，并在大会闭幕

式上举行了颁奖仪式。

 参会人员阅读展板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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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国际数字地球
会议十周年活动

ISDE6



地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人类不断地试图了解

她，认知她，探索她。迈入20世纪，人口的增加、资源的开发、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扩

张等导致地球生态系统与环境不断演变，地球系统面临着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厄尔尼

诺”现象与“拉尼娜”现象的周期变化引发的重大灾害；南极臭氧层空洞总面积变化；

温室气体增加与全球变暖；持续干旱与粮食安全问题。这些变化或缓慢或剧烈，它们产

生的影响已经被运行40多年的对地观测系统一一记录。以此为基础，数字地球概念应运

而生。

作为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的虚拟表现，数字地球旨在为模拟地球发展变化、支持

政府决策、实现数据共享等方面做出贡献，将为我们勾画出一个美好的未来：基于对地

观测技术的农作物长势监测与估产；通过数字海洋分析了解全球海水盐度、温度和浮游

生物分布；集成森林砍伐、土地利用、城市扩张等综合信息来分析地球表面辐照度的变

化，为研究地球与太阳之间关系以及利用太阳能提供证据；利用对地观测数据研究全球

冰川消融和海平面上升、海水温度和洋流格局可以帮助我们开展更为精确的天气和气候

预报；社会大众还可以在网络数字地球上找到自己的家园，也可以预知出行的旅程和异

国地理环境。而作为数字地球系统重要组成的数字城市，将秉承人与自然和谐的理想，

在规划人口与环境的合理分布中发挥积极作用。

数字地球始终致力于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1999年11月，首届国

际数字地球会议在中国北京举行并通过《北京宣言》，呼吁在建立数字地球过程中，优

先考虑解决环保、灾害管理、自然资源保护、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提高人类生

活质量等方面的问题。以“超越信息的基础设施”为主题的第二届会议与以“全球可持

续发展信息资源”为主题的第三届会议，将数字地球的发展紧密地与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相关联；而第四届“全球共享的数字地球”和第五届“体验地球”

两次大会，则使数字地球的发展目标走向更高的境界，2006年和2008年还分别在新西兰

和德国召开了数字地球可持续发展峰会。在前述目标的推动下，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

议以“行动中的数字地球”为主题，深入研讨数字地球未来的发展与变革。2008年，学

会刊物《国际数字地球学报》出版发行，为数字地球的发展搭建了国际学术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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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和应用的推广到ISDE的建立完善，数字地球的理念在全球得到广泛的发展，并将

在进一步认知地球以及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上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随着地球空间信息、互联网技术与地球浏览技术、网格计算、云计算技术的高速发

展，在全世界政府和专家学者与企业的努力下，十年后的今天，对地观测及在其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数字地球已经成为全球最具挑战性和广泛带动性的高科技领域之一。中国科

学院开发的数字地球原型系统在环境与灾害监测、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Google公司推出的Google Earth则将数字地球的科学技术应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给国际社会带来空前的震撼。与此同时，科研人员围绕陆地、大气、海洋等应用领域建

立专业的应用服务平台，为全球与国家环境区域变化研究乃至社会管理、国防建设提供

技术支撑。大到全球气候变化，小到农作物估产，基于数字地球技术开展全球层次、国

家层次及热点区域层次的综合应用在广泛进行。从高端技术到百姓生活，数字地球越发

呈现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它即将对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将远远超

出我们的想象。

数字地球的建设与发展需要科技界、政府和企业界多层次、多领域的共同合作，加

强国际合作，推动信息共享，缩小数字鸿沟。需要共同努力克服多领域、多数据源、多

语言的障碍，加快各类数据转化为信息和应用的进程。发达国家和有能力的发展中大国

应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分享数字地球信息资源，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

展目标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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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arth is what we depend on for survival. During the thousands of years' civilization, 
man has been trying to know her, understand her, and explore her. As we march into the 
20th century, the population explosion, resource exploit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 expansion have posed great impact on the Earth's ecological system and 
environment. The Earth is constantly challenged by a series of newly-emerging issues, 
which includes the disasters caused by variations in El Nino and La Nina, changes in the 
size of the Antarctic Ozone hole, increasing Greenhouse gas and global warming, long-
term droughts, and food security problems. Whether it is a long-term change or a short 
one, the results of these changes have been documented by the earth observation system 
which has been in operation for more than 40 years. The concept of Digital Earth was 
just born on such a basis.

As a virtu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planet, Digital Earth is designed to simulate the 
evolution and changes of the Earth, help with the decision-making of government 
and achieve data sharing. It presents us a picture of the bright future. It is supposed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crop conditions and yield estimation, to document salinity and 
temperature of seawater and plankton distribution, and to integrate information 
on deforestation, land use and urban sprawl with a view to analyze changes in the 
Earth's surface irradiation and provide evidence for research on the Earth-Sun relation 
and for utilization of solar energy. Furthermore, we can monitor polar ice distribution 
associated with sea-level changes, seawater temperature and ocean current pattern in a 
bid to get more accurate weather and climate forecasts by using data derived from earth 
observation system; people can find out their home on the networking Digital Earth 
and study their itinerary routes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 foreign countries in 
advance. Digital City is conceived as a key element of Digital Earth, and is supposed 
to have a significant role in future planning to mitigate the impact of an increasing 
population on the environment. 

Digital Earth is alway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n November, 1999,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Digital Earth (ISDE1) was held in Beijing and the "Beijing Declaration on Digital 
Earth" was promulgated. With the theme of "Beyond the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in ISDE2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for Global Sustainability" in ISDE3, the Digital 
Earth seeks to establish global sustainability and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contrast, ISDE4, with the theme of "Digital Earth as a Global Common", and ISDE5 
with the theme of "Bring Digital Earth down to Earth", expanded the development goals 
of Digital Earth to a higher level; Two Digital Earth summits were held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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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New Zealand in 2006 and in Germany in 2008. Guided by these earlier objectives, 
ISDE6, which sets "Digital Earth in Action" as its theme, will focus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Digital Earth.

In 2006,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Digital Earth was established in Beijing. In 
2008,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Earth" was published, which constructs a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xchange platform for digital earth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has 
just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of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ended and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ended. 

With rapid development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earth 
browsing technology, grid computation and cloud computation technology, together 
with efforts by governments, experts, academic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the Digital Earth has been actually ranked as one of the most productive high-
technology field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Digital Earth Prototype System developed b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onitoring environment 
and disasters and in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on earth; Google Earth, launched 
by Google Incorporation, has extended applications of Digital Earth technology to a new 
height and brought unprecedented shock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parallel with 
these developments, researchers created application-specific platforms for the applied 
area of land, atmosphere and oceans to support the researches on global- and national-
scale environment, and social management. The Digital Earth concept is now not only a 
high technology term, but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involved in people's daily lives, and 
is increasingly demonstrating its capability to provid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Its 
great influence on social life will go beyond our imagination.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arth project can only be 
successful with an on-go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of scientists and 
technicians, governments and the private sectors.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overcome 
the multi-field, multi-data and multilingual obstacles and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data into inform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s. To achieve these goals, it is envisaged that 
all countries, whether developed, developing, or underdeveloped,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expand and extend the resources of the Digital Earth project and thus contribute to 
achieving the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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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奖项设置

为纪念数字地球10周年，本次大会开幕式上对为数字地球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

家、企业、政府官员以及历届大会组织者颁奖。设以下奖项：

（1）数字地球科技贡献奖：颁发给本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和学者。

（2）数字地球企业贡献奖：颁发给本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企业。

（3）国际数字地球会议组织奖：颁发给历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的组委会主席。

（4）数字地球学会奖：颁发给为推动数字地球学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和学者。

 颁发国际数字地球会议组织奖

ISDE6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奖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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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十周年活动

二、获奖名单

奖项由国际数字地球学会组织评选并颁奖。各奖项提名由学会秘书处根据数字地球10

年的发展历程，在征求国内外相关专家意见后，提出建议人选，经执委会委员投票通过。

获奖人员、机构如下：

（1）数字地球科技贡献奖

  陈述彭教授、徐冠华教授、Prof. Michael Frank Goodchild

（2）数字地球企业贡献奖

 Google Earth、Maps and Local、Google Inc.

（3）国际数字地球会议组织奖

 第一届：  陈运泰教授  （中国）

 第二届：  Prof. David J. Coleman （加拿大）

 第三届：  Prof. Milan Konecny （捷克）

 第四届：  Prof. Hiromichi Fukui （日本）

 第五届：  Dr. Timothy W. Foresman （美国）

 第一届峰会： Dr. Richard Simpson （新西兰）

 第二届峰会： Prof. Manfred Ehlers （德国）

（4）数字地球学会奖

 Prof. John van Genderen

 颁发数字地球科技贡献奖、企业贡献奖及数字地球学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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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获奖理由

     陈述彭教授

     Fo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arth

     徐冠华教授

     Fo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arth

     Prof. Michael Frank Goodchild
     Fo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arth

     Google Earth、Maps and Local、Google Inc.
     Fo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enabling global public use of Digital Earth

     陈运泰教授

     For Organizing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Digital Earth 
     Beijing, China, 1999

     Prof. David J. Coleman
     For Organizing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Digital Earth 
     Frederiction, Canada, 2001

     Prof. Milan Konecny
     For Organizing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Digital Earth 
     Brno, Czech Public, 2003

     Prof. Hiromichi Fukui
     For Organizing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Digital Earth 
     Tokyo, Japan, 2005

     Dr. Timothy W. Foresman
     For Organizing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Digital Earth 
     San Francisco, United States, 2007

     Dr. Richard Simpson
     For Organizing the First Digital Earth Summit
     Auckland, New Zealand, 2006

     Prof. Manfred Ehlers
     For Organizing the Second Digital Earth Summit
     Potsdam, Germany, 2008

     Prof. John van Genderen
     Fo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Digital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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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彭教授

陈述彭教授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

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研究教授，原武

汉测绘大学名誉教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终身教授，法国地

理学会荣誉会员。

历任中国遥感应用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遥

感应用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顾问委员会主

任委员，中国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委员会委员，国际减灾十年委

员会科技顾问，国家遥感中心顾问，江西省政府咨询委员。曾

任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长期从事地理

与环境工程调查研究。近年来致力开展“地球信息科学”与“数字地球”战略研究，著

有《地学的探索》文集六卷（1990至2002）；主编《地球住处科学》（1997至）及《遥感信

息》（1986至）两种期刊。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三等奖和多次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

中华绿色科学特别金奖（1993），国家计委资源与环境学科布局论证金牛奖（1992），陈嘉

庚地球科学奖（1999），国际欧亚科学院一级勋章（1999），美国地理学会奥•米纳地图学金

奖（1998），泰国邦英德拉巴亚洲遥感贡献金奖（1999），国际岩溶学会首届荣誉金奖

（2001）。

ISDE6

获奖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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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冠华教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

会主任，遥感应用科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员，中共

第十六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徐冠华教授1959

年进入北京林业学院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林业科学院

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教师、助理研究员、研究员、资源信

息所所长等职。1979年至1981年间，徐冠华教授被派往瑞典斯

德哥尔摩大学，从事遥感数字图像处理的研究工作。1992年，

当选为中科院地学部学部委员；次年，被任命为中科院遥感应

用研究所所长；1994年，被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徐冠华教

授是中国遥感应用科学领域的专家，1984年被林业部批准为

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6年和1990年两次被人事部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家。1990年被国家教委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留学回国人员。1991年被国家科委批准为国

家“七五”科技攻关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1991年被人事部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以表彰其学术成就及对社会的贡献。2006年11月15日，香港城市大学颁授徐冠华

教授荣誉博士。

Michael Frank Goodchild教授是美国科学院地理信息科学

院士，现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地理系教授。1965年获得

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物理学学士学位，1969年获

得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地理学博士学位。

1991年至1997年，Goodchild教授担任美国国家地理信息与分

析中心（NCGIA）主任，1997年至1999年任美国国家研究委

员会制图科学委员会主席，目前担任国家科学基金：社会、行

为和经济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

Goodchild教授最早提出“地理信息科VV学”的概念，

是国际空间数据不确定性研究先驱之一。他于2002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和加拿大

皇家学会外籍院士（Foreign 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anada），2006年当选美国

艺术与科学院院士。Goodchild教授是拉瓦尔大学（Laval University）、麦克马斯特大

学（McMaster University）、瑞尔森大学（Ryerson University）荣誉博士。2009年十

Michael Frank Goodchild

徐冠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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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受聘为中国矿业大学（徐州）名誉教授。曾获得加拿大地理学会卓越学术奖、美洲

地理学家联合会卓越学术奖、加拿大制图学会卓越学术贡献奖、地理信息科学大学联

盟（UCGIS）教育家年奖、皇家地理学会奠基人勋章。入选城市与区域信息系统协会

（Urban and Reg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Association）名人堂，并且于2007年获得有地理

学诺贝尔奖之称的“瓦特林·路德国际地理学奖（Prix Vautrin Lud）”。

陈运泰教授，现任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名誉所

长。1986年至今任中国地震学会理事长（1986至1991年，

1995年至今），副理事长（1991至1995年），中国地球物理

学会常务理事，《地震学报》（中、英文版）主编，《地球

物理学报》副主编，《中国科学》，《科学通报》，《自然

科学进展》编委。1989至1991年任国际数字地震台网联合会

（FDSN）副主席，1995至1999年任国际学术刊物《纯粹和应

用地球物理》（PAGEOPH）编委；现任国际学术刊物《地震

学刊》（JOSE）编委（1998年至今），联合国际地质对比计

划（IGCP）《大城市地区的地震地面运动》项目学术委员会

委员（1995年至今）。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6至1991），

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98年至今任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

学联合会（IUGG）中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际地震学与地球内部物理学协会（IASPEI）中

国委员会主席。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8至2000年任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副主

任。1999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 院士。

David Coleman has been a faculty member of the Department of Geodesy and Geomatics 
Engineer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 since 1993. He holds B.Sc.E. and M.Sc.
E. degrees in Surveying Engineer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 (1976 and 1988 
respectively), and a Ph.D. degre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urveying and Spatial Information 
Scien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Tasmania in Australia (1994). His Ph.D. research dealt with 
determination of GIS performance and data traffic patterns in broadband network environments.

Prior to obtaining his Ph.D., he spent 15 years in the Canadian geomatics industry-first as a 
project surveyor and engineer with Marshall Macklin Monaghan, then a general manager and 

David J. Coleman

陈运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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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e-president with Northway-Gestalt Corporation, and later 
as a partner in The Cabot Group, a GIS and l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onsulting firm.

He has authored well over 150 publications and reports dealing 
with land information policy development, geomatics operations 
management,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tandards and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 Since 1990, he has acted as a consultant on projects 
in Canada, Australia, the United Kingdom and South America. He 
is a Fellow of the Canadian Academy of Engineering, a 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GEOIDE Network of Centres 
of Excellence,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s and Geoscientists of New Brunswick, Past-President 
of the Canadian Institute of Geomatics, a past member of the Mapping Sciences Committee of 
the 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 current member of three Advisory Boards to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rof. Milan Konecny graduated from Geography and Cartography 
at Masaryk University in Brno in 1974. In 1975 he got RNDr. 
(Rerum Naturalium Doctor). Ph.D. in 1982 and associate-professor 
in 1984.

He was a vice-president of the Information Cartographic 
Association (ICA), two terms from 1995 till 2003, responsible 
for spatial global projects (GSDI, Global Mapping, Digital Earth, 
UN GDB) and chairman of the SDI WG of the ICA Executive 
Committee. In August 2003 he was elected as a president of ICA 
in Durban, South Africa. A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artography 
and Geoinformatics he is a teacher at the Institute of Geography, 
Faculty of Science, Masaryk University, Brno, Czech Republic and 
Director of the Laboratory on Geoinformatics and Cartography. Author about 90 papers, co-
author of the first scientific publication in Eastern Europe on GIS in 1985.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GI policy, computer cartography, GIS, mobile inform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GI 
in the conditions of the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He commented his ideas as a keynote 
speaker or speaker at several conferences over the World (Germany, China, South Africa, India, 
Japan, Brasil). He was invited for WSSD PrepCom4 in Bali and as well as for WSSD 2002 
in Johannesburg as a speaker of Global mapping activity. In 2003 he was an invited speaker 
in Global Mapping Forum, Okinawa, Japan. In 2004 he was a keynote speaker in Map India 
conference (N. Delhi) and GSDI-7 (Bangalore) conferecne, recently invited speaker for Digital 
Earth conference in Tokio, Japan and 1st and 2nd Map Middle East Conference in Dubai (2005, 
6). He presented ICA-cartographic and geoinformatics potentials for solving of Early Warning 
and crises management situations in U.N. Early Warning II and III conferences in Bonn (2003, 

Prof. Milan Konec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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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He leaded several importan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rojects from GIS and regional 
SDI fields (e.g. two Inco-Copernicus projects: Panel GI and ABDS for the CEEC, PHARE-
CREDO, etc.), recently leader of MOBILDAT and part of the Data Management project of 
the Grant Agency of Czech Academy of Science, leader of Open Regional Atlas project of 
Czech Grant Agency and leader of Dynamic Geovizualization in Crises Management Project 
of the Czech Ministry on Education. He organized six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last one 
3rd Symposium on Digital Earth 2003 in Brno. From 1997 he was working as an expert of 
European Union Information Society Forum and member of its Steering Committee and Plenary, 
contemporary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Marshall Plan project of EU. He is a member of the 
Advisory Boards for Global Map and GSDI projects and a member of the Steering Committee 
of Digital Earth project. In 2001 he prepared a statement on ICA and SDI for Cartagena GSDI 
conference on behalf of ICA , Key-Note Plenary I speech for ICC 2001 in Beijing "Global 
Issues 2001 and Cartography" and speech in presidential session "Cartography in the SDI 
Changing World. The Role of SDI and Cartography in our Contemporary World for monitoring 
and disaster alleviation" at ICC in A Coruna, Spain (2005). From end of 2000 worked as an 
expert for new European Union oriented project INSPIRE (Infrastructure for Spatial Information 
in Europe), now is a representative of Czech republic in this project.

  

Prof. Hiromichi Fukui has graduated from Nagoya University 
in 1980. He holds a Doctor of Science in Earth Sciences from 
Nagoya University in 1987. He is a Professor of Faculty of Policy 
Management, the Graduate School of Media and Governance and 
Research Director of Global Security Research Institute of Keio 
University. Before joined Keio University in 1996, Prof. Fukui 
worked as a chief scientist in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Japanese 
Bank. He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technical assistance overseas 
as an expert of GIS for JICA and World Bank.

His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regional planning, ec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global environment issues with emphasis on 
spatial information sciences. He has served on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GIS Association and ISDE-Japan. He also served on a 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n Center for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Sciences, senior scientist of JAXA and on the guest 
professor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His specializations are in Geo-spatial Informatics and 
Environment.

Prof. Hiromichi Fuk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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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Timothy W. Foresman has a distinguished career leading 
technology advances (remote sens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water, energy) fo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and has been a pioneer for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the Digital Earth vision. From 2000 to 2003 he served as the 
director of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s (UNEP) 
Division of Early Warning and Assessment from the Headquarters 
in Nairobi, Kenya and then as UNEP's executive science advisor.

Prior to his UN service, Dr. Foresman worked at the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s Washington, D.C. 
Headquarters, where he led the Digital Earth program as national 
manager. He continues to help lead this program's legacy, as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Digital Earth,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Chinese, 
Japanese, Asian,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institutions.

Currently, Dr. Foresman is working with many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agencies, including 
China, Japan, India, Iceland, Honduras, and New Zealand, promoting availability of, and 
enhancing access to, the scientific information needed by decision makers and citizens for 
improve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utilizing community-based participatory 
processes that target goal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r. Foresman currently leads or co-leads projects including the Global Hydrogen Partnership, 
Global Water, Risk Communic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Qinghai-Tibet Plateau, 
Urban Ecosystems Models, Earth Portal, 3-D Geobrowsers, Remote Sensing Core Curriculum,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or Digital Earth.

Dr. Foresman has over a quarter of a century's experience as a scientist, professor, author with 
over 80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inventor, entrepreneur, consultant, manager, administrator, and 
world traveler. Dr. Foresman has served on the facult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in the 
US and Keio University in Japan; and is president of ICRSE,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for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of remote sensing and spatial information systems; as well as president 
of Global Water (www.globalwater.org).

Richard Simpson is the appointed Chair of Auckland City's Transport Committee, and Deputy 
Chair of the City's Economic Development. He has worked in the geospatial industry for 20 
years, and was one of the original pioneers of New Zealand's computer graphics industry. 
Now with Auckland UniServices his work related interests are focused around an advanced 
assessment tool called asTTle. This tool has enabled educational reforms in New Zealand, and 
can also be applied to field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measurement.

Dr. Richard Simpson

Dr. Timothy W. Fore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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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kland UniServices Limited is a wholly owned company of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Established in 1988, UniServices 
manages all the University's commercial research and consultancy 
partnerships, forms new business ventures based on University 
research and owns and develops the University's intellectual 
property estate.

The mission is to apply the research and expertise of the University 
to client needs an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enabling organisations 
based on new knowledge to grow, expand the University's research 
capability and benefit the broader community.

 

Prof. Manfred Ehlers is Professor for GIS and Remote Sens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Osnabrueck, Germany. He is the Director of the 
University's Institute for Geoinformatics and Remote Sensing. He 
was recently elected 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newly founded 
'Society for Geoinformatics' (a scientific society in Germany, 
Austria and Switzerland). He is also the Chairman of 'The Center 
of Excellence in Geoinformatics in North Germany-GiN', a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for the advancement of Geoinformatics in North 
Germany. He holds a Master degree in Mathematics and a Ph.D. 
and Habilitation degree (venia legendi) in Surveying Engineering 
with emphasis on remote sensing,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and 
GIS.

Prof. Ehlers teaches courses in geoinformatics, GIS, remote sensing,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systems. He has held academic 
appointments at variou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German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etherlands. His research interest focuses on the concepts for integrated geographic analysis 
and modeling techniques, especially the integration of GIS and remote sensing. Othe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geoinformatics concepts, data fusion techniques, and advanced techniques for 
image analysis. 

Prof. Ehlers was the chairman of several 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s on GIS and remote 
sensing for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hotogrammetry and Remote Sensing. He has organized 
and chaired a number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workshops including 
the SPI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Optical Engineering) Conferences "Remote Sensing for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GIS Applications and Geology", in Toulouse, France (2001), Aghia 
Pelagia, Crete, Greece (2002), Barcelona, Spain (2003), Maspalomas, Spain (2004), Bruge, 
Belgium (2005), Stockholm, Sweden (2006) and Florence, Italy (2007); "Geoinformatics North 
(2007) " in Hannover, Germany; the "3rd European Research Network for the Application of 

Prof. Manfred Eh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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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morphology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to Transportation Systems (GETS) 
European Union (EU) Workshop" in Vechta, Germany (1999); the ISPRS Workshops on 
"New Developments in GIS", Milan, Italy (1996); "Requirements for Integrat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New Orleans, LA (1994); and "3D in Remote Sensing and GIS: Systems 
and Applications", Munich, Germany (1991). 

Over the last ten years, he has been PI or Co-PI on more than 50 funded research grants totaling 
over 7.5 Mio. Euro. Funding agencies included the following institutions: 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European Union; German Research Foundation (DFG); German Ministr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MBF); German Ministry for Economy and Technology (BMWi); 
German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BMI); NASA; German Agency for Space Applications 
(DARA);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Lower Saxony; Ministry of Science, Lower Saxony, German 
Environmental Foundation (DBU); Federal Commission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BL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 US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erospace Survey 
and Earth Sciences (ITC), The Netherlands; and the German Agency for Technical Cooperation 
(GTZ).

Prof. John van Genderen was born in Jutphaas (Utrecht). He 
received his Bachelor degree (with honours) in physical geography, 
with specialization in air photo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in 1966, after which he came to ITC, where he 
received a Post Graduate Diploma in 1967 and his MSc in 1969. In 
1972 he completed his Ph.D. in Remote Sens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United Kingdom, where he was a Lecturer in Remote 
Sensing until 1976. From 1976 to 1986 he worked for various 
remote sensing companies based in U.K., Belgium and USA before 
returning to ITC full time in May 1986. He holds the chair in 
Operationalization of Remote Sensing Applications in the Earth 
Sciences. 

Professor John van Genderen has carried out remote sensing application projects in some 100 
developing countries over the past 30 years. Some of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 terms of 
technology, have been in the areas of airborne sensors, image and data fusion, thermal infrared 
and SAR interferometry. In terms of applications, he has done much research into the detection, 
measurement, monitoring and prediction of underground coal fires as well as in the detection 
and mapping of minefields and landmines, for humanitarian demining, in addition to the more 
traditional applications in the area of natural hazards and coastal zone studies. Currently his 
research is focussed on the prediction and forecasting of earthquakes using earth observation 
and in situ techniques. 

He has supervised numerous Ph.D., post-doctoral and visiting scholars at ITC and elsewhere. 
Professor Van Genderen has received many research grants and rewards over the years and is 

Prof. John van Gend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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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Honorary Professor at Wuhan University, China,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ongolia in 
Ulaan Bataar, as well as at the 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 Beijing. 

Professor John van Genderen is currently President of the ISPRS Technical Commission 7 on 
"Thematic Processing, Modelling and Analysis of Remotely sensed Data" for the period 2004-2008. 

Activities in education: 
Supervision of MSc research projects. 
Production of multi-media distance learning remote sensing packages. 
Supervision of Ph.D. researchers. 
On-site training courses in remote sens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ctivities in research: 
Scientific advisor to various research programmes. 
Data fusion for earthquake prediction. 
Multi-stage remote sensing for coal fire detection and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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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下午19点，数字地球会议组委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中心花园举办第六届国

际数字地球会议暨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十周年晚宴。来自国内外的参会代表近千人参加

晚宴。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阴和俊代表中国科学院致欢迎辞。他说，中国政府和中国科技

界都十分重视数字地球科技的发展，希望建立全球信息共享的数字地球，而中国科学院

作为中国自然科学和战略高技术的最高国立科研机构，始终站在推动数字地球发展的前

沿。他指出，数字地球不是一个单纯的科技项目或技术目标，而是一个战略性的方向和

系统科学工程，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信息系统之一，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希望大

家一起行动起来，为数字地球的发展、为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共同努力。另外，阴和俊

副院长还为本次大会的白金赞助商颁发了赞助证书。赞助企业代表也在发言中表示，今

后将进一步加强企业界与科技界的联合与共享，进一步促进数字地球科学的发展，运用数

字地球技术共同造福人类。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阴和俊致欢迎辞  颁发白金赞助单位证书

ISD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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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狮吐福

 对地观测中心艺术团演奏    

《彩云追月》

 Michael F. Goodchild和José Achache为瑞狮点睛

晚宴上表演了杂技、舞蹈等颇富中国传统的文艺节目。其中，由对地观测中心艺术团

表演的节目充分展示了对地观测中心青年人的蓬勃活力和多才多艺，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

评。在最具中国传统文化的舞狮节目中，美国科学院院士Michael F. Goodchild与GEO秘书

处主任José Achache共同上台为雄狮点睛。被唤醒了的雄狮舞动在台上，为来宾们带来了技

艺精湛、威武雄健的表演。最后，在“共建数字地球，造福人类社会”的吐福惊喜中，晚

宴走向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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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应用展览ISDE6



一、“数字地球技术与应用展览”概述

为展示数字地球的发展历程与成就，作为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的重要组成部

分，“数字地球技术与应用展览”于2009年9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该

展览以大型主题展区为主，利用大型展台、仿真模型、道具等，融合声、光、电等展示

技术，通过图板张贴、宣传资料发放、模型、多媒体放映、系统演示与现场互操作等方

式集中展示体现数字地球发展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展览包括“数字地球在中国”展览

和“数字地球技术展览”两部分。 

“数字地球在中国”展览回顾了中国十年来数字地球科技的发展历程，展示了我国

各科研机构和部门在数字地球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技术与应用成果，与国际同行一道交流

和讨论数字地球未来的发展方向。“数字地球在中国”展览共设19个展位。 

 “数字地球技术展览”在对地观测技术、传感器技术、测绘技术、网络技术、虚拟

与可视化技术、地球信息处理集成技术、空间数据管理与分析、电子商务等方面建立起

科学与技术、技术与应用的桥梁，展示企业的技术优势、典型应用与产品的综合性能。

数字地球技术展览共设45个展位，22家国内外公司参展。

 “数字地球技术与应用展览”展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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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地球技术与应用展览”开幕式

2009年9月9日上午，数字地球技术与应用展览开幕式暨剪彩仪式在北京国际会议中

心一层大厅举行。

出席展览开幕式的嘉宾包括：中国科学院院长、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主席路甬祥，国

际数字地球学会科学委员会主席徐冠华，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组委会主席郭华东及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全体执委。

国家遥感中心主任张国成、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俞慈声、徕卡测量系

统地理信息部亚太总经理Ruediger Wagner、北京视宝卫星图像有限公司经理Hugues Pavie

以及PASCO公司董事长佐藤充等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开幕式由大会组委会秘书长张兵主持，组委会主席郭华东致欢迎辞，他首先对各位

来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并指出只有通过政府、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共同努

力，才能推动数字地球领域的深入发展。

张国成主任、佐藤先生分别代表参展单位和企业发言，对展览表示良好的祝愿，并

提出创造美好家园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与义务。

 国家遥感中心主任张国成致辞

三、“数字地球技术与应用展览”规模和影响

展览共接待参观者约2500人次。参观者中不仅有路甬祥院长、阴和俊副院长等中科

院领导，还有院士和高级研究人员为代表的行业专家。同时，也吸引了从事数字地球领

域的科研人员和对此感兴趣的大中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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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会者认真参观展览并留言

 郭华东主任陪同路甬祥院长参观“数字地球技术与应用展览”并进行讲解

展览举办期间，参观展览的人群川流不息。来自全国各地及世界各国关注数字地球

领域的学者和学生，参观了数字地球技术展览。参观者认真观看技术展示，纷纷向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索取资料和询问相关知识，对工作人员的专业程度和志愿者热情服务态度

表示了称赞和肯定。9月9日晚中央一套的晚间新闻播出了“数字地球在中国”展览的相

关新闻，在较大范围内宣传了数字地球的理念，在关心数字地球的人们中产生了很大反

响，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数字地球技术与应用展览”通过数字地球知识、理念的宣传，增强了参观者对数

字地球的认识，推进了数字地球建设，扩大了中国在国际数字地球领域的影响。通过与

相关机构进行下一代数字地球前景的交流，搭建了今后开展科技合作和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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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地球在中国展览”简述

为展示数字地球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及所取得的成就，提高国际影响力，同期举办

“数字地球在中国”展览。

“数字地球在中国”展览自2009年5月31日召开第一次筹备会以来，逐步建立了展览

组织体系，召开多次会议，征集展览素材，确定展板内容，设计表达形式，最终保证展

览顺利和成功举办。参与筹备展览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近百余人。

 “数字地球在中国”展览总体设计图

为办好此次展览，来自18家参展单位的科研人员组成了“数字地球在中国”展览组

委会。同时，邀请了该领域知名专家组成了咨询委员会。组委会成员负责本单位展览素

材的准备和提交，并多次召开组委会会议，对展览内容和形式展开广泛讨论。咨询委员

会的专家也多次对展览内容进行评阅和修订。展览筹备期间，共举办了20余次的“数字

地球在中国”展览组委会会议和专家咨询会。

“数字地球在中国”展览占地400平方米。展览通过图板张贴、宣传资料、模型、多

媒体放映、系统演示与现场互操作等多种形式展示中国相关单位在数字地球领域的代表

性成果。展厅四周张贴了近40块展板，有效张贴面积达220平方米。实物模型是海洋中心

提供的1∶8缩小的HY-2卫星模型，现场互操作是资源卫星中心提供的CBERS-EARTH触

摸屏，放映的宣传片由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武汉大学、中国科学

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等多家单位提供。

ISDE6

“数字地球在中国”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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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地球在中国”展览入口及咨询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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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览内容及参展单位

展览收集了18家参展单位提供的文字图片资料、发放材料、宣传片、展览模型等，

资料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全面。这些资料经过重新组织和整理，形成了本次展览19个展

位40块展板的主要内容，分为数字地球框架体系、能力建设、应用与服务、教育交流与

合作及数字区域五个部分。

（1）数字地球框架体系介绍了数字地球的概念和理论基础，数字地球技术框架和支

撑技术，典型的数字地球原型系统（DEPS/CAS, Chinastar），数字中国框架。

（2）能力建设介绍了中国航天对地观测卫星、载荷、地面系统；航空对地观测平台

与载荷；无线传感器网络、移动测量设备等地面数据获取系统；数据服务与共享平台。

（3）应用与服务介绍了数字大气、数字海洋与海岸带、数字国土、数字资源、数字

环境、数字减灾、数字农业、数字奥运。

（4）教育、交流与合作介绍了3S学科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以及留学生的教

育体系，GEOSS、龙计划、伽利略计划、中巴资源卫星、空间与重大灾害国际宪章、

ABCC计划等数字地球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5）数字区域介绍了数字北京、数字福建、数字城镇等数字区域建设典范。

 中国对地观测卫星展示墙及视频演示平台



18家展览筹办单位：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Beijing Municipal Commission of Econom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Center for Earth Observation and Digital  

 Earth, CAS）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China Aero Geophysical Survey &Remote Sensing  

 Center for Land and Resources）

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China Center for Resource Satellite Data and Applications）

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Institute of Digital China-Peking University）

广东省数字广东研究院（Institute of Digital Guangdong）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Institute of Remote Sensing Applications, CAS）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Digital Earth）

国家减灾中心（National Disaster Reduction Center）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National Geomatics Center of China）

国家遥感中心（National Remote Sensing Center of China）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National Satellite Meteorological Center,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National Satellite Ocean Applications Service,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Shanghai Institute of Microsystem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S）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ical Physics, CAS）

福建省空间信息工程研究中心（Spatial Information Research Center, Fujian Province）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State Key Laboratory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n Surveying, Mapping and Remote Sensing, Wuh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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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地球技术展览”简述

“数字地球技术展览”于2009年9月9日至12日举办。技术展览在新型对地观测与导

航技术、网络技术、虚拟与可视化技术、高性能计算与模拟技术、地球信息处理集成技

术、空间数据管理与分析软件、传感器技术、测绘技术、电子商务等方面建立起科学与

技术、技术与应用的桥梁，展示企业的技术优势、典型应用与产品的综合性能。该展览

成为各大公司显示企业高科技实力的平台。同时，中国企业向更多国外代表展示了中国

数字地球技术产品和服务，拓展海外市场。技术展共有8家赞助商，22家展商，设置展

位45个，白金赞助商包括北京视宝卫星图像有限公司和徕卡测量系统贸易（北京）有

限公司; 银牌赞助商包括北京博斯科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天目创新科技有限公

司、PCI（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星天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ESRI（北京）有限公

司为铜牌赞助商；北京国遥新天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场地赞助。

数字地球技术展览自2009年2月发布展览通知，逐步确定展览意向企业，举行签约

仪式，进行展位布设。参展公司分别就空间数据、空间数据获取设备、数据应用服务等

不同类型的产品进行了展览和推介。视宝卫星图像有限公司展示了最新高分辨率SPOT

卫星影像产品，及该数据在测绘、制图、农业、林业、土地规划及灾害管理等领域的解

决方案。徕卡测量系统公司展示了新型徕卡ADS80数码数字航空摄影测量系统，以及配

套的飞行控制管理软件、影像后处理软件等。PCI、ESRI、超图等公司展示了ARCGIS、 

ENVI、PCI等地理空间信息软件全系列产品。

 ADS数字航空摄影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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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展企业

22家参展企业：

� 北京同天视地空间技术有限公司（Beijing Earth Observation Inc.） 

�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Beijing Institute of Space Mechanics & Electricity）

� 北京东方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Beijing Oriental TITAN Technology Co., Ltd.） 

� 北京天目创新科技有限公司（Beijing Space Eye Innovation Technology Co., Ltd.） 

� 北京视宝卫星图像有限公司（Beijing Spot Image Co., Ltd.） 

� 北京星天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Beijing XTD Information & Technology Co., Ltd.） 

� 北京中翰仪器有限公司（Beijing Zhong Han Instrument Co., Ltd.）

� 中国惠普有限公司（China Hewlett-Packard）

� 北京国遥新天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Earth View Image Inc.）

� 天津伊斯泰数码影像技术有限公司（Eastime Digital Image Technology Co., Ltd.）

�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EE Dept.,Tsinghua University）

� ESRI中国（北京）有限公司（ESRI China（Beijing）Limited）

� 华正空间（武汉）软件技术有限公司（Hua Zheng Geospatial （Wuhan）  

 Software Co., Ltd.)

� 徕卡测量系统贸易（北京）有限公司（Leica Geosystems Trade （Beijing）Co.,  Ltd.）

� 北京博思科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Pasco China Corporation）

� PCI（北京）科技有限公司（PCI（Beijing) Technology Co., Ltd.）  

� 韩国来得维株式会社（北京）代表处（REDROVER Co., Ltd.）

� 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SuperMap Software Co., Ltd.）

� 北京天赐福泰工贸有限公司（Tianci Futai Beijing Industry and Trade Co.,  Ltd.）

� 北京同有飞骥科技有限公司（Toyou Feiji Electronics Co., Ltd.)

� 二十一世纪空间技术应用股份有限公司（Twenty First Century Aerospace  

 Technology Co., Ltd.）

� 中地数码集团（ZONDY Cyber Group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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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地观测中心展厅设计图与实景图

2009年9月9日至12日，“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数字地球技术与应用展览”在北

京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作为ISDE6的承办单位，中科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

心（以下简称“对地观测中心”）以展板、沙盘、模型、航空遥感影像图以及系统演示

等多种形式，展示了对地观测中心在对地观测领域的雄厚科技实力和影响力。

对地观测中心在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中科院航空遥感中心和数字地球实验室基础

上组建，于2007年8月27日成立，为研究与运行相结合的综合性科研机构。对地观测中心

主要开展航空航天对地观测系统的高质量运行和面向政府、行业、地区的数据服务，进

行对地观测前沿技术探索和应用示范，研究数字地球科学理论、关键技术和在全球、国

家及区域三个层次上的综合应用，建设数字地球科学平台。

展板部分集中反映了对地观测中心成立两年来牢牢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紧密结

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运行、科研、国际合作、数据服务等领域取得的显著成绩，并

对对地观测中心的研究方向与组织机构、汶川地震灾害遥感监测与灾情评估等方面进行

了全面展示。模型部分，3个卫星接收站的沙盘与一架大型航空遥感飞机模型直观形象

地显现了对地观测中心所属的两个大科学装置。同时展出的遥感卫星数据远程实时播报

ISDE6

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

科学中心展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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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观测中心拥有两架“奖状

S/Ⅱ”型遥感飞机，1986年由美国

赛斯纳飞机公司生产的小型公务机

改装而成的专业科学试验飞机。飞

机装配有先进的GPS导航和POS等系

统，航速400－700km/h，飞行高度

1000－12000米，一架搭载光学遥感

器，一架搭载雷达遥感器。

2009年8月，在北京奥运会圆满

闭幕一周年之际，对地观测中心的

高性能遥感飞机顺利完成了对北京

中关村地区、奥运核心区等北京北

部城区的航空遥感监测任务。

 对地观测中心科研楼地处北京航天城的中科院高技术研发基地，

集运行、科研、办公于一体，将于2010年10月建成投入使用。

系统由对地观测中心研制开发，是一套实用的遥感数据和信息远程播报的公用平台，为

提高我国遥感卫星快速服务能力奠定了基础。由对地观测中心制作的《行动中的数字地

球——ISDE6开幕式宣传片》及对地观测中心宣传片也在展位上轮流播放。

 遥感飞机模型

 奥运公园区域航空遥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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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站于1986年建成并正式运

行，占地面积87亩，建有4座中大口

径接收天线及数据接收、记录和数

据传输设施，具有接收11颗卫星数

据的能力，接收范围覆盖我国东、

中部、东北地区及相邻境外地区。

喀什站于2008年1月28日投入

运行，占地面积96亩，建有2座12

米大口径接收天线及数据接收、

记录和数据传输设施，具有接收

6颗卫星数据的能力，接收范围

覆盖我国西部地区及相邻境外地

区。

三亚站将于2010年2月投入试运

行，园区占地80亩，规划建设4套大

口径天线接收系统及数据接收、记

录和数据传输设施，预计接收6颗卫

星。三亚站接收范围覆盖我国南部

地区及相邻境外地区，与北京密云

站、新疆喀什站共同形成覆盖亚洲

地区70%疆土的陆地观测卫星数据

接收站网络。

 密云站全景沙盘

 三亚站全景沙盘

 喀什站全景沙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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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院长、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主席路甬祥参观对地观测中心展厅

 对地观测中心刘建波副主任向中央电视台记者介绍远程播报系统，
并演示卫星在轨实时显示

参展期间，对地观测中心展位得到了院领导的关注和重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9月12日视察展厅时，参观了对地观测中心展位，听取了对

地观测中心郭华东主任对中心全国接收站网建设项目、航空遥感系统建设项目等工作的

详细介绍。众多国内外参观者也为对地观测中心丰富的展示内容所吸引，纷纷驻足观看

留影，并领取对地观测中心简介、工作动态手册、遥感影像图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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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DE6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
《国际数字地球学报》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Digital Earth, ISDE）是在中国、加拿

大、美国、日本、俄罗斯、捷克等10余个国家专家、学者共同倡议下，由中国科学院联

合该领域国内外机构、学者发起成立的非政府性国际学术组织。该组织在民政部注册。

学会秘书处设在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为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主席。

一、学会宗旨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以传播数字地球理念，推进和交流数字地球科学技术及其在社

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应用，促进信息化，缩小数字鸿沟为宗旨。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将为人类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优化环境，保护文化遗产，提高防

灾应急反应能力，为建设生态文明，呵护地球，研究全球变化，维护世界和平，凝聚智

慧和力量，发挥重要作用。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成立大会（2006年）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执委合影（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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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数字地球学会执委会

主  席：

路甬祥  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副主席：  
Marc D'Iorio  博士 加拿大地质调查局

Milan Konecny 博士 捷克Masaryk大学教授，原国际地图协会主席

秘书长：

郭华东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主任

委员：

陈述彭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名誉所长

徐冠华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学技术部部长

陈运泰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何昌垂 博士 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

Adigun Ade Abiodun 博士 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主席

Alessandro Annoni 博士 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Armin Gruen 教授 瑞士联邦技术研究所大地测量与摄影学院

David Rhind 教授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原英国城市大学校长

Fred Campbell 博士 加拿大国际项目咨询机构总裁

Gabor Remetey-Fülöpp 教授 匈牙利地球信息协会

Hiromichi Fukui 教授 日本应庆大学政策管理学院

John L.van Genderen 教授 荷兰ITC对地观测科学系

Jean Sequeira 教授 法国马赛大学

John Townshend 教授 美国马里兰大学地理系

Mario Hernandez 博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Manfred Ehlers  教授 奥斯纳布吕克大学

Michael F. Goodchild 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地理系

Peter Woodgate 博士 澳大利亚空间信息联合研究中心

Richard Simpson 博士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Tim W. Foresman 博士 美国遥感教育国际中心总裁

Vicent Tao 博士 美国微软公司

Werner Alpers 教授 德国洪堡大学海洋研究所

特别顾问：

Al Gore 美国前副总统，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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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 Gore先生受聘为国际数字地球学

会特别顾问（2007年）

 执委会第三次会议（2008年）  执委会第四次会议（2009年）

 执委会第一次会议（2006年）  执委会第二次会议（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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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学会的主办单位之

一，国际数字地球学会执委会第四次会议于9月

9日上午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学会主席路

甬祥教授主持会议。学会副主席Milan Konecny教

授、秘书长郭华东研究员以及执委会委员Michael 

F. Goodchild教授、Manfred Ehlers教授、John van 

Genderen教授等20人参加了会议。

 与会执委先后听取了Manfred Ehlers教授关于

2008年11月在德国波茨坦召开的第二届数字地球峰会情况的汇报、郭华东秘书长关于第

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 （ISDE6）筹备情况的汇报和《国际数字地球学报》主编助理王

长林教授关于《国际数字地球学报》出版情况及《学报》被收录为SCI-E检索期刊的汇

报。执委们高度评价ISDE6大会组委会的辛勤工作，一致认为将在9日下午开幕的ISDE6

会议将是数字地球发展史上一届成功的、令人瞩目的大会。执委们还对ISDE6会议将通

过的《2009数字地球北京宣言》和将颁发的数字地球科技贡献奖、企业贡献奖和数

字地球学会奖的候选人进行了讨论，并一致通过获奖人名单。

本次执委会还重点讨论确定了下一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和数字地球峰会的举办国。

来自澳大利亚珀斯的Marnie Leybourne女士和Kara Coote女士代表珀斯西澳大利亚土地信

息系统机构做了申办2011年第七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的申请报告，得到与会执委全体表

决通过。会议还听取了Milan Konecny教授代表保加利亚申办2010年第三届数字地球峰会

的申请报告，建议细化峰会主题并准备筹办。

会议最后，John van Genderen教授代表学会执委做了题为“ISDE: Future Plan”的报

告，对学会目前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做了总结与提议。

会议期间，路甬祥主席为学会的发展做了重要指示，并提出加强学会组织机构建设

的建议，成立换届和章程修订工作组，任命郭华东秘书长和John van Genderen教授为工

作组组长，Mario Hernandez、Milan Konecny、Peter Woodgate、Fred Campbell为小组成

员，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方案，供执委会表决通过。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执委会会议——全体参会执委合影

三、国际数字地球学会执委会第四次会议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执委会会议
 ——学会主席路甬祥教授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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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数字地球学报》（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Earth，

IJDE）是国际数字地球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Digital 

Earth，ISDE）的会刊，由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与英国著名出版商

Taylor & Francis集团共同出版发行，于2008年3月正式创刊，为英

文、季刊。2009年9月《学报》被收录为SCI-E检索期刊。

数字地球是一个全球倡议，主要目标是利用全球数据和信息

资源开发地球的虚拟三维模型，用以监测、预报地球上的自然和

人类活动。《国际数字地球学报》是对这一倡议的响应。这一由

国际同行评审的学术刊物主要关注数字地球研究领域的认知与应用，以改善人类活动、

保护生态系统、支持未来环境、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数字地球学报》是数字地球领域第一本国际专业期刊。编委会由来自16个国

家的23个专家学者组成。

第二届编委会会议（2008年）第一届编委会会议（2007年）

目前已发行9期（包括1期增刊），发表文章共计63篇，作者遍及25个国家，文章下

载量超过6000余次。

ISDE6

《国际数字地球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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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数字地球学报》编委会第三次会议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以传播数字地球理念，推进和交流数字地球科学技术及其在社

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应用，促进信息化，缩小数字鸿沟为宗旨。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将为人类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优化环境，保护文化遗产，提高防

灾应急反应能力，为建设生态文明，呵护地球，研究全球变化，维护世界和平，凝聚智

慧和力量，发挥重要作用。

《国际数字地球学报》编委会第三次会议于9月11日下午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

《学报》主编郭华东研究员，主编助理王长林研究员、编委会成员及观察员共18人参加

会议。

 第三届编委会会议（2009年）  《学报》全体参会编委合影

会议由John van Genderen教授主持。与会编委先后听取了《学报》主编助理王长林

研究员关于《学报》出版情况及学报被收录为SCI-E检索期刊的汇报，以及《学报》出版

商Taylor&Francis集团代表Christina Low女士关于《学报》2008年至2009年上半年的出版

与发行状况报告。 

编委们高度评价《学报》编辑部及出版商的辛勤工作，并对《学报》在短短一年半

中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与会编委就《学报》编委任期与增选问题进行了讨论，一致通

过三年一届的任期制度并吸收Dr. Gabor Remetey-Fülöpp为编委成员。同时，编委们就吸

收更广泛国家专家及女性专家加入编委会的提议进行了讨论，得到了广泛认同。与会编

委还就如何吸引更多学术文章、出版专刊与专刊主题及如何与评审专家与作者之间加强

沟通交流等方面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会议决议，《国际数字地球学报》编委会第四次会议将于下届数字地球会议期间

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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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报道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的盛况，积极宣传数字地球领域的发展历程和

取得的各项成果，促进各界对数字地球从概念到应用的深入理解，提升国际数字地球会

议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本次宣传工作紧紧围绕“行动中的数字地球”这一主题，采取媒

体专访、新闻发布、专题报道等多种宣传方式，积极对会议期间的各项活动进行报道。

会议期间，新华社、人民日报、科技日报、科学时报、中国新闻社、光明日报和中

央电视台等国内外四十余家媒体对本次大会进行了多角度地充分报道。既有大篇幅的文

字，又有直观的图片，既有专题又有综述。尤其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晚间新闻”和

“调查报道”等栏目较为全面地反映了ISDE6的整体情况。科技日报分别以“精灵般飞

入生活”、“让我们出行更智慧”、“让我们知识更丰富”为题，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数

字地球从高端技术到百姓生活所显现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更多的人了解了数

字地球及其蓬勃发展，也对数字地球在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能发挥的广泛作用寄

予了更高的期望。

同时，加大了宣传力度，作为大会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网站还专门设立了“第六

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专栏，包括会议快讯、媒体报道、开/闭幕式、会议报告、组织机

构、会议日程及会议历程等相关栏目。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迅速、准确地对大会进行了实

时地报道，使得更多研究学者对本次大会的必要性及数字地球的科学意义等有了更加全

面地领会。

此外，新浪科技、搜狐及网易等国内门户网站、行业网站也对大会情况进行了积极

报道和相关新闻转载。新浪科技以“共建数字地球，造福人类社会”为题，生动详细地

介绍了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的开幕盛况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的发展史等知识，同时

对本次大会新闻发布会进行了及时地报道。

ISDE6

新闻宣传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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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国科学院所网站、相关研究院所网站以及遥感信息杂志等也对第六届国际数

字地球会议进行了报道，让各类科研工作者及数字地球研究爱好者及时获取并关注本次

会议的情况。

从整体上看，ISDE6宣传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宣传了数字地球在全球变化研

究、自然灾害防治、新能源探测和城市规划管理、农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科技作用，也

提高了国际数字地球会议的影响力。 同时，本次宣传工作还对本次大会的承办单位—中

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进行了全面、深层地报道和宣传。在国内外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引起了广泛地关注。一系列的宣传工作，为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及数字地

球的新里程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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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9-9

40余国科学家聚京探讨“数字地球”

新华网北京9月9日电 （记者吴晶晶） 以“行动中的数字地球”为主题的第六届国际

数字地球会议9日在京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1000余位科学家、企业家和管理专家将围绕

数字地球理论、技术及其应用开展深入研究与交流合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发来贺信，向会议的召开表示良好祝愿。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开幕式上表示，数字地球已经成为全球最具挑战性和广泛

带动性的科技领域之一。它集对地观测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网络传感

和通讯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和网格计算技术等于一体并高度综合和升华，可对人类社会

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据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中心主任、大会组委会主席郭华东介绍，从1999

年数字地球概念首次提出以来，经过我国地球科学界、空间科学技术界和信息科学技术

界等共同努力，在“数字地球”的框架下，我国对地观测卫星技术、星载数据处理、地

面台站及人文、经济等数据的获取技术以及一体化集成技术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已经

具备了为建立“数字地球”所需的各种技术和能力。

据介绍，这次大会是1999年我国发起首次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后再次主办的一次数字

地球盛会。会议将加强数字地球理论、技术及应用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研讨数字地球的

未来发展和应用目标，深化数字地球在支持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以促使

数字地球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灾害治理、自然资源与世界遗产保

护等诸多方面进一步发挥重要作用。

大会还将举办数字地球技术与应用展览会，通过实物模型、多媒体放映、系统演示

与现场互动操作等方面，展示数字流域、数字减灾、数字城市等数字地球理论、技术及

ISDE6

主要媒体报道内容选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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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等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

本次大会由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中国科学院共同主办。

 2009-9-10 A4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开幕 刘延东向大会发来贺信
赵亚辉

以“行动中的数字地球”为主题的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开幕，

来自40多个国家的1000余位科学家、企业家和管理专家将围绕数字地球理论、技术及其

应用深入探讨，涉及全球定位系统、虚拟现实、网络通讯技术和地球科学等诸多领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发来贺信，向会议的召开表示良好祝愿。

本次大会由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中国科学院共同主办，是1999年我国发起首次国际

数字地球会议后再次主办的一次数字地球领域的世界级盛会。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在开幕式上表示，数字地球已经成为全球最具挑战性和

广泛带动性的科技领域之一，它集对地观测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网络

传感和通讯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和网格计算技术等于一体并高度综合和升华，可对人类

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中心主任、大会组委会主席郭华东说，从1999年数

字地球概念首次提出至今，数字地球理论、技术及应用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从高端技

术到百姓生活，数字地球已经显现出巨大的科学意义，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经过我国地球科学界、空间科学技术界和信息科学技术界等的共同努力，在“数字

地球”的框架下，我国对地观测卫星技术、星载数据处理、地面台站及人文、经济等数

据的获取技术以及一体化集成技术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已经具备了建立“数字地球”

所需的各种技术和能力。

据悉，本届会议将加强数字地球理论、技术及应用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研讨数字地

球的未来发展和应用目标，深化数字地球在支持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以

促使数字地球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灾害治理、自然资源与世界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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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保护等诸多方面进一步发挥重要作用。

本次会议期间还将举办数字地球技术与应用展览会，通过实物模型、多媒体放映、

系统演示与现场互动操作等方式，展示数字流域、数字减灾、数字城市等数字地球理

论、技术及应用等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

 2009-9-10 A1

40多国科学家研讨“数字地球”

本报北京9月9日电（记者李大庆）由国际数字地球学会和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第六届

国际数字地球会议，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的1000余位专

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是继1999年我国发起首次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后再次主办

的一次数字地球盛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向大会发来贺信。

本次大会的指导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回顾数字地球10年来的发展时说：

“10年前，数字地球概念悄然问世。伴随着空间信息技术、网络通讯技术、地球系统

科学的发展，公益性与商业性数字地球共享平台相继问世。当年的一些设想正在变为现

实，数字地球已走进千家万户，并正在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行动中的数字地球”。与会专家、学者将在4天的会期中，围绕

数字地球理论、技术及应用，在对地观测、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虚拟现实、

网络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和地球科学等多领域进行交流。

在开幕式上，中国科学技术部原部长、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国际科学委员会联

合主席徐冠华作了《全球变化与数字地球》的大会报告，航天英雄杨利伟也在大会上作

了《从太空观地球 ——航天员眼中的地球和数字地球》的特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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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9-11 A3

数据软件一体化三维系统研发成功

本报北京9月10日电（记者李伟）今天，我国第一个集数据、软件于一体的三维地理

空间信息系统——数据地球（中国）亮相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据了解，该项目已

完成了载有环渤海经济圈三省两市卫星影像的数据服务，截至今年底，将相继完成长三

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数据服务。

据悉，该项目是在“863计划”地球观测与导航技术领域项目支持下，由中国资源卫

星应用中心联合北京视宝卫星图像有限公司和北京星天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研发。

该服务平台集成了国内领先的Uniscope三维GIS引擎技术、覆盖全域的高分辨率卫星影

像、较高精度地形高程数据、导航用道路和POI等矢量信息，符合保密规定的政府用户还

可以享受航摄影像数据服务。

 2009-9-13 A1

数字地球：精灵般飞入生活
李大庆

9月12日，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一楼。

一张3×8米的巨大实拍地图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地图上，北京的鸟巢、水立方、奥

林匹克公园，连同周边的北四环大道、高楼、绿地等均清晰可见。“这是一个月前，我

们使用大型光学相机，在遥感飞机上拍摄的。它的分辨率已达0.4米。”正在这里参加数

字地球技术与应用展览会的工作人员，向记者描述了一顿未来的“丰盛大餐”。

这个未来大餐的主题叫做“数字地球”。

数字地球的10年：从概念到现实的演变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以“数字××”命名的概念并不陌生：数字北京、数字上海、

数字奥运、数字黄河、数字博物馆……这些词语早已被社会使用。就在本周，概括了所

有“数字××”的数字地球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

9月9日至12日，由国际数字地球学会和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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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召开。它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会议网站的点击率已超过10万次”；

在1000多名出席者中，“国际数字地球领域的‘高手们’都来了”。大会组委会主席郭

华东教授以此向记者介绍这次会议的影响力和权威性。

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数字地球会议。10年前，第一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也

是在北京召开的。但谁都没有料到，仅10年时间，数字地球就从一个概念变成了现实。

这个本为高处不胜寒的“东西”，却像精灵一样飞入寻常百姓家。

“到天津旅游，你会先上网查查那里的天气如何，有几点钟的车，有哪些旅游景

点，有什么好吃的……开车去也可用GPS导航。这些都是数字地球给你提供的服务。”

类似的例子能从郭华东的口中一个接一个地飞出。

对于数字地球从概念到现实的演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国际

数字地球学会创始主席、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指导委员会主席路甬祥也感慨地说，

10年前，数字地球概念悄然问世。10年后，数字地球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伴随着空间信息技术、网络通讯技术、地球系统科学的发展，公益性与商业性数字地球

共享平台相继问世。当年的一些设想正在变为现实，数字地球已走进千家万户，并正在

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

数字地球终于“玩”大了。政界、科技界、企业界的人都承认它的重要，它的前景实

在诱人。

玄妙的概念

说来奇怪，数字地球还没有一个统一公认的概念。在国际数字地球会议的会场，你

随便找一个学者，他就会按照他自己的意会向你解释数字地球的概念。但这并不影响数字

地球的发展，似乎模糊概念中更有利于专家展开想象的空间，实现自己的数字地球梦想。

在中科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研究员刘勇卫看来，数字地球的概念很简

单：就是把地球上的所有信息数字化。“凡是与地理、空间位置有关的信息都可归到数

字地球中。”刘勇卫告诉记者，依靠数字地球，未来人们从网上搜索到某服务部门后，

还可以实时了解到办业务要到哪个部门，谁负责这项工作，部门具体位置，如何找到这

个部门，还有排队等候的人多不多……总之，与这座楼有关的一切可以公开的信息都可

以查到。

“数字地球算是一门技术、科学，还是一个领域？”面对记者的提问，刘勇卫思索

了一会儿：“都不是。我觉得数字地球是一个方向，它是现代科技的集大成者。”

数字地球概念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1998年，戈尔提出了“数字地球”

的概念：“我相信我们需要一个‘数字地球’，即一种可以嵌入海量地理数据的、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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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率的和三维的地球的表示。”据专家介绍，戈尔当时明确地将“数字地球”与遥感技

术、地理信息系统、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多维虚拟现实技术等高新技术和可持续发

展决策、农业、灾害、资源、全球变化、教育、军事等方面的社会需要联系在一起。

对数字地球界而言，戈尔功不可没。

数字地球：对人类的影响有些还无法想象

中国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是个学者。在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开幕的当天，他被

邀请作了大会报告。他特别谈到在全球变化的研究中，数字地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徐冠华说，全球变暖是不争的事实。“人类活动导致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发生变

化，这个变化决定了地表的辐射特性、水循环速度、大气气溶胶含量等的变化。准确观

测和预测土地利用变化对全球变化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数字地球正好为全球变化研究提

供了一个多元空间观测数据的系统，它将地球大气圈、水圈、冰雪圈、岩石圈、生物圈

等各圈层的信息高度集成，运用最新的对地观测和网络计算技术，为全球科学家提供一

个信息共享以及多源数据融合、符合全球变化研究的理想科学平台。”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路明月博士是研究气象的。他告诉记者，比如我们研究雷电，

根据接收的卫星云图、某地的雷达数据和闪电数据，就可以模拟、计算出一定天气条件

下打雷、打闪的大致时间和位置。“这项工作在去年奥运会青岛赛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没有数字地球，我们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难题。”

可以说，正因为有了数字地球，以前许多难以想象的研究现在都能开展了。

除了科研之外，数字地球也极大地方便了百姓的生活。人们可以在数字地球上学

习、购物、参观、旅游，也可以穿越时空领略风土人情、文学艺术、自然景观及植物、

动物、天气等。

“数字地球将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其中有些影响我们可以想象，而有

些影响我们今日还无法想象。”大会组委会主席郭华东如是说。

数字地球：让我们出行更智慧
本报记者 杨朝晖

数字地球离我们很近

“你在三环路上见过交通流量示意牌吗？”让人这么一问，你是不是觉得“数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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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如此之近。在北京，越来越多重要路段都竖起了实时提供道路通行情况的提示牌，

红橙绿三种颜色让“在路上”的人对前方路况一目了然。

在近日举行的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技术与应用展览会上，展馆一角的“数字北京”十

分惹眼。

“北京那么大，系统怎么能做到实时了如指掌？”面对记者提问，北京市信息资源

管理中心政务地理空间信息管理部部长陈桂红从头讲起：目前北京有几万辆出租车上安

装了GPS，智能交通系统每5秒都会收到一次这些车辆的运行状态。同时，重要道路的路

面下都埋有感应线圈，系统将这些信息综合后反映到地图上，让每个出行者都可以拥有

“千里眼”。

“不仅如此，系统还可以根据实时路况，调节信号灯，以最快的速度缓解路面压

力。”陈桂红说。

目前北京市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三项技术，已经实现了对市区

90%以上道路路况监测，并形成了基于网站、交通服务热线、交通调频广播、路侧情报板、

手机短信等多模式、综合性的交通信息服务，在国内首次形成了交通信息服务产业链。

数字地球改变生活

一群老外围着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政府智能城市一体化管理系统”讨论

个没完。终于等到他们满意地离开，公司国际事业部海外GIS技术咨询顾问刘相臣才换了

一种语言满足记者的好奇：“这些来自美国的专家对我们在瑞典尼雪平自治区建设的项

目很感兴趣。”

“瑞典是高福利国家，对老人、儿童尤其关照。小孩上学超过2公里都是要有校车接

送的。”为让记者更好理解这个系统的“智慧”，刘相臣边说边在纸上画图：“比如，

在一个地区，有几十个学生需要校车接送，校车该怎么走速度最快呢？”

他自问自答：“如果没有系统，司机可以凭经验设计一个路线。但现在把这几十个

孩子的地址输入系统后，校车可以保证每个孩子用最短的时间到达学校。”

刘相臣说，尤为方便的是，如果有新生增加，只要输入新地址，系统不到1秒钟就会

给出新线路。同时，这个系统设有“优先级”功能。如果有残疾儿童或其他需要特殊照

顾的情况时，系统会自动考虑这些因素。

“一年后，这个地区孩子增加很多，需要新建一个学校时，系统会将多数孩子是不

是步行20分钟可以到校，附近是否有工厂，是不是有不利于儿童的污染源、噪音等因素

统筹规划，迅速给出一个合理的选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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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地球在行动

正像刘相臣所说，数字地球正在走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

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展台，中心的几个研究生热心地告诉记者，数字地球应用在精准农

业中，甚至可以测出作物的糖分含量，如果用来寻找优质水源，还可得到水的营养素含

量……

2009年5月11日，汶川地震一周年，对地观测中心的两架高性能航空遥感飞机飞赴汶

川地震灾区，针对灾区环境及灾后重建开展高分辨率光学与雷达遥感科学试验，历时25

天，累计飞行23架次，获得大量数据，并结合2008年5月14日至 6月9日灾后监测结果进

行对比分析。此次天空地一体化的科学实验，不仅验证了去年遥感监测成果，尤其对典

型区域的生态环境风险与现状及灾后重建进行了监测与评价。

数字流域、数字减灾、数字城市……数字地球正在以超乎我们想象的速度行动

着……

数字地球：让我们知识更丰富
本报记者 唐婷

你体验过Google Earth吗？坐在电脑前，打开这个有着6亿用户的软件系统，你就可

以在名川大山间翱翔，在摩天楼群中俯瞰，相当于把地球放到了你的电脑桌面上。9日召

开的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上，因为Google Earth先进的技术和给广大民众提供的丰富

服务，Google公司成为唯一的企业贡献奖的获得者。

在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副主任张兵看来，Google Earth之所以

能得奖，就在于它是一个将数字地球和百姓生活紧密结合的典范。“在未来，无论是从

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服务大众的角度而言，数字地球不仅是信息提供

者，更应该是一个创造知识的平台，这将是数字地球未来发展的最大亮点。”

对地观测技术的进步将带来更高分辨率的图像，提供更多种类型的空间信息，在融

合了其他地表测量环境信息和社会、经济、人文信息之后，数字地球将是一个海量的、

巨大的、拥有多种类型数据的存储管理平台。运用数字地球的分析模型和方法，可以基

于这个平台进行数据的提取和挖掘，从而实现对地球现状的分析，以及对未来变化的模

拟和预测。张兵说，“从科学意义而言，这将创造出以前的地学研究所不能提供的信息

和知识”。

在社会意义层面，张兵以Google Earth为例进行了描绘。目前Google Earth有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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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其中一些还可以让人们上传当地的一些影像资料。将来，你不仅可以通过这些影

像资料了解当地楼房密度、道路密度、交通流量等空间信息，还可以通过数字地球的处

理模型，把这些信息同当地的人口信息、经济发展信息和人员知识结构信息结合起来进

行综合分析，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并指导城市布置与规划发展。

张兵说：“数字地球，不再是给你什么，你就只能拿到什么，而是你想拿到什么就

能拿到什么，这不是空中楼阁，如果系统足够大、数据源足够多、网络带宽也足够快，

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操作数字地球系统，收获并创造你所要的信息和知识。”

从服务大众的角度来看，未来数字地球发展还有一个重要趋势是如何让它的应用更

方便化，把高端技术变成便携式的应用，比如将数字地球技术与理念和手机更紧密地结

合在一起。

张兵举例说，将飞速发展的无线通讯技术与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结合，你就可以

随时随地查询地球上任何一个地区最现实的图像数据和背景资料。通过这些影像以及附

加其上的其他丰富资料了解当地自然环境、交通旅游、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信息。

完善的数字地球系统离我们还有多远？张兵认为，数字地球从提出概念到现在也只

有10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同时它是集空间科技、信息科技、地球科学等于一体

的交叉学科领域，它的发展需要一个阶段和历程，“现在才是刚刚起步的阶段”。

就中国而言，数字地球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需要多领域、多学科的理论和技术支

持。张兵指出，目前我们对地观测的数据还非常有限，我国发射的高分辨率遥感卫星还

相对较少，也十分缺乏针对全球尺度环境研究的卫星系统；同时，我们在数据共享上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很多相关信息都还难以做到真正共享，也没有一个国家级的能把

数字地球所有相关的数据集成在一起的平台。

但毫无疑问，数字地球是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方向。在评价我国在数字地球领域的

研究水平和发展现状时，国际数字地球学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

学中心主任郭华东研究员打了个比方，“从科研角度来看，类似于马拉松比赛中的第二

方阵的前沿吧，我们至少是这个水平”。他认为，从商业角度来看，我国空间信息技术

产业的企业发展很快，但总的来说相对规模不大、产值不高，目前还没有出现像Google

那么强大的企业，但中国数字地球产业链发展的潜力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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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创新，创造未来

——记前进中的中科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

二十一世纪，对地观测以及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数字地球正在成为全球最具挑战

性和广泛带动性的高科技领域之一，其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经济实力和国家

安全保障能力的综合体现。

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简称“对地观测中心”）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

生。2007年8月27日，中科院党组宣布在中科院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中科院航空遥感中

心和数字地球实验室基础上组建对地观测中心。它的组建是中国科学院创新三期和大力

推进空间信息技术领域发展的重大举措，对于应对国际发展的新趋势，面向国家的战略

需求，整合国家资源，更好地发展国家空间对地观测技术具有重大意义。

对地观测中心设置科技机构、合作研究机构、学术支撑机构、学术咨询机构等，其

中卫星遥感中心、航空遥感中心、空间数据中心和数字地球科学实验室４个科技机构是

对地观测中心运行与科研工作的主体。目前中心有高级专业技术人员78人，其中正高级

岗位33人，副高级岗位45人；在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共计146人。中心新址位于北京航天

城的中科院高技术研发基地，第一期建筑面积为28800平米。

2008年，对地观测中心各项工作全面启动，在院党组规划的新的战略平台上拉开了创业

的序幕。

“创业，创新，创造未来”是对地观测中心的座右铭，也是他们前进的动力。

战略目标指引发展方向

早在2006年，路甬祥院长即对发展我院遥感科技和整合创建遥感机构多次做出指

示，提出要“形成地、空、天结合的国家科学遥感平台基础设施，并在民用遥感应用领

域发挥引领作用，在安全领域发挥先锋和示范作用”，“不仅要满足国家战略需求，而

且要为国家、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为国家决策提供科学支持，并为中

国参与全球研究作出贡献，将我院和我国的遥感应用提高到新水平，形成可持续创新跨

越的平台和网络”。

根据中科院的统一部署，对地观测中心的战略目标确定为：建设具有获取、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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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存储与分发航天和航空遥感数据能力的运行系统；开展综合性对地观测前沿技术

探索和应用示范研究；构建专业化、系统化、集成化、标准化、实用化的对地观测信息

库；建设数字地球科学平台并在全球、国家及区域三个层次上开展综合应用。

作为国家对地观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地观测中心以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

己任，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科学数据，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科学支持，在

空间地球信息科学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为地球系统科学研究做出特有的贡献。

在2007年11月到2009年8月不到2年的时间里，对地观测中心新增科研项目77项，其

中包括主持973项目1项、973课题2项、子课题4项，863项目12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

目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0项，大科学装置升级改造项目3项，其他项目42项，共

新增项目经费约1.58亿元；与用户签订服务合同3289份，数据销售量19687景，销售额达

8135万元。

数据是最好的说明。无论是航天、航空运行能力的大大提升还是国家重大科研任务

的积极争取，乃至人才队伍建设和管理工作创新，对地观测中心领导班子运筹帷幄，职

工全力以赴，真抓实干，各项工作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与进步。

目标就是方向、目标就是旗帜，目标的凝练需要不断地研究和规划。为更科学地

规划领域发展方向，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对地观测中心将规

划战略作为重要的使命与任务。中心设有发展战略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工程技术委员

会、用户委员会及规划战略室，并分别聘请徐冠华、童庆禧、李德仁、李小文、曹建

林、阴和俊等领域内的知名科学家、科技管理专家担任委员会主席或委员。在有关委员

会和专家的指导下，对地观测中心每年都要组织召开高层次的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论坛

以及发展战略研讨会、管理创新研讨会等，分析国际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领域发展前沿

和趋势以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本领域的战略需求，开展科学前瞻与技术预见研究、重

大发展战略与重大问题及国际重要热点问题研究、本领域竞争态势和核心竞争力分析研

究等。气候变化领域专家秦大河院士、遥感技术与应用专家童庆禧院士等都曾被邀请作

主题报告，已故地学与遥感界的泰斗陈述彭院士也曾对中心的发展规划做出指导。有关

中心自身的战略定位与发展目标以及人才队伍建设、科研资源争取、科技运行机制等各

项工作均被纳入研讨范围。

在中心成立之初，路甬祥院长就提出，对地观测中心“应在战略规划、基础技术

设施、数据集成与分析、重大项目组织论证与协调、宏观决策和对公众相关演示方面做

出安排”。在2009年中科院发布的战略研究系列报告《创新2050：科学技术与中国的未

来》中，《中国至2050年空间科技发展路线图》即是对地观测中心在配合制定我院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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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发展战略规划方面的重要成果。该路线图由郭华东主任担任

组长，汇聚了包括二十多位院士在内的数十位空间科技领域专家学者完成，它的研究与

绘制，将彻底改变中国科技领域过去以模仿、跟踪为主的被动局面，从前瞻性、战略性

视角，引领中国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此外，中心还完成了《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

中心2008至2010年工作规划》和《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2008至2020年发展规

划》，明确了中心各阶段的工作重点和任务目标，为中心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确保国家重大科学装置稳定运行

对地观测中心拥有遥感卫星地面站、航空遥感飞机两个国家大科学装置，同时承担

国家陆地观测卫星数据全国接收站网建设项目和国家航空遥感系统项目两个国家大科学

工程建设项目。目前地面站保存的对地观测卫星数据资料达200TB、240万景，并以每年

15TB的数据量增长，是我国最大的对地观测卫星数据档案库，为国家积累和保存了极其

珍贵的空间数据历史资料。

遥感卫星地面站和航空遥感飞机都是已有20余年运行历史的重要的国家科技基础

设施。对地观测中心组建后，两个大科学装置继续保持规范、稳定和高效运行，数据获

取、处理与传输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得到了不断提升。仅以2008年为例，对地观

测中心共完成15颗遥感卫星数据的接收、处理、存储、分发任务，接收卫星数据7604条

轨道；完成各类快视处理和数据注入处理共计46357条轨道（段）；完成数据预处理任务

单14628张，同比增长27.8%；建成并改造千兆带宽传输专线，首次在国内实现了民用海

量陆地遥感卫星数据远距离高速网络传输。航空遥感飞机方面，2008年两架遥感飞机共

运行427.37小时，其中，在汶川地震灾区遥感监测飞行41架次、227小时，曾创下单日飞

行13.43小时的运行记录。此外，完成高分辨率机载SAR系统应用试验、机载合成孔径雷

达干扰对抗试验、机载SAR测量飞行试验等飞行试验，为航天遥感技术发展、地球系统

科学研究提供了先进的实验平台和有效的技术手段。

以科研促运行、确保运行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是对地观测领导班子始终坚持的工

作思路。在中科院大科学装置的专项支持下，遥感卫星地面系统和航空遥感飞机能力建

设取得显著成效，先后完成“RADARSAT-2卫星数据地面系统建设”、“多元卫星海

量数据处理与存储系统”、“基于我国遥感卫星数据远程实时移动窗显示与信息播报系

统”、“卫星目录数据查询检索系统升级改造”等一系列卫星数据接收、处理、运行系

统升级改造项目。以接收系统的国产化改造及资源整合、大规模在线数据存储系统、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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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流程的高度自动化和高效率、数据的异地备份安全保存等为代表，卫星地面系统的实

力迈上新的台阶。同样在中科院大科学装置的专项支持下，航空遥感中心实施了飞机防

撞系统（TICAS）安装工作并组织了系统的试飞验收；还启动了“遥感飞机高分辨率全

天候信息获取系统改造项目”，该项目将在高机动的遥感飞机上安装由航空数字面阵相

机和高分辨率机载合成孔径雷达（SAR）组成的性能先进的航空遥感设备，为面对重大

突发的自然灾害和国家重大工程建设提供高时空分辨率的科学数据。

运行的稳定，直接保障了数据服务体系的完善，确保为广大用户提供高质量的数据

服务。两年来，对地观测中心在开拓卫星数据源、做好数据分发、服务和共享等方面取

得了重要进展。其中，除继续加强与加拿大、日本、美国、法国等国际相关卫星经营公

司的商业联系和合作外，于2008年7月与加拿大MDA公司正式签署RADARSAT-2数据接

收分发协议并通过合作开展该星地面系统的建设工作，于10月成功接收该星数据，从而

使我国在接收国际民用高分辨率SAR卫星数据方面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有效满足了我

国广大遥感用户对高分辨率SAR卫星数据的需求。同时，为了确保以优质、快捷的数据

在土地、林业、农业、环境保护、地质、海洋、灾害监测等方面开展重点服务，对地观

测中心大力开展对地观测数据精处理和增值产品生产研究等，开发和提供种类更多、范

围更广的深加工产品。2008年还完成了遥感卫星数据远程实时移动窗显示与信息播报系

统的研制，实现了我国民用遥感卫星接收站与数据处理系统中心异地快速图像与信息传

递、遥感卫星实时成像的直观图像播报服务等。

今天，国家陆地观测卫星数据全国接收站网建设项目和航空遥感系统国家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正在迅速推进。预计到2010年初，对地观测中心将全面建成一个由密

云、喀什、三亚3个卫星数据接收站组成的覆盖全国以及70%亚洲疆土的遥感卫星地面

接收系统；预计到2012年，中心所属航遥感中心将增加两架更高性能、大型航空遥感飞

机，并综合集成10余种新型高性能航空遥感设备。届时，对地观测中心将成为世界上为

数不多的拥有强大航空与航天遥感数据获取能力的对地观测机构，从而全面提升我国对

地观测的能力与水平，满足国家在空间信息获取、对地观测技术与应用发展、国家宏观

决策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需求，在我国的对地观测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

科研工作面向学科发展前沿

对于一个国立科技机构来说，明确自身科技定位和科研方向十分重要。无论是对地

观测前沿技术与应用，还是数字地球科学平台的构建，对地观测中心始终面向学科发展

前沿，并将科研工作与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结合。

对地观测中心的科研工作与中国科学院空间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密不可分，是空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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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创新基地建设的核心研究单元之一，将在新型对地观测遥感器前沿科学探索、星空地

一体化对地观测综合试验、航空遥感器校飞以及以应用为导向的技术论证与应用示范等

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对地观测中心的科研工作也同样能够在生态与环境科技

创新基地中发挥重要作用，为生态与环境科学研究提供科学数据、技术支撑与综合试验

平台，并加强全球环境变化、区域响应的综合集成以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过程

等重大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在国家层面上，对地观测中心的科研工作以满足国家重大科技需求为目标，开展综

合性对地观测应用与数字地球科学平台建设，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科学数

据，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科学支持，推动空间地球信息科学的快速发展。在行业服务层

面上，旨在形成对地观测数据产品业务化加工和产业链，针对不同行业的应用需求，开

发新的高级空间遥感数据产品加工方法与加工模式，从而服务于产业、管理和政府职能

部门的广泛需求。在国际上，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以空间地球信息科学

为主攻方向，高目标、高起点地建设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优势的实验室。

数字地球科学实验室是对地观测中心的科研主体，它以地球系统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地观测数据获取、处理和分析，揭示地球各圈层的相互作用机理以及人和自然的

相互作用规律。基于对地观测技术，研究地球环境及全球变化，分析全球变化的基本驱

动力，研究全球变化的区域响应规律；研究并回答影响未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环

境、重大自然灾害、生态等方面的重大科学问题和经济建设问题，提高对各种自然灾害

的预测、预报和预警能力；评估人类活动与地球系统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促进人、

自然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数字地球科学实验室确定了空间地球信息探测机理与方法、高性能地学计算与数据

同化、地球系统空间模型、数字地球科学系统等四个重点研究方向。空间地球信息探测

机理与方法主要研究电磁波与地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对地观测空间信息表征、天空

地综合遥感试验与数据定标、复杂地球环境的遥感数据处理、参数反演与信息提取等，

为数字地球科学发展提供新型对地观测科技与空间信息保障；高性能地学计算与数据同

化包括对地观测数据处理与信息提取、海量对地观测数据快速处理技术、空间数据同

化、空间信息网格等；地球系统空间模型包括全球尺度陆地系统时空模型及变化机理、

数字陆地业务服务系统开发与建设、数字海洋基础框架、数字海气基础平台与虚拟可视

化技术等；数字地球科学系统则包括数字地球基础理论研究、数字地球技术系统研究、

数字地球应用系统、信息服务体系建立等，并实现其在时间、区域、领域三个层次上的

综合应用能力，形成数字地球的空间信息服务框架体系。

在既有的科技基础上，数字地球科学实验室将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资源和数字化

手段统一处理地球问题，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认识和了解地球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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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环境和社会科学问题。实验室在科学院的基地建设中将体现自己的科技定位，以

“小中心、大网络”的思路，在院创新基地建设过程中进一步增强自己的自主创新能力。

勇担重任满足国家重大需求

从组建到今天，对地观测中心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承担并完成了很多重任，为中

心的未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

汶川地震遥感监测与灾情评估工作是举中心之力完成的第一件大事。在这场全民救

灾的大潮中，对地观测中心以空、天、地一体化的抗震救灾“天眼”有力地支持了救灾

工作，并结合救灾工作组织承担了863计划“重大自然灾害遥感快速响应系统”等项目。

在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发给中科院的感谢信中，赞扬对地观测中心“高质量、高效率

地完成了地震灾区卫星遥感图像和航拍图像的采集，及时提供给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

部，为夺取抗震救灾工作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2008年7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文

章《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强大动力 — 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十周年纪事》中高度评价了对

地观测中心在抗震救灾中的重要作用；2008年12月29日，由《科技日报》组织，两院院

士、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和广大读者共同评选出来的“2008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中，中

科院“汶川地震灾害遥感监测与灾情评估工作组”等科技力量为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提供

的强大支撑荣膺十大新闻第二位。

建立空间数据服务体系与数据共享机制是对地观测中心的重要部署，在汶川地震抗

震救灾工作中尤其显现了巨大的社会效益。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为了对国家有关

部门抗震救灾决策提供遥感信息服务，作为卫星遥感数据与航空遥感数据源头的对地观

测中心，除了在中心网站上公开发布各类遥感数据外，还在科技部的指导下，建立了每

日召开的“汶川地震灾害空间数据分析会商会”机制，以对地观测中心航空、航天空间

数据为主，会同其他渠道的空间数据，在多部委、多部门、多机构之间实现数据共享。

这一举措为国家各级部门提供了数量最庞大的卫星遥感数据与航空遥感数据，在地震发

生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对地观测中心网上用户下载数据量达2.7TB，到对地观测中心

拷贝的数据量达3.6TB，强有力地支持了抗震救灾工作，获得了国家领导、中科院领导以

及国家各部门、地方政府的高度评价。

“汶川地震灾害空间数据分析会商会”开创了空间数据共享的有益尝试，此后，

在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对地观测中心两架航空遥感飞机再次飞赴汶川灾区开展飞行试

验，获取了约3TB的高分辨率航空遥感影像数据。对地观测中心已计划向四川省政府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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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国家部委和研究单位共享该批数据，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这批宝贵的数据资源。

汶川地震遥感救灾仅仅是对地观测中心科技救灾行动之一。利用多源遥感信息对灾

害进行应急监测和灾情评估，不仅能够为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十分重要的科学支持，为

将来可能的突发性自然灾害遥感监测提供经验借鉴，更能够促进我国自然灾害的遥感监

测技术发展，为遥感减灾技术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典型案例与科学基础。对地观测中心对

此一贯高度重视，先后开展了南方冰冻雨雪灾害监测与灾情评估、雅鲁藏布江河谷山体

滑坡监测与灾情评估、北方旱情遥感监测与数据共享工作及澳大利亚林火监测与评估等

工作。对地观测中心将进一步致力于综合对地观测体系和应急监测与评估体系的建设和

对策研究，为提高我国对重大灾害的监测预警和防灾减灾水平乃至全球灾害研究做出贡献。

项目争取是衡量科研机构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作为一个新建机构，对地观测

中心立足国际前沿与国家战略需求，积极争取并承担重大科研项目。其中，由对地观测

中心牵头、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等6家单位参与的973项目——“空间观测全球变化敏

感因子的机理与方法”于2008年11月立项，将建立中国特有的全球变化遥感监测系统，

树立中国在全球变化研究及全球协同遥感观测领域的地位；于2008年7月开始建设、由对

地观测中心牵头的国家自然资源和地理空间基础信息库项目——卫星遥感数据分中心，

是国家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核心工程，具有重大的社会效益；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

家空间数据应急获取协同体系和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应急空间数据分中心系统项目

将建立首个国家级应急空间数据分系统，为国家灾害应急监测与灾后恢复重建等重大应

急任务提供数据交换与数据共享服务。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争取，到突发灾情面前的协力同心，从

数据信息服务能力的提高，到国际联合机构的成立，对地观测中心打赢了一场场硬仗。

2009年对地观测中心工作会议上提出“敢于承担大事，才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并强调

“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对地观测中心正是以雄厚的科技基础、卓越的勇气

和胆识，勇担大事，展现了一个新建研究机构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未来发展的宏阔

理想与志向。

国际合作交流扩大科技影响力

对地观测中心自成立之初便提出开放、联合、共享的发展原则，积极探索合作模

式，开展高水平的双边和多边科技合作与交流，扩大了中心的国际影响力，也充分展示

了以开放的姿态面向全院、全国乃至全球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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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有效的合作模式是对地观测中心国际合作取得的重要成果。2007年11月，在

对地观测中心揭牌仪式上，中加对地观测能力建设中心、中澳空间信息联合研究中心成

立。继此之后，2008年4月，在UNESCO第179届执行局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二类中心——“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应用中心”将在对地观测中心建立的决

议，该中心将成为中科院第一个UNESCO二类研究中心。目前，正在积极申请的国际减

灾项目办公室（IPO）也将成为对地观测中心与国内外研究机构合作的纽带。

在这种合作模式下，由对地观测中心牵头或参与的实质性国内外合作项目得到了

有效的推进。其中，对地观测中心发起了全球环境变化遥感对比研究计划（ABCC计

划），利用空间对地观测技术开展全球环境变化要素监测和对比研究，已于2009年上半

年正式启动。该项目由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和中国联合开展全球性合作研究，因而

具有全球代表性。2009年5月25日，第一届研讨会在对地观测中心召开，标志着该项目正

式启动。ABCC计划确定了中国青藏高原、加拿大北极群岛、巴西热带雨林、澳大利亚

大堡礁等四个实验区，计划初步实施的时间为10年，目的是扩大对地观测技术对全球环

境的监测和对比研究的范围，使更多的国家参与其中。

对地观测中心参与的另一个重大国际合作项目为由国际科学院组织（IAP）启动的

“全球自然灾害与减灾”项目。项目由中国科学院牵头，日本、孟加拉、美国、荷兰、

古巴和瑞典科学院等国的科学院作为成员参加。2009年3月，IAP减灾项目研究报告、科

学申明、研究报告已完成。由于对地观测技术被公认为减轻自然灾害一种有效地手段，

因此对地观测技术在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应急监测评估也作为案例进行描述。目前，

该报告及其声明和摘要正在IAP成员国内部征求意见，并将在适当时机以国际科学院组织

的名义正式对外发布。

除此之外，对地观测中心还广泛参加了科技部与欧盟的“龙计划”国际合作、乌克

兰科学院和国家空间局空间信息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的国际合作项目“利用星载SAR和

多光谱数据进行洪水监控的大区域网格（WAG）平台研究”、与欧空局合作的“ERS-

LBR数据记录与处理系统”研制等诸多国际合作项目。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ISDE）也是对地观测中心与国内外开展领域内交流合作的重要

渠道。这一国际组织于2006年成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

教授为学会的创始主席，郭华东任秘书长，美国前任副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戈尔

先生于2007年8月被聘为学会特别顾问，秘书处挂靠在对地观测中心，是为数不多的总

部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之一。几年来，国际数字地球学会秘书处积极加强学会建设，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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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筹办2009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ISDE6）外，还参与了国际

摄影测量与遥感大会的数字地球专场会议、第二届数字地球高峰会议、国际数字地球学

会执委会第3次会议的主办或承办工作，国际影响逐步扩大。通过学会每年度举办的数字

地球高峰会议和国际数字地球大会，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与国内外数字地球相关领域的企

业、研究机构、大学建立广泛的联系。于2008年3月创刊的学会官方刊物《国际数字地球

学报》（IJDE），为世界上第一个以数字地球为专业研究领域的国际SCI期刊，为有关国

内外数字地球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提供广泛的国际交往平台。

结语

从2007年组建，到2008年启动工作，到2009年全面建设，中科院对地观测与数字

地球科学中心继往开来、扬帆起航；从2008至2010年工作规划，到2008至2020年发展规

划，再到“中国至2050年空间科技发展路线图”，中科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

科学谋划未来、昂首阔步前行。对地观测中心肩负着国家陆地卫星对地观测站网、航空

遥感系统、天地一体化条件保障系统和数字地球科学平台建设等一系列重大任务，肩负

着为国家遥感领域运行好基础设施的使命，肩负着为数字地球科学的应用发展做出贡献

的责任。在使命与压力面前，对地观测中心深知自身建设和发展的任务还相当繁重和艰

巨。对地观测中心在深思，也在努力实践，并坚信使命与压力是考验更是锻炼。

“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在国际、国内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快速发展以

及国家不断提出需求和学科领域快速发展的契机下，在国家实施“十一五”规划承上启

下的关键年里，中科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将牢牢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紧

密结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以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使

命感和紧迫感，锐意进取，大胆创新，向着更加高远的目标前进，以优异的成绩向新中

国成立60周年献礼，向中国科学院建院60周年献礼！

 2009-9-9 A1

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将召开“数字地球”由概念走向应用
祝魏玮 潘希

9月9日至12日，由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中国科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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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ISDE6）将在京召开，会议主题为“行动中的数字地球”。组委会在9月8日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次会议是1999年我国发起首次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后再次主办

的一次数字地球盛会，来自40多个国家的1000多位本领域学者、企业家、管理专家将参

加本届会议。”

大会主席郭华东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表示：“第一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主

题是‘走向数字地球’。这个第一次以‘数字地球’为主题的国际性会议推动了人们对

数字地球概念的理解，之后通过专家、学会和有关企业的努力，人们对数字地球的概念

逐渐深化。但数字地球的核心是应用，数字地球的目的是要服务人类、服务社会、服务

国家需求。因此，本届大会将着重研讨数字地球的未来发展和应用目标，深化数字地球

在支持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以促进数字地球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

展、环境保护、灾害治理、自然资源与世界遗产保护等诸多方面进一步发挥重要作用，

促进数字地球的繁荣和发展。”

据了解，大会的特邀报告和专题分论坛将围绕数字地球理论、技术及其应用等方面

展开研讨，涉及对地观测、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虚拟现实、网络通信技术、

计算机技术和地球科学等多个领域。大会还将举办数字地球技术与应用展览会，通过实

物模型、多媒体放映、系统演示与现场互动操作等，展示数字减灾、数字城市等数字地

球技术及应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郭华东表示：“今天，对地观测及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数字地球已经成为全球

最具挑战性和广泛带动性的高科技领域之一。从高端技术到百姓生活，数字地球越发显

现出巨大的科学意义，并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今，经过我国地球科学

界、空间科学技术界及其应用领域各界的共同努力，在‘数字地球’的框架下，对地观

测卫星技术、星载数据处理、星－机－地数据接收技术、地面台站及人文、经济等数据

的获取技术以及一体化集成技术都得到了很好发展，已经具备了为建立‘数字地球’所

需的各种技术和能力。”

另据了解，本次大会收到投稿900多篇，会议网站点击率超过10万人次。郭华东表

示：“这一数字地球盛会充分表明我国发起的国际数字地球会议正在持续健康发展，也

表明数字地球领域发展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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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9-10 A1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大会开幕

本报北京9月9日讯（记者潘希　祝魏玮）9月9日，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大会在京开

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因中央临时有会不能出席大会，专门发来书

面发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出席并致辞，科技部原部长

徐冠华、航天员杨利伟出席并作大会报告，来自40多个国家的1000多位本领域学者、企

业家、管理专家出席开幕式。

刘延东指出，数字地球已经成为整合、利用、共享现有数据和信息资源的有效途

径，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信息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字

地球将成为世界可持续发展领域开展全球合作的有效依托，成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新

的增长点，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崭新载体。

路甬祥在致辞中指出，10年来，数字地球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也已经

成为全球最具挑战性和广泛带动性的科技领域之一。数字地球作为当今科技发展的一个

制高点和全球性、战略性目标，集对地观测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网络

传感和通讯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和网格计算技术等于一体并高度综合和升华。伴随着空

间信息技术、网络通讯技术、地球系统科学的发展，公益性与商业性数字地球共享平台

相继问世，数字地球已走进千家万户，并正在改变人类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

他强调，在构建数字地球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利用先进对地观测技术、新一代网络和

传感技术、搜索技术、浏览器技术和云计算技术，提升公共服务水平，降低服务成本，

让数字地球进入地球的每个角落，让数字地球成为决策者的信息平台，让数字地球真正

成为人类共创、共享的信息家园。

在大会报告中，徐冠华从全球气候变化与数字地球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并认为未

来的数字地球将包括地球大气圈、水圈、冰雪圈、岩石圈、生物圈各圈层信息的高度集

成，并运用最新的对地观测和网络计算技术，为全球科学家提供一个信息共享以及多源

数据融合、符合全球变化研究的理想科学平台。

杨利伟在题为《从太空观地球 — 航天员眼中的地球和数字地球》的报告中说，未来

我国要实现载人航天中长期计划，航天员也必须先进行虚拟环境下的训练来熟悉各种太

空环境，这种更复杂的场景，包括太空飞行、登月、深空探测等。数字地球科学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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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也将更好地提供帮助，促进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

此外，开幕式上还为大会设立的数字地球科技贡献奖、数字地球企业贡献奖、数字

地球推动奖和国际数字地球会议组织奖颁奖。据了解，大会将举办多场专题报告会，还

将举办数字地球技术与应用展览会。

 2009-9-14 A1

数字地球十年：从理念走向行动

——访中科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中心主任、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大

会主席郭华东
潘希 祝魏玮

“数字地球已走过10年的道路，在这个时刻，回顾数字地球10年发展，前瞻未来

走向是有其特殊意义的。”中科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中心主任、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

大会主席郭华东还清楚地记得，1999年12月，来自21个国家的500余名代表会聚北京，

在首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召开之际发表了《数字地球北京宣言》。而本届会议又提出了

《2009数字地球北京宣言》。

“数字地球建设是一场意义深远的科技革命，也是地球科学研究的一场纵深变革。

人类迫切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地球、理解地球，进而管理好地球，回顾10年的发展，我们

已看到诸多设想已变为现实。”郭华东说。

永远不会过时的领域

“用定量化的手段来研究人类居住的地球，这样的工作一万年都不会过时。”在采

访中，这句话郭华东反复说了几次，也足以证明他对数字地球研究充满信心。

有研究表明，人类生活在地球上所需要的信息80%来自空间信息，而数字地球恰恰

可以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作为一门交融学科，数字地球是集各种现代科技和学科之大成。”把有关地球海

量的、多分辨率的、三维的、动态的数据按地理坐标集成起来的虚拟地球也就是数字地

球，它是地球科学、空间科学、信息科学的高度综合。

数字地球主要由空间数据、文本数据、操作平台、应用模型组成。这些数据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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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全球性的中、小比例尺的空间数据，还包括大比例尺的空间数据；不仅包括地球的

各类多波段、多时相、高分辨率的对地观测影像、各类不同比例尺的数字专题图，还包

括相应的以文本形式表现的有关可持续发展、农业、资源、环境、灾害、人口、全球变

化、气候、生物、地理、生态系统、水文循环、教育等不同类别的数据。

“因此，有人说它是一门科学，有人说它是一项技术，有人说它是一种战略，也有

人说数字地球是21世纪人类最伟大的信息工程之一。”在郭华东看来，还找不到一个统

一的词汇来描述数字地球的特征。

“拥有数字地球等于占据了现代社会的信息战略制高点。”郭华东分析说，从战略

角度来说，数字地球是全球性的科技发展战略目标，数字地球是未来信息资源的综合

平台和集成，现代社会拥有信息资源的重要性更基于工业经济社会拥有自然资源的重

要性。

而从科技角度分析，数字地球是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是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

球定位系统、互联网－万维网、仿真与虚拟现实技术等的高度综合与升华，是人类定量

化研究地球、认识地球、科学利用地球的先进工具。

从国家需求角度分析，数字地球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国家在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领域的需要，可以为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方面提供支撑，可以带动并牵引

国家空间领域、信息领域等的不断发展。

大到地球系统、全球气候变化这类地球表面正在发生的宏观大尺度现象，小到人们

日常生活里广泛使用的电子地图，数字地球已经应用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

“数字地球正在成为人类发展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大需求。经常有学者在讨论时

认为，不论再过10年或者20年，数字地球的研究仍然是热点，并且会越来越受关注。”

郭华东信心十足。

在挑战中带动科技前沿

数字地球的研究依靠很多相关学科的发展，比如信息技术、网络技术、虚拟现实技

术，还有现在最常用到的对地观测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技术等。郭华东认为：

“正是由于数字地球研究的特殊属性，随着相关学科的研究深入，数字地球也会不断地发展；

同样，数字地球的发展也会带动相关学科的进步。”

“数字地球是要把最前沿的科技用进来，并且高度综合，这是具有挑战性的。而地

球系统科学的纵深发展离不开空间信息和数字地球的支撑与推动，挑战性和带动性二者

之间是辩证的关系。”郭华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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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正在构建大的数字地球科学平台，其相关领域、相关行业、相关技术

的发展都会被带动。这一平台是综合利用对地观测技术、全球定位技术、计算机技术、

网络系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网格技术、数据存储和数据库技

术，建立实现空间数据资源服务、空间信息服务的平台。”郭华东表示。

“数据是原始的，如果说棉花是数据的话，布就是信息了，第三步是从信息到知

识，把布变成衣服成为产品，就具有应用价值了。”郭华东说，“这是开展数字地球应用

研究的工作平台，也是数字地球应用的最终展示和信息发布系统。数字地球需要许多对地

观测手段来收集地球信息，尤其是对地观测卫星可以提供大量的、动态的观测数据，而各

种对地观测卫星的成功发射和稳定运行需要成熟的、有保障的航天技术的支撑。”

巨大的产业前景

不久前，《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将与数字地球密切相关的地学技术与纳米材

料、生物科技一起誉为21世纪三大前沿科学技术。而作为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每

年全球地球空间信息产业的产值超过500亿美元，并以每年约20%的速度增长；服务于数

字地球建设的对地观测计划在逐渐形成，仅在近5年内全世界就将发射130颗左右的对地

观测卫星。

“500亿美元的估计还是保守的，仅美国就有每年300亿美元的产值。前不久，美国

一家公司自己计划发射卫星群，希望可以通过这个卫星群经营农业信息。在我看来，不

论是就世界范围还是我国来讲，数字地球的商业化应用前景广阔。”郭华东说。

国际上的高分辨率数据都是高度商业化的，而高分辨率的数据在商业上有广泛的需

求，主要应用在国防、城市规划、城市管理等方面。

以Google Earth为代表的数字地球网站正迅速走进千家万户，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生

活。“Google Earth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数字地球产业应用，世界上1/10的人在用，说明应

用的广泛和市场的巨大。”郭华东表示。

在大会展览区可以看出，很多中国公司也看到了数字地球产业的良好前景，不但参

与了这次展会，还频频自费参加相关学术会议，以期扩大企业影响。

“这在20年前甚至10年前，是根本不能想象的，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到这个行列中，希望能在数字地球的商业应用上占据一席之地。”郭华东认为，中国的

巨大市场是吸引他们的主要因素。

“在中国，数字地球的发展潜力无限，而现在还仅仅是开始。”郭华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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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9-14 A1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在京闭幕

——大会通过《2009数字地球北京宣言》
祝魏玮 潘希

本报讯9月12日，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在京闭幕。在闭幕式上，与会代表用热烈

的掌声一致通过了《2009数字地球北京宣言》（以下简称《宣言》）。

《宣言》认为，资源匮乏、能源短缺、环境恶化、灾害频发、人口增长，特别是全

球变化问题正在对人类社会发展形成极大挑战，数字地球作为当今科技发展的一个制高

点和全球性战略性目标，在应对这些挑战中可发挥持续性和战略性作用。

因此，《宣言》建议：“加快数字地球从理论研讨到实际应用的进程，特别是在全

球变化研究、自然灾害防治、新能源探测和城市规划管理、农业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加强数字地球信息资源共享的能力，加强各类数据转化为信息和应用成果的进程，

发达国家和有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应帮助发展中国家缩小数字鸿沟；在构建数字地球系统

过程中充分重视利用新一代技术，提升公共服务水平，降低服务成本；”国际数字地球

学会在全球范围内陆续组织数字地球领域科研、咨询、科普活动，带动数字地球和国际

数字地球学会自身的持续发展，并加强与国际社会特别是政府和非政府国际组织的合

作。”

《宣言》还指出，数字地球走过了辉煌的10年，面对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数字地

球的使命任重道远。《宣言》倡议：“人类社会应共同关注和促进数字地球的发展和未

来，管理和决策者组织应从顶层进一步重视对数字地球的规划设计，制订政策、法规、

标准和规范，在数字地球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人才培养和知识普及方面给予更有力

的支持和投资。”

与会的中外代表认为：“《1999数字地球北京宣言》提出的设想正在变为现实，现

在数字地球已走进千家万户，正在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而《2009数字地

球北京宣言》又规划了数字地球未来的发展，未来数字地球必将为社会提供更广泛的服

务，从而造福人类。”

为期4天的“数字地球技术与应用展览会”也与大会同期闭幕，展会回顾了中国近10

年的数字地球科技发展历程，并为数字地球相关企业提供了高技术实力展示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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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召开的第四次国际数字地球学会执委会议上，达成了由澳大利亚主办第七届

国际数字地球会议的决议。闭幕式上，来自澳大利亚的申办代表从中国代表手中接过了

国际数字地球会议的会旗。第七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将于2011年在澳大利亚珀斯市举行。

 2009-9-12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大会在北京召开

中新网北京九月十二日电（记者潘旭临）由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中国科学院共同主

办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大会日前在北京开幕。这是一九九九年中国发起了第一届国际数

字地球会议十年后，再次由中国主办国际数字地球盛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发来书面发言指出，在各国政府、科技界和

企业界等共同推动下，以空间科技、信息科技和地球科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数字地球，

已经成为整合、利用、共享现有数据和信息资源的有效途径，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信

息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刘延东在书面发言中还表示，中国政府已经确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目标，高

度重视推进经济社会信息化进程。中国正在大力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转变发展方

式，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当前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

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一揽子计划，把推动信息化作为重要的内容，大幅

度增加信息技术研发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重大经济和金融

危机，都为科技的突破、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数字地球将成为世界可持续

发展领域开展全球合作的有效依托，成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成为人类

文明进步的崭新载体。

会议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发表了主题为“共创数字地

球的美好未来”的讲话。原科技部部长、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徐冠华院士，

中国航天英雄杨利伟分别作了主题讲话。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中心主

任、大会组委会主席郭华东主持。

据介绍，大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四十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一千余位科学家、企业家

和管理专家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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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在京开幕 刘延东向大会发来贺信

本网北京9月9日电（记者金振娅）以“行动中的数字地球”为主题的第六届国际数

字地球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的1000余位科学家、企业家和管理专

家将围绕数字地球理论、技术及其应用深入探讨，涉及全球定位系统、虚拟现实、网络

通讯技术和地球科学等诸多领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发来贺信，向会议的召开表示良好祝愿。

本次大会由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中国科学院共同主办，是1999年我国发起首次国际

数字地球会议后再次主办的一次数字地球盛会，于2009年9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在开幕式上表示，数字地球已经成为全球最具挑战性和

广泛带动性的科技领域之一，它集对地观测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网络

传感和通讯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和网格计算技术等于一体并高度综合和升华，可对人类

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据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中心主任、大会组委会主席郭华东介绍，从1999

年数字地球概念首次提出以来，经过我国地球科学界、空间科学技术界和信息科学技术

界等共同努力，在“数字地球”的框架下，我国对地观测卫星技术、星载数据处理、地

面台站及人文、经济等数据的获取技术以及一体化集成技术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已经

具备了为建立“数字地球”所需的各种技术和能力。

据了解，本届大会将加强数字地球理论、技术及应用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研讨数字

地球的未来发展和应用目标，深化数字地球在支持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

以促使数字地球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灾害治理、自然资源与世界

遗产保护等诸多方面进一步发挥重要作用。

本次会议期间还将举办数字地球技术与应用展览会，通过实物模型、多媒体放映、

系统演示与现场互动操作等方面，展示数字流域、数字减灾、数字城市等数字地球理

论、技术及应用等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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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9-9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在北京举行
彭映雪

以“行动中的数字地球”为主题的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以下简称

“ISDE6”）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有关领导和专家等200多位嘉宾代表将应邀出席今天下午的大会开幕式。为庆祝数字

地球会议十周年，本次大会设立的三个奖项将在开幕式上颁发。其中，“数字地球科技

贡献奖”将颁发给本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数字地球企业贡献奖”将颁发给本

领域有突出贡献的龙头企业，“国际数字地球会议组织奖”将颁发给历届国际数字地球

会议的大会主席。这一奖项的设置对于促进数字地球的健康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大会将从10日起进行为期3天的学术交流报告。报告分为特邀报告、数字地球十周

年论坛和专题分论坛，围绕数字地球理论、技术及其应用等方面展开研讨，涉及对地观

测、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虚拟现实、网络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和地球科学

等多领域。会议交流将加强数字地球理论、技术及应用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研讨数字地

球的未来发展和应用目标，深化数字地球在支持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以

促使数字地球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灾害治理、自然资源与世界遗

产保护等诸多方面进一步发挥重要作用，促进数字地球的繁荣和发展。

大会还将举办“数字地球在中国”成就展览，通过实物模型、多媒体放映、系统

演示与现场互动操作等方面，展示数字流域、数字减灾、数字城市等中国在数字地球理

论、技术及应用等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

ISDE6是继1999年由我国发起的首次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后的又一次令世界瞩目的数

字地球国际盛会。参加本次会议有来自41个国家的1000多名学者、工程师、在校学生、

政府和企业代表。大会收到投稿900余篇，会议网站点击率超过10万，覆盖100余个国

家。在以信息和空间技术为支撑的全球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在数字地球堪称未来信息

资源主体核心的今天，这一次数字地球盛会充分表明我国发起的国际数字地球会议正在

持续健康地发展，也表明数字地球领域发展的巨大潜力。

从1999年数字地球概念的首次提出，到2009年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的召开，

数字地球理论、技术及应用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今天，对地观测及在其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数字地球已经成为全球最具有挑战性和广泛带动性的高科技领域之一。从高端技术

到百姓生活，数字地球越发显现出巨大的科学意义，并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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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对于中国而言，早在数字地球概念提出后，中国政府便提出高度重视数字地球的作

用，提出要从数字地球的战略高度，多层次、长远地规划地球表层信息的获取、处理、

应用等相关工作，以更广泛、深入地为社会提供服务，造福于人类。今年来，国家有关

部委和中科院在 “八五”、“九五”计划中所设立的一些重大科技攻关项目都直接与建

设“数字地球”相关。如今，经过中国地球科学界、空间科学技术界和信息科学技术界

及其相应应用领域的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在“数字地球”的框架下，对地观测卫星技

术、星载数据处理、星－机－地数据接收技术、地面台站及人文、经济等数据的获取技

术以及一体化集成技术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已经具备了为建立“数字地球”所需的各

种技术和能力。

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十年

自“数字地球”概念问世以来，国际社会对此予以极大的关注。江泽民同志在1998

年6月1日接见两院院士时特别提到“数字地球”。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对此非常重视，

并及时成立了“数字地球”战略研究组，组织院士和相关专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

研究，提出了《关于“中国数字地球”发展战略的建议》。该《建议》认为：“数字地

球”是一个全局性的战略发展目标，我国应利用“数字地球”提供的机遇，推动信息科

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地球科学技术的整合，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1999年11月29日至12月2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来自27个国家

和地区的500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数字地球的概念和认识、理论与技术、应用前景等方

面开展了交流和热烈的讨论，出版了由徐冠华部长和陈运泰院士主编的会议论文集。这

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数字地球为主题的国际性会议。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会上致词，指

出无论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无论是推动当前科学技术的发

展还是开拓未来知识经济的新天地，“数字地球”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实现可持续发

展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贡献，中国现在和未来的社会需求是发展数字地球的巨大

推动力。会议通过了《“数字地球”北京宣言》，呼吁在建立数字地球过程中，优先考

虑解决环保、灾害管理、自然资源保护、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提供人类生活质

量等方面的问题，并形成了每两年举办一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的决议。

2001年，第二届国际国际数字地球会议于6月24至28日在加拿大的弗雷德里克顿市举

行。来自30个国家的20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主题为：“超越信息的基础设施”。

会议围绕对数字地球认识、对信息基础设施的支持作用、虚拟现实技术、数据标准和互

操作性、空间数据仓库等25个主题开展了研讨。

2003年，第三届国际国际数字地球会议于9月21至25日在捷克的布尔诺市召开，来自

34个国家25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主题为：“数字地球——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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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代表围绕全球可持续发展、全球社团对话、网络知识社会、数据、信息、技术

等多方面开展了讨论。

2005年，第四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于3月28日至31日在日本的东京举办，来自36个国

家的345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主题是：“全球共享的数字地球”。代表从数字地球概

念、内涵等25个专题进行了探讨。我国代表在会上作的“数字地球的网格系统”、“数

字铁路”、“数字国家公园”等报告都得到了极大的反响。会议期间有近千名观众参观

了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虚拟现实等高技术参展产品。

2007年，第五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于6月5日至9日在美国的洛杉矶召开，来自28个国

家的政府、学术、企业、非政府组织及私营公司的代表39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主题是：

“体验地球”。会议围绕人类活动和赖以生存的地球所面临环境、能源等挑战性问题、

数字地球在教育中的应用、地球空间技术拯救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2006年8月27日至30日，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市会议中心举办了由国际数字地球学会

主办、奥克兰市政府和奥克兰大学共同承办的“数字地球：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峰

会”。来自世界各国的380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在为时3天的学术交流报告中，来自不

同国家的50余名专家在会上作了报告，涉及数字地球技术、全球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

战、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管理、自然灾害、城镇发展与基础设施等诸多方面。自此，国

际数字地球高峰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

2008年11月12日至14日，第二届国际数字地球高峰会议在位于波茨坦的德国地学

研究中心（GFZ）顺利召开。本届峰会以“地球信息科学－研究全球变化的工具”为主

题，共分7个专题，包括全球变化、荒漠化、城市化、对地观测与模拟、仿真与模拟、可

视化和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吸引了数字地球科学领域的许多知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数

字地球科学技术，特别是地球信息科学在研究全球变化问题上的作用以及取得的成绩。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ISDE）

在中国、加拿大、美国、日本、俄罗斯、捷克等10余个国家专家、学者共同倡议

下，ISDE于2006年成立，是由中国科学院联合该领域国内外机构、学者发起成立的非政

府性国际学术组织。该组织总部设在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

路甬祥院士任创始主席，秘书处挂靠在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是总

部设在我国为数不多的国际学术组织之一。

ISDE设执行委员会，由来自12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的国内外26位科学家组成，加

拿大遥感中心主任Marc D’Iorio博士和国际制图协会主席、捷克Masaryk大学教授Milan 

Konecny博士任副主席，秘书长由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主任郭华东研

224

ISDE6 执行报告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

媒体报道

第
七
部
分



究员担任。另设ISDE中国国家委员会及其顾问委员会，由包括31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内

的国内相关领域知名科学家组成。

ISDE的成立具有重要意义：促进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与

科技竞争力；吸纳国际先进的科学与技术，从更高层次上整合现有的科学技术，促进我

国科学创新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加快“数字中国”战略的实现，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必将为推动地球科学信息化的发展做出时代性的贡献。

国际数字地球学报（IJDE）

2008年2月，ISDE学会创办的学会官方刊物《国际数字地球学报》正式出版发行，

出版商为已有百余年历史的英国著名期刊出版商Taylor & Francis。这一国际性的刊物为

数字地球的发展搭建了国际学术交流平台。

由我国科学家发起并领导的系列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和高峰会议的召开，以及《国际

数字地球学报》的问世，都标志着我国创办的国际组织在国际地球信息科学领域上具有

一定的影响力，我国科学家在该领域的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ISDE6国际指导委员会

由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博士Adigun Ade Abiodun等25位来自世界各国的专

家教授组成，主席由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担任。

ISDE6国际科学委员会

由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博士Alessandro Annoni等33位专家

教授组成，主席由中国科学技术部原部长徐冠华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Michael F. 

Goodchild联合担任。

ISDE6组织委员会

主席由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主任郭华东担任，副主席由曹京华

等14人担任，委员由陈军等31位成员组成。

组委会下设秘书处，秘书处设在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秘书长

由该中心副主任张兵担任，常务副秘书长由该中心主任助理刘勇卫担任，负责大赛的日

常具体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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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象报社 2009-9-10 A1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在京召开 国际专家学者聚首探讨数字地球

发展前景
赖敏 吴家翔

9月9日，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ISDE6）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的主题是“行

动中的数字地球”。会议由国际数字地球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共同主办，科技部、国土资

源部、中国气象局、北京市政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15个部委和国际组织合办。来自

全球近40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再次聚首北京，共同回顾和探讨数字地球的前景及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专门发来贺信祝贺会议召开。贺电指出，当

前，世界各国正面临着如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生态环境保护、粮食安全、疾病防治等

一些需要共同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些都对数字地球建设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数字地

球将成为世界可持续发展领域开展全球合作的有效依托，成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新

的增长点，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崭新载体。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主席路甬祥致辞。

他说，在以信息和空间技术为支撑的全球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在数字地球堪称未来信

息资源主体核心的今天，面对地球环境、气候变化的挑战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数字地

球的发展任重道远。应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加强合作，促进数据共享，缩小数字鸿沟，推

进数字地球的纵深发展和建设。

地球观测组织联合主席、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作为国际组织代表之一在会上发表

讲话。他指出，经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数字地球在地理空间参照系统、地理信息系

统、全球定位系统、虚拟现实、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和遥感等多个学科领域均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仅加强了对地监测能力、加深了对地球的认知程度，也使我们得以

更好地模拟地球上的各种生物、化学和物理变化过程。当前，世界各国的气象学、空间

科学、环境科学以及相关科研机构正以前所未有的合作精神来共同完成众多合作项目。

所分发的各类数据、资料和信息的综合集成使其应用越来越广泛便利，数字高程模拟技

术以及地理参照框架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了全球信息数据库的可用性。

郑国光表示，利用全球数据和信息资源进行地球虚拟三维再现，将为科研人员、教育

工作者、私营企业以及公共事务管理者在讨论全球公共议题时提供决策依据和解决方案。

郑国光还介绍了地球综合观测系统（GEOSS）的新进展。他说，GEOSS从初始概念

阶段已经进入了实质构建阶段，作为其10年计划的早期成果，GEOSS在基础设施建设和

数据共享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当前，GEOSS正在修订10年计划至2015年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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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以迎合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需求，力求战略目标准确、可行。

据悉，1999年我国发起了首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通过了《“数字地球”北京宣

言》并形成每两年举办一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的决议。本次会议将持续至9月12日。大会

交流与讨论将进一步加强数字地球理论、技术及应用的交流与合作，深化数字地球在支

持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使数字地球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晚间新闻》9月9日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调查报道》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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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SDE6



一、第一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

时间：1999年11月29日至12月2日

地点：北京

主题：走向数字地球

产出：《“数字地球”北京宣言》

2000年成立“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国际指导委员会。

会议概况：来自27个国家500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对数字地球概念、理论、技术

及应用前景的33个专题开展了充分的研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会议上致辞并指

出：无论是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无论是推动当前科技的

发展，还是开拓未来知识经济的新天地，数字地球都具有重要意义； 刘淇市长提出建设

“数字北京”；路甬祥院长做了“合作开发‘数字地球’，共享全球数据资源 ”大会

报告。 

ISDE6

国际数字地球系列会议介绍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在ISDE1致辞

 ISDE1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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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

时间：2001年6月

地点：加拿大 弗雷德里克顿

主题：超越信息的基础设施

会议概况：来自30个国家200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对数字地球的认识、对信息基础

设施的支持作用、虚拟现实技术、数据标准和互操作性、空间数据仓库等25个专题展开

了研讨。

 ISDE2开幕式

 ISDE2大会现场  ISDE2大会报告

 ISDE2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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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

时间：2003年9月

地点：捷克　布尔诺

主题：数字地球——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信息资源

会议概况：来自34个国家250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围绕全球可持续发展、全球社团

对话、网络知识、数据、信息、技术等方面开展了讨论 。召开包括国际指导委员会成员

和来自美国NASA、日本、匈牙利、俄罗斯、挪威等国26名代表参加的ISDE扩大会议。

 ISDE3开幕式

 ISDE3大会报告  分会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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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

时间：2005年3月

地点：日本　东京

主题：全球共享的数字地球

会议概况：来自36个国家345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从数字地球概念、内涵等25个专题

进行了探讨。

 ISDE4开幕式

 代表参观数字化东京发展规划展览  国际数字地球会议会旗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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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五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

时间：2007年6月5至9日 

地点：美国　旧金山

主题：体验数字地球

会议概况：来自28个国家39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从数字地球技术、内涵等多方面进行

了探讨。召开了ISDE第二届执委会会议；召开了《国际数字地球学报》编委会第一次会议。

 ISDE5开幕式  ISDE第二届执委会会议

 徐冠华院士大会致辞  参会者现场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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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一届国际数字地球峰会

时间：2006年8月

地点：新西兰　奥克兰

主题：数字地球可持续发展论坛

会议概况：来自35个国家的380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研讨涉及数字地球技术、全球

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管理、自然灾害、城镇发展与基础设施等

诸多方面。

 第一届国际数字地球峰会

 新西兰总理大会致辞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秘书长郭华东向新西兰总理

赠送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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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二届国际数字地球峰会

时间：2008年11月12至14日

地点：德国　波茨坦 

主题：地球信息科学——全球变化研究的工具 

会议概况：共分7个专题，包括全球变化、荒漠化、城市化、对地观测与模拟、仿真

与模拟、可视化和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吸引了数字地球科学领域的许多知名专家学者，

共同探讨数字地球科学技术，特别是地球信息科学在研究全球变化问题上的作用以及取

得的成绩。

 国际数字地球学会秘书长郭华东致辞

 ISDE第三届执委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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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幕式全景

ISDE6

精彩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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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院长、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主席路甬祥会见航天员杨利伟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开幕式现场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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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院长、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主席路甬祥和与会代表交谈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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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闭幕式现场

 国际数字地球会议会旗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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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最佳青年论文奖得主合影

 第六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最佳展板奖获奖者合影

 闭幕式上工作人员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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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秘书处及志愿者

★

★

★

★

★

★

	 秘书处领导：

 张　兵、刘勇卫、王振宇、申倚敏、马建文、王长林、王心源

	 学术组：

 马建文（组长）、王长林、黄　俊、刘　珍、张 浩、郭　锐、张　平、

 张民伟、任永政、岳昔娟、屈国栋、冯旭祥、李 奇、白林燕、苑方艳、

 王　倩、秦思娴

	

	 会务组：

 刘　洁（组长）、刘婧娜、张　清、赵春菏、王志娟、王晓巍、任　毅、

 张兆明、孙　颖、陈朋山、温晓阳、周建民、吴业炜、冯　柯、窦长勇、

 刘玉泉、石　璐、孟　阳、肖　霞、李宣颖、陈明美

	 商展组：

 王心源（组长）、朱博勤、马岚华、王　化、申　茜、傅文学、刘　朔、

 鹿琳琳

	

	 宣传组：

 黄铭瑞（组长）、王星星、王小梅、严珍珍、谭骏翔、张宇红、文丽琛

	 志愿者：

★

★

颜韵旋、李晨辉、贺威杰、邹　　、王妍颖、赵　静、吴　胜、朱亚男、

苏　洋、毛万峰、张　鑫、张　萍、刘九良、殷　雄、吴冰洁、李　亮、

秦　静、王　通、纪　鹏、邓红帅、张思龙、马应召、单永杰、卢伍平、

刘　萌、刘复生、张伟光、张　萄、张惊涛、陈立波、龙腾飞、桂正科、

石玉胜、李雪瑞、王海平、石　佳、尹芷汐、许亚平、杨　光、梁　建、

刘　菊、朱志文、寇天友、周小雪、张　静、黄长平、过西荣、王桂周、

王　宁、汤灿恩、刘玲玲、郭晓敏、罗伏军、李春明、房　媛、王李娟、

庞　律、王　铎、张雅琼、闫世勇、屈　倩、梁珊珊、宋　阳、阮智星、

董　丹、李英杰、王皓玉、李芳军、陈敏浩、李铁乔、宋晶晶、王　凯、

高华光、董文婷、康晓伟、王　菲、陈　晓、刘　巍、李洪忠、马　璐、

周长春、程维芳、付　薇、梅林露、麻庆苗、韩　昱、于彩虹、刘智慧、

赵　坚、旷　达、齐维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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