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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解决矿产资源与能源遥感探测与评价模型的集成、复用性差以及扩展性不好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插件

技术的矿产资源与能源遥感探测与评价模型集成的方法． 分析了插件技术的优点，在此基础上研究遥感探测与评

价模型的集成技术、数据流程以及集成框架，并研发了矿产资源与能源遥感探测与评价系统，验证了基于插件技术

的遥感探测与评价模型集成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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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遥感( remote sensing) 是通过传感器遥远地采

集目标对象的数据，并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来获取

有关地物目标或地区的信息［1-2］，凭借其宏观、综

合、快速、动 态、准 确、及 时 的 优 势 在 矿 产 预 测 评

价，尤其在中小比例尺的矿产预测评价中得以广

泛应用［3-5］． 目前主流的矿产资源与能源遥感探测

与评价模型主要包括影像增强模型、线性与环形

构造信息提取模型、铁染矿物异常信息提取模型、
羟基矿物异常信息提取模型、遥感找矿远景区模

型、遥感找矿靶区模型、油气勘探综合异常区模型

等． 实际工作中不同的遥感评价模型研究大多分

属不同的研究单位，需要一个合理的集成框架将

这些模型组织集成起来． 全球矿产资源与能源遥

感探测与评价模型研究工作主要需要解决以下问

题: 一是需要 根 据 研 究 区 地 理 ( 植 被 及 覆 盖 ) 、地

质、矿产资源等条件，综合应用不同的遥感信息提

取和分类方法，通过实验分析，形成最终的遥感模

型库; 二是由于遥感模型的基础理论、算法和开发

时间的不同，相关模型与遥感应用系统的集成、复

用存在可扩展性差，维护困难等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为实现遥感系统开发和模

型研究的解耦，以及遥感模型研究成果与系统开发

成果的集成，开展了基于插件技术的遥感模型集成

方法研究，应用 SOA、Web 服务和插件技术［6-7］，在

模型元数据以及本底数据库管理系统研建的基础

上，设计了基于插件技术的遥感模型集成管理框架．
框架以统一的本底数据库管理系统为基础，按统一

的数据模型和元数据，实现模型运行数据、结果数据

的统一存储，实现了遥感探测与评价模型与示范原

型系统的无缝集成．

1 基于插件技术的遥感探测与评价模
型集成管理

1. 1 插件技术

插件技术是一种在商业软件中常用的架构技

术，通过把应用程序分成宿主程序和插件两个部

分，实现宿主程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修改、增减

插件来调整应用程序的功能［8-10］． 由于现有矿产资

源与能源遥感探测与评价模型种类比较多，模型

的修改、增删比较常见，同时模型的修改相互之间

没有影响，模型方法与原型系统组成了插件和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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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程序的关系． 同时按所用的技术方法，插件可划

分为以下两种: ①基于脚本语言的插件，其可扩展

性好、自由度高，但功能比较单一，不能实现复杂

功能; ②基于反射和接口技术的插件，插件能够与

宿主程序开放的所有接口交互，开发难度大但可

实现复杂的功能． 所以本文使用了第二种插件技

术来 实 现 矿 产 资 源 与 遥 感 探 测 与 评 价 模 型 的

集成．

1. 2 遥感探测与评价模型集成管理框架

基于插件技术的遥感探测与评价模型集成框架

设计如图 1 所示，包括本底数据库及其管理系统、系
统主程序( 原型系统) 、集成框架和遥感探测与评价

模型 4 个部分． 本底数据库管理和存储所有的影像

数据，为插件集成框架提供数据源，插件集成框架为

模型开发提供接口，将遥感模型集成到原型系统中．
各个部分具体功能如下．

图 1 遥感探测与评价模型集成框架设计

1) 本底数据库及其管理系统

本底数据库管理系统是系统集成框架的核心，

系统通过统一的本底数据库管理系统，实现模型输

入数据( 影像数据 /共性产品、基础地理地质、专题

数据) 、专题产品数据的统一存储和管理．
通过系统提供的数据读写、管理组件，可实现遥

感模型与本底数据库的交互．
2) 原型系统( 主程序)

基于插件技术的主应用程序，实现了系统的主

体功能． 主应用系统在初始化过程中，通过． net 的接

口、反射技术，动态加载编译为不同应用程序集的插

件，实现不同遥感模型的集成．
3) 集成框架

系统集成框架是一个基于插件技术的应用开发

框架，基于集成框架提供的接口和功能组件，可隔离

模型开发和主体应用程序开发，二者可并行开发，互

不影响; 各个模型的开发也可以单独开发．
通过插件技术，可实现遥感模型的动态更新、加

载，而无需编译主程序．
4) 遥感探测与评价模型

遥感探测与评价模型是基于插件框架、本底数

据库数据读写、管理组件开发的不同应用模型，各个

模型可作为独立的应用工程，独立开发，互不影响．
在集成和运行过程中才由集成框架加载不同的插

件，这种实现方式的优点是便于各个模型的独立开

发和测试，同时保证了各个模型运行于独立的系统

目录或空间中，有利于阻止错误的传播，保障本底数

据库的安全和系统整体的稳定性．

图 2 基于统一的数据模型和数据服务的遥感探测与评价模型集成

在模型集成的框架下，据图 2 所示，系统模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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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管理按以下思路设计: 专业模型将数据从本底数

据库读取到本地计算机后，得到所需要的影像数据，

并且同时可将影像加载于三维视图上进行浏览; 通

过模型算法对影像数据进行运算、分析后生成了新

的成果影像，也可加载于三维视图进行浏览; 经过模

型计算后得到的影像数据可以选择是否入库，如果

入库，则调用数据读写接口将成果存储到成果库，并

记录相关元数据信息，如模型、输入的影像 ID、运行

时间、成果 ID、备注和说明等．
1. 3 数据设计流程

按照上述的模型管理基本思路，利用插件技术，

遥感探测与评价模型的集成框架可划分为客户端和

服务器端，服务器端以模型集成框架为核心，实现遥

感探测评价模型与本底数据库以及原型系统的集

成、管理和调用． 本文模型调用、执行的工作和数据

流程( 图 3) 可分为 9 个步骤:

图 3 集成框架数据流程

1) 客户端通过插件环境，主程序根据插件信息

加载插件模块，构建或打开模型调用的菜单和调用

界面;

2) 应用调用界面，在元数据库的支持下，用户

可通过数据查询检索模块，选择要输入的影像数据

和其他数据，并设置模型调用的参数等信息;

3) 模型根据选择的数据，在客户端临时目录创

建、开辟模型调用的临时环境，包括输入、计算过程

和输出数据存储的临时目录等;

4) 模型调用本底数据库数据读写组件，将需要

进行模型分析计算的影像数据( 用户根据客户端浏

览选择的数据) ，例如模型运行所需的输入的影像

从影像数据库读取，写入到临时运行环境;

5) 模型集成框架调用模型执行代码 ( 可以是．
net 代码，也可以调用其他语言或环境编写的模型代

码) ，开始模型计算和分析;

6) 模型集成框架通过模型执行过程中输出到

标准输出的反馈信息，将信息反馈给客户端;

7) 模型执行完成后，将生成的专题产品写入到

临时运行环境，根据用户选择，对模型计算结果进行

可视化，调用本底数据库数据读写组件，模型集成框

架负责将生成的专题产品数据写入成果数据库;

8) 根据写入成果数据库的专题产品数据，更新

元数据信息;

9) 将模型生成的专题产品反馈给客户端，调用

集成框架对模型生成的专题产品进行可视化．

2 系统实现

基于以上遥感模型集成管理框架设计思路和集

成框架数据流程设计，本文以 iTelluro( 网图) 作为系

统实现平台，开发了系统实现的集成框架，应用插件

技术，以统一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为基础，实现了模型

运行数据、结果数据的统一存储，实现了遥感探测与

评价模型与示范原型系统的无缝集成． 系统实现了

多源、多尺度数据一体化管理与快速查询，实现了遥

感探测与评价模型的松耦合集成、管理和调用、遥感

示矿信息提取、基于遥感示矿信息的巨型成矿带典

型区重要矿产资源快速评价，并实现了遥感探测与

评价专业模型的过程和结果数据的集成、管理、三维

可视化和查询统计．
系统基于插件技术，构建于本底数据库之上，面

向业务应用，以图 4 加载影像增强模型为例简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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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影像增强插件模块加载实现

统实现功能．
图 4 中的 4 幅图表现了矿产资源与能源遥感评

价模型中的影像增强模型插件从加载到模型运行成

功的整个过程． 系统运行时，集成框架加载了影像增

强插件，它以子菜单的形式作为模型插件与主程序

的交互，所有的遥感探测与评价模型插件都将集成

在菜单条中的遥感模型菜单下． 原型系统框架接口

是基于插件的遥感探测与评价模型和应用主程序进

行通信、交互的主要接口． 通过原型系统框架接口可

以实现模型和系统主程序的功能调用、数据传递和

通信以及事件通知． 各个模块的基础数学运算和分

析功能组件统一使用 Math． NET Numerics 来实现基

础的数学运算和分析，其主要实现的计算功能包括

随机数、概率分布、统计分析、线性代数、特殊函数、
函数插值、线性积分变换等． 图 4a 是基于元数据以

及本底数据库进行数据的查询检索，设置查询条件，

以服务的方式调出影像数据，查询结果可以在基于

本地数据库的三维可视化环境下以空间范围的方式

展示． 图 4b 是选择影像增强模型功能，将存储在本

底数据库的数据打开并将之放入临时目录，以便于

用作模型分析，图 4c 表示选中需要进行影像增强的

数据，并加载影像切片到三维视图中，图 4d 是对之

前选中的影像做增强运算，通过执行影像增强功能，

将生成的成果数据写入到临时运行环境，根据用户

选择，对模型计算结果进行可视化，并将生成的专题

产品数据写入成果数据库以及元数据库．

3 结 论

本文主要研究了基于插件技术的矿产资源与能

源遥感探测与评价模型集成的方法和框架，并基于

此方法研发了矿产资源与能源遥感探测与评价系

统． 基于插件技术的遥感模型集成管理方法一方面

实现了遥感模型的松耦合集成、管理和调用以及快

速评价，可基于该方法实现评价专业模型的集成管

理，以及模型运行过程和结果数据的集成、管理、三
维可视化和查询统计; 另一方面，该方法有利于各个

模型的独立研究、开发和测试，同时保证了各个模型

运行于独立的系统目录或空间中，有效地阻止错误

传播，保证了本地数据库的安全和系统整体运行的

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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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n integration，reusability and expansibility of mineral resource and energy

remote sensing detection and evaluation model，this paper proposes the integra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plug-in
technology． We analyze the advantages of the plug-in technology，and study the integrated technology，data flow
and the integration framework of remote sensing detection and evaluation model，successfully realizing the mineral
resource and energy remote sensing detect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 The feasibility of this method based on plug-in
technique is verified．

Key words: remote sensing model，integration，plug-in technique，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prot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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