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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意义 

我省正处于推进“四个全面”实现“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实现“六个高质量”

发展，加快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的关键时期。“一

带一路”、长三角一体化、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长江经济带

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需要测绘地理信息为区域资源开发利

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发展监测、生态环境保护等提供各种形态

的保障服务。“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与地理信息技术的不断融合，

为地理信息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省经济社会各领域对测绘地理信息服务的需求呈加速发展态

势。同时，随着技术的推动和需求的牵引，三维地理信息产品也在进行着飞速的变革。

一方面，新型三维空间数据产品逐渐具备“大数据”特征，体量大、更新快、种类多，

超出了传统 4D 产品数据模型或三维模型描述范畴，亟待解决海量异构空间数据的统

一描述问题；另一方面，三维地理信息系统建设需要迎合“互联网+”开放生态的要

求，提出具备可操作性的网络服务共享接口规范，打破孤岛式三维地理信息系统的现

状。 

根据《江苏省“标准化+”行动计划（2017－2019）》和《江苏省政府 国家标准

委省部合作三年行动计划》等相关文件要求，从我省三维地理信息服务建设的现状和

需求出发，制定《三维地理信息数据服务规范》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以下意义： 

(1) 填补现有标准规范的空白，指导我省三维地理信息数据服务产品的有序构

建，完善地理信息公共服务，推动全省三维地理信息数据的服务共享。 

(2) 规范全省三维地理信息资源管理，促进三维地理信息资源整合和共建共

享，充分发挥地理信息在政府管理、信息化建设和公众服务中的重要作用，为国民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支撑。 

二、工作概况 

2.1 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江苏省测绘研究所提出，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下达 2019

年度第 1批江苏省地方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苏市监标〔2019〕89号）批准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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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江苏省测绘研究所和泰瑞数创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联合研制。 

2.2 主要工作过程 

2019年 4月，江苏省测绘研究所与泰瑞数创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联合成立了标

准编制工作组，确定标准编制小组成员，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确定了标准的主要制

定原则、制定大纲、人员分工和进度计划等。同时，标准编制小组组织成员认真学习

了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结合标

准制定工作程序的各个环节，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2019年 5月，标准编制小组人员收集了有关国家及省市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国

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查阅了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和经过市场调研，结合实

际工作经验，确定了标准的基本框架。 

2019 年 6 月-8 月，标准编制小组初步确立了标准框架后，编制小组内部多次召

开研讨会，讨论完善框架内容。通过多次会议，初步确立了标准内容包括范围、术语

和定义、缩略语、总则和网络数据请求，并据此完成了标准草案（第一稿）的编写。 

2019年 9月-10月，标准编制小组组织内部专家进行讨论，针对草案提出意见，

标准编制小组汇总意见，逐条落实，修改完善，完成了标准草案（第二稿）的编写。 

2019 年 11 月，标准编制小组初步征求了南京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江苏省

地质测绘院、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爬山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苏省测绘工程院

等单位专家的建议，标准编制小组认真整理和讨论专家意见，汇总整理了专家意见汇

总处理表，并根据专家意见删除了文中未出现的术语与定义，更改了章节网络数据请

求名称为数据服务接口以突出服务主体，增加了参考文献章节、修改了部分文字错误

和完善了相关图表内容，使标准内容更加完善，行文更加流畅、规范。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江苏省地方标准《三维地理信息数据服务规范》（征求意见稿）。 

三、标准制定原则、主要内容和编制依据 

3.1 制定的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工作遵循“科学性、先进性、通用性、开放性、协调性、规范性”

的原则，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

给出的规则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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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学性与先进性 

本标准的编制，以科学理论为依据，采用了有关的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与

当前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中的新技术进行深度融合，可指导数据统一处理、场景统一发

布和资源统一访问，做到了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可靠，适应当前科学技术水平

和今后的发展方向，符合我省的实际情况。 

（2） 通用性和开放性 

本标准的制定对三维地理信息数据服务资源的获取方式进行规范和约定，基于开

放的数据格式，以开放接口形式获取三维数据服务资源，规范全省三维地理信息资源

管理，通用于全省三维地理信息数据的服务共享。 

（3） 规范性与协调性 

本标准按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

的要求进行编写，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 OGC 15-001r4 《3D Portrayal Service 1.0》

和 18-053r2 《3D Tiles Specification 1.0》等国际标准，确保了标准形式和内容

的规范性，以及与相关国家和国际标准相协调。。 

3.2 主要内容 

按照 GB/T 1.1-2009 对标准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将标准共分为 10 个章节编

写，不同章节具体内容安排如下： 

（1） 范围：介绍了该标准规定的内容和应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介绍了标准引用和参考的最新版国内和国际先进标准，

以充分保证本标准条款的可依性和可行性。如：G GB/T 25597-2010  地理信息 万维

网地图服务接口等。 

（3） 术语和定义：根据 GB/T 1.1-2009对术语和定义的起草和表述要求，给出

了三维地理信息服务等术语的定义和英文对应词。 

（4） 缩略语：对 REST 等英文缩略语进行标注，规范缩略语的使用，避免产生

歧义，造成误会。 

（5） 基本规定：提出了建立三维地理信息数据服务应该把握的总体原则，包括

空间参考系、时间参考系和 JSON格式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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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据服务功能：三维地理信息数据服务提供数据目录检索、数据输出、数

据查询功能。 

（7） 数据服务结构：三维地理信息数据服务应采用 REST架构，提供基于 HTTP

协议的应用编程接口，接口包括 GetCapabilities、GetScene、GetFeatureInfo 三种

主要操作。 

（8） 数据服务接口：参照国际标准对于 3DP的接口定义，设计完成了资源描述

接口、场景数据接口和要素查询接口的规则定义 。 

（9） 附录：附录 A提供了三维地理信息数据服务操作返回异常代码表，附录 B

属性表包含不同类型数据特性的元数据，附录 C要素表描述了每个要素的位置和外观

属性，用于瓦片渲染，附录 D描述了三维表面模型和点云瓦片格式定义。 

（10） 参考文献：标准编制过程中主要参考的相关标准。 

3.3 编制依据 

本标准参考和引用了以下标准： 

GB/T 25597-2010 地理信息 万维网地图服务接口 

GB/T 35628-2017 实景地图数据产品 

CH/T 8023-2011 机载激光雷达数据处理技术规范 

CH/T 9015-2012 三维地理信息模型数据产品规范 

DB32/T 3412-2018 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公开版电子地图处理规程 

ISO/IEC 9075:2016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Database languages – SQL 

OGC 18-053r2 3D Tiles Specification 1.0 

四、主要技术问题说明 

4.1 名词术语 

（1）为了描述三维地理信息数据模型的可视机制，标准中增加了包围体等名词

的定义。 

3.4 

包围体 bounding volume 

三维地理信息数据缓存单元的边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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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准中定义了与三维地理信息数据模型相关的概念，包括地物瓦片集、三

维地理信息场景等。 

3.5 

地物瓦片集  feature tileset 

存储三维地理信息模型及地上各建（构）筑物地理信息内部模型的瓦片集。 

3.13 

三维地理信息场景 three-dimensional scene 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三维地理信息模型及地上各建（构）筑物地理信息内部模型的集合。 

4.2 基本规定 

为了保证三维地理信息数据显示在正确的位置上，本标准规定了三维地理信息数

据模型采用的坐标系、高程基准和时间参考系。规范基于 3DTiles 瓦片 JSON 结构所

定义的自适应细节层次树数据组织结构，重点进行了基准调整，将其中各类包围体对

于 WGS84 空间参考的硬性定义，变更为 CGCS2000 空间参考相关参数，以响应《国土

资源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关于加快使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的通知》和《自然资

源部关于停止提供 1954 年北京坐标系和 1980西安坐标系基础测绘成果的公告》对于

我国测绘成果及地理信息系统的统一空间参考要求，高程基准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

准，日期采用公历纪元，时间采用北京时间。 

4.3 数据服务结构 

三维地理信息数据服务应采用 REST架构，提供基于 HTTP协议的应用编程接口，

接口涵盖针对三维地理信息数据服务的三种主要操作，包括 GetCapabilities（获取

场景元数据）、GetScene（获取场景数据）、GetFeatureInfo（获取要素信息）操作。

客户端应向服务发出 GetCapabilities 请求，可检索得到三维地理信息场景数据目录

的最新列表。客户端通过执行一个或多个 GetScene 请求，可得到输出的三维地理信

息场景数据瓦片集信息。通过 GetFeatureInfo 操作，可查询得到三维数据的要素信

息，具体取决于服务功能和客户端可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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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Capabilities

request="GetCapabilities"

GetScene

request="GetScene"

GetFeatureInfoByGeometry

request="GetFeatureInfoByGeometry"

GetFeatureInfoByAttribute

request="GetFeatureInfoByAttribute"

GetFeatureInfo

GetFeatureInfoByGeometryAndAttribute

request="GetFeatureInfoByGeometryAndAttribute"

图 1 三维地理信息数据服务 UML类图 

4.4 数据服务接口 

4.4.1 GetCapabilities 操作（获取场景元数据） 

通过 GetCapabilities 操作获取三维地理信息数据场景元数据信息，包括场景名

称、参考坐标系、版本、上传者、时间以及场景数据图层元数据信息等。 

4.4.2 GetScene操作（获取场景数据） 

通过 GetScene 操作获取三维地理信息场景瓦片集数据信息，包括地物瓦片集、

地形瓦片集、实景瓦片集和影像瓦片集的信息。 

 地物瓦片集由地物瓦片集属性、元数据、包围盒、要素属性及瓦片属性、元数据

组成。 

 地形瓦片集文件结构采用全球 XYZ地图切片策略，按级别+行号+列号的顺序结构

依次存储地形生成文件，符合 DB32/T 3412-2018对于地图瓦片生产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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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瓦片金字塔各级分块的坐标原点从西经 180度，北纬 90度开始，向东向南行

列递增，X为列号，Y为行号，从 0起算；地形瓦片金字塔网格是一个有 2*Z行和

2*Z列的矩形，其中 Z是缩放级别，从 0起算；每一幅地图瓦片按照不规则三角

网的方式组织。地形瓦片剖分策略图如图 2 所示。 

 
图 2 地形瓦片剖分策略示意图 

 实景瓦片集包括实景元数据和影像瓦片数据两部分。 

实景影像瓦片按照球面投影策略实现 360度视野覆盖。为顾及网络环境下的超大

图片加载效率，使用分级分块剖分策略。以三级分块剖分策略为例，将 8192*4096分

辨率的原始影像按照 16 行 8 列剖分为 128 副 512*512 影像，形成精细层；再将

4096*2048分辨的压缩后原始影像按照 8行 4列分为 32副 512*512影像，形成次精细

层；最后将原始影像压缩为 512*512分辨率，形成概略层。上述策略如图 3所示。 

 

 

 

 

图 3 实景影像可视策略示意图 

 影像瓦片符合 DB32/T 3412-2018对于地图瓦片生产的技术要求。影像数据的细节

层次模型参考 WMTS 的分级分块结构。 

4.4.3 GetFeatureInfo 操作（获取要素信息） 

获取三维地理信息数据的要素信息，三维地理信息数据支持空间查询、属性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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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组合查询三种查询方式。其中空间查询包括三维空间查询和三维邻近查询。三维空

间查询主要提供 CONTAIN、INTERSECT和 WITHIN、IDENTICAL、DISJOINT 等查询方式，

查询三维地理信息数据之间的空间关系。三维邻近查询提供 KNN邻近查询三维地理信

息数据的最邻近数据的功能，查询结果返回结果数据的属性集。属性查询根据关键词

和满足国际标准 ISO/IEC 9075:2016SQL 条件规则的查询条件进行请求，查询结果返

回结果总数和结果数据的属性集。组合查询根据属性查询&空间查询条件组合进行请

求，查询结果返回结果总数和结果数据的属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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