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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美国国家空域系统变革和新一代航空运输体系应用以及欧洲“同一天空”计划实施中

综合集成和技术合作的背景，以及中国十三五“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建设的背景，以 MH370 航迹
跟踪 / 区域搜索为例，讨论卫星通信、社交网络、测量大数据支持下地理网络空间组成关系的新特
—由卫星通信支持
征及其发生的变化。 研究发现：二十年来，地理网络空间已经具有若干新特征——
的海陆空天大网络异构特征、由社交网络支持的信息交互跨域特征、由测量大数据支持的时空一
体化特征，较初期的地理网络空间发生了超大规模的变化、广泛跨域的变化、时空紧密结合的变
化。 其中，海陆空天异构网络在空间规模无限放大的同时又体现出多层次特征、新要素加入特征、
互联 - 分散特征；信息交互过程中呈现出显著的跨国家 / 跨部门 / 跨人群的跨域特征，其在不同
社会因素及应用动机作用下形成了核节点层级结构；测量大数据基础上的时间 - 空间一体化特征
既表现在初始状态下相对位置的估计，也表现在不同飞行状态（自动巡航与操作）航向、航速变化
的识别，还表现在全球漂流的时空推导。 这项研究旨在通过海陆空天异构大网络、信息跨域交互、
时空一体化对 MH370 航迹跟踪 / 区域搜索的特殊作用，揭示地理网络空间组成关系的新变化及其
机制，为国家空域系统信息集成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地理网络空间；海陆空天大网络；信息跨域交互；时空一体化；MH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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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美国国家空域系统（NAS4.0）变革和新一代航空运输体系（NextGen）应用以及欧洲“
同一
[1]
天空”计划（SESAR）实施，展现出信息基础设施综合集成正在形成 ，进而体现出其异构网络
跨域时空一体化的本质特征。 在此过程中多国家多部门多领域多技术合作成为主流[2]。 2015
年 7 月美国联邦航空局（FAA）和通用航空公司（GA）共同制定了基于大数据应用的空中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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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解决方案，9 月 FAA 与加拿大运输部（TCCA）和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签订了消除航空
信息割裂的协议，11 月 FAA 还与中东地区政府部门磋商共建飞行趋势数据库。 未来各国有
望依据天地网络共享空中交通数据实现空域资源的充分利用。 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
100 个重大工程及项目中第 9 项即“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旨在将卫星节点等组成的天基
网络融入并支持由地面站网络和互联网组成的地面网络服务。 以上这些国家和跨国的信息
网络工程均具有超大时空尺度属性、全覆盖天地 / 海陆空属性和网络协同属性，使实时数据
传输在天地多维空间交互操作，将给国家空域系统变革、空中交通管理以及航空应急通信带
来新机遇。在此背景下分析地理网络空间（Geocyberspace）组成关系的新特征及其所发生的
变化：向更大范围的海陆空天异构网络转变、向更加多元化的跨天地 / 跨国家 / 跨部门 / 跨
人群信息交互转变、向更紧密结合的时间 - 空间一体化转变，有助于信息通信地理学发展及
其与空域科学结合促进国家空域系统建设[3]。

1

问题提出与研究案例

1.1 问题提出
地理网络空间是信息社会背景下表现出来的新空间[4]，是基于 ICTs 技术对信息流系统
整合而形成的[5]，具体可定义为
“
地理距离下的现实空间”与“计算机网络下的虚拟空间（数字
空间）”融合后衍生出的一种全新的空间表现形态，在这种空间中可以实现瞬时全球范围内的
信息有效流动并消除距离障碍[6-7]。自 1997 年由原国际地理联合会（IGU）通信网络与电信地理
委员会主席 H·Bakis 提出以来，地理网络空间一直处于一种快速交织融合增长的状态。 其强
调了在全球网络基础上地理学空间的新形式。 各国学者深入研究后逐步总结了地理网络空间
存在的一系列特征：建立于计算机网络基础之上地理网络空间向流动性发展[5]；地理空间的时
间控制成为全球化的一个独立条件并使多种功能出现新的协调，产生了时间对空间的替代作
用[3]；信息传输的同步性及时空数据大量出现导致对瞬时空间的强化，跨越遥远距离的高速传
输使人们能即时联系全球任何地点[8]。 基于以上流特征、替代特征、瞬时特征还延伸出若干半
虚拟半现实的研究内容与方法[9]。现在来看，尽管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从消费成本和使用效
果等方面[10]证实流空间范围内的区域在真实时间和遥远距离间发生了紧密相互作用，但却少
有实证研究较系统地总结二十年间这种空间在应用中所呈现出的新特征以及发生的深刻变
化[11]。 基于此，本文以 MH370 航迹跟踪 / 区域搜索为例对地理网络空间组成关系进行研究。
1.2 研究案例
2014 年 3 月 7 日 16:42 马航 MH370 航班（波音 777-200ER 注册号 9M-MRO）从吉隆坡前
往北京，在马来西亚和越南空域过渡期间与空中交通管制（ATC）失去联系，2014 年 3 月 8 日
7:24 和当日下午 14:00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和马来西亚政府分别发布 MH370 航班失联声明，
为了确定 MH370 飞行航迹和坠机地点， 各国雷达通信系统共享 ATC 数据和军用数据以及广
播式自动相关监测（ADS-B）数据，紧密跟进答复 MH370 失联最后地点。 3 月 16 日至 24 日国
际海事卫星组织（IMSO-Inmarsat）通过几组不同时间传送的 PING 码分析，以及雷达、机载油
量等大数据分析，以 Inmarsat-3F1 卫星为中心确定了 MH370 航班南印度洋飞行轨迹。 3 月
24 日澳大利亚国防科技集团（DST）应用 IMSO 数据估计了 MH370 可能的最终位置，6 月 26 日
确定珀斯西南方水下搜寻区域，并由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ATSB）通过其官网发布了航迹跟
踪 / 区域搜索调查结果报告（2014 年 8 月）[12]和更新报告（2014 年 10 月和 2015 年 12 月）[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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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航MH370 航迹跟踪 / 区域搜索案例影响广大、资料翔实、透明度高，较适用于地理网络空
间组成关系以及变化的分析。

2

基于卫星通信应用的海陆空天大网络异构特征

2.1 卫星通信应用
2.1.1“握手”信息
国际海事卫星成员之一的地球同步卫星（Earth-synchronous-satellite）多终端通信
对于 MH370 航迹跟踪 / 区域搜索的重要作用，是通过印度洋区域海事卫星 Inmarsat-3F1 与
西澳大利亚珀斯海事卫星地面站建立的由地面站对飞机的“握手”信息（PING 信号通信日
志）体现的[15]。 17:21:13 飞机从 ATC 雷达屏幕消失后，最后一次雷达回波记录是在 18:22:
12，此后唯一可用的是卫星和飞机间的“
握手”信息。七次“握手”信息[13]中第一次和第七次由
飞机发出（登录请求，UTC18:25:27 和 00:19:29），其余五次由地面站发出（登录询问，UTC19:
41:00、20:41:02、21:41:24、22:41:19 和 00:10:58），并在 UTC18:39:52 和 23:13:58 有两次
地面至飞机的无回应通讯（也支持了飞机航迹预测），直至 UTC01:15:56“握手”失败（登录询
问）。 地面站自动启动的
“握手”信息尽管没有明确包含飞机终端位置，然而因包含了可加工
处理以产生估计飞机飞行路径和最终位置的相关时间和频率元数据信息， 能确认飞机存在
于卫星通信（SATCOM）网络，支持了运用印度洋南部弧线定位澳大利亚搜救区域的快速分析。
00:19:29 卫星通信信息与 18:22:12 最后雷达检测信息相同， 均是估计 MH370 巡航时序位
置变化和实时运动路径的关键信息。 00:19:29 收到最后一次飞机 SATCOM 传输，按照其时序
认定此登录请求可对应燃料耗尽和辅助动力设备激活。以最后 PING 信息来说明飞机位置的
概率密度函数（PDF）并进行测试，输出了概率密度分布区并转换为搜索区域。 基于此确定了
从太空、空中、海上的可视化搜寻转为“拖曳声波定位仪”水下 / 海底探测搜索。
2.1.2 BTO 信息
通过卫星信息从地面站到飞机的往返传播延迟（持续时隙）以及卫星数据处理单元的等
待时间可进一步准确说明某一时刻飞机相对于卫星的位置和速度。 国际海事卫星的航空通
信系统基于传播延迟为卫星和飞机通信分配时隙，这种由 BTO（脉冲定时偏移）表示的通信
脉冲串的预期到达时间（往返信息延迟）与实际到达时间的差值具有重要的指示功能：依据
通信日志数据的统计处理，由每次“握手”的 BTO 信息生成飞机飞行路径和最终位置的元数
据，估计地面站到卫星再到飞机往返所需要的时间，进而由相应时间计算卫星和飞机间的距
离，最终确定 MH370 不同时刻的飞行状态和所对应的位置环[14]。用 BTO 信息指示的 PDF 不仅
显示了最可能的飞行路线（18:28—19:41 飞机以某种方式操作飞行，19:41 之后 BTO 数据与
直线水平飞行一致），而且显示了每个时间片上的飞行角度（18:28 之前转幅很小，18:28—
18:39 有一次明显转向，之后没有真正的转向）。 18:39 BTO 信息表明此时飞机往南飞，由此
证实了飞机在下降时段的运动假设并调整搜索区域。
2.2 海陆空天大网络的异构特征
由上可见， 针对空中交通事故信息共享与加工目标而形成的海陆空天大网络由人力和
技术共同支持， 又依据实时信息传输在各组成成员间建立起基础网络、 功能网络和业务网
络。 在天基 - 陆基网络和机场终端区网络共同作用下空域系统及相关陆域系统相互重叠表
现出复杂的网络异构性特征，具体又包括多层次和新要素加入以及互联 - 分散三方面。①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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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层由空域 ATC 和技术系统组
成基础网络，形成信息能力；中
观层由飞行器可航空间与管制
空间的点（飞行塔台导航、位置
报告点）、线（飞行航路及飞行
程序）、区（雷达监测区、管制
区）等组成功能网络；微观层由
机载电子设备与地面数据交换
融合空中通信系统等组成终端
业务网络。 ②数据通信作为新
要素加入到
“所需性能导航”技
术中， 以精准确定飞行器飞行

Fig.1 Abstract relationships of heterogeneous features of land, sea,

轨迹（经度、纬度、高度、速度和

sky and space

图1

海陆空天大网络异构特征抽象关系概式

角度），引发地面系统利用通信、导航和监控手段进行空中交通事故管理变革，飞行器位置信
息（含时间）、附加信息（航向、空速、航迹角、航路等），均由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惯性导航系统
以及机载传感器等得到。③在天基 - 陆基网络和机场终端区网络数据通信支持下，分散的机
场、航路、飞行器在可航空域内组成互联的航路网络。 图 1 概括了面对空中交通事故应用物
理资源和物理功能体现的海陆空天大网络异构特征[16]。

3

基于社交网络应用的信息交互跨域特征

3.1 社交网络应用
社交网络（SNS）平台支持下形成的 MH370 众包互动构成了一种全新的信息交互形式。通
过微博数据整理的 SNS 参与者中[17]，①政府利用新媒体或在官方网站设专题网页发布搜救
信息，如新浪微博注册“
马航事件中国政府联合工作平台”；②数据与网络公司向网民提供卫
星地图与信息分析成果，美国 DigitalGlobe 公司将事故海域分辨率优于 1 米的最新卫星影
像实时上传 Tomnod 众包平台，通过分割网格和编号标记以汇总用户判读信息并即时更新图
像，引导数万人注册参与。中国百度公司与禾讯科技携手在百度众测平台发布事故海域卫星
图片，数天内吸引 25 万人标记 100 余万张。③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信息交互，两年内有 130 多
家纸媒发布千余篇报道，人民网发布近万篇报道，数十家认证媒体在新浪微博发布数量巨大
的图片微博、视 / 音频微博和短链接微博。④航空公司发布消息并依据信息交互实施应急公
关，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发布 MH370 与苏邦 ATC 失联声明后，遂将重心转向与失联家属的 SNS
交互。 ⑤个人用户组成的“马航 MH370 家属委员会”3 月 22 日在新浪微博注册“马航家属平
台”账号，将微博视为关注 MH370 消息、参与搜索及会商交流的开放 SNS 社区。⑥飞机制造商
（波音公司）使用专有数据模拟事故飞行燃油消耗和行驶时间，并在 SNS 平台公开发布通过
马赫指数模型和成本指数模型计算的飞机动态变化测试结果。
3.2 信息交互的跨域特征
3.2.1 ATAM 对信息交互的需求
一直以来，空中交通事故管理（ATAM）研究与实践中较为关注信息交流并将其作为评价事故
处理水平的关键因素。 从航空安全领域可将其追溯到 1990 年代初美国华盛顿州交通部（WS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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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飞行监控[18]。 但十余年后在 ATAM 信息交流方面仍存在诸多严重问题[19]。 如Vollehove 等依据
荷兰史基浦机场火灾、 史基浦机场附近土耳其波音飞机坠毁等事件揭示出跨部门信息交流
对救灾效率的阻碍[20]，并建议以更协同的信息传送、共享和部门参与来改善应急计划。 虽然
已有越来越多的组织使用网络信息支持大规模空中交通信息交流， 但是正如 Lee 等所指出
的，与以往的信息系统成功创造的利益和环境不同，ATAM 部门间成功案例很少[21]。 在 ATAM
信息交互实践方面，早在 2004 年欧盟委员会（EC）就已决定创建一个泛欧洲电子互操作框
架，向政府、企业和公民提供信息服务，改变 ATAM 信息碎片化的问题。为提高应急合作，开放
的地理空间信息联盟（OGC）[22]改进了欧洲交通事故风险管理的空间数据互操作系统，EC 结
构化信息标准促进组织（OASIS）还开发了一个信息技术框架，为交通事故终端用户提供信息
交流服务，EC 监视与信息中心（MIC）正努力实现多边信息共享和跨国管理，EC 在新的安全法
律（2010 年）中还规定以交通管理平台协调即时通信和信息交互，实施公共服务地图计划
（PDOK）以提供地理信息服务[23]。 但是，依据欧洲交通安全管理白皮书的评判，现有欧洲信息
碎片化仍然限制着欧洲交通信息交互的实现。
3.2.2 信息交互及社会因素影响与核节点层级结构
SNS 使不同国家、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不同人群参与者在同一平台上交互 MH370 相关
信息成为可能，形成基于国界的集中性微博信息交互和跨国家的分散性微博信息交互[24]。以
事件第一周新浪微博平台 13 篇媒体声明下的 2 万条微博评论用户有效地理位置（依据用户
地点和官方认证以及个人资料的定位[25]）信息统计，涉及 29 个国家和地区，既有国家交通运
输部（海上搜救中心）和海空军及第三方空难调查处间的跨国家信息交互，也有科学院、卫星
测控中心、空客防务与空间公司、Inmarsat 海事卫星公司、DigitalGlobe 卫星公司、波音公
司、中远集团间的跨部门信息交互，还有失联家属、意见领袖、自媒体从业者、航空爱好者间
的跨人群信息交互。
以 MH370 样本事件关键字为搜索条件统计微博关注量 / 转发量和查对帖子内容可见，
各类型参与者受社会因素影响使其信息交互具有不同动机并产生多样化信息交互行为[26]。
由 Wang X[27]对 2014 年 3 月 24 日至 4 月 6 日 203 名 MH370 事件 SNS 参与者进行的 SDT（社
会自决定）分析可见，社会因素（社会影响力和社会信任度）以及动机（受控动机和自主动机）
- 行为（浏览、转发、评论、分享）的多样化是 SNS 网络空间信息跨域交互的基础。 其采用自引
2
导重采样方法确定路径显著性，在确认其收敛有效后建立区分效度，使用 R（
模型拟合指数）
和路径系数 p （显著性水
平） 得出社会因素决定的
动 机 - 行 为 评 估 值 （图
2）。
针对 SNS 关注量和信

息内容以及信息来源对各
类型参与者信息交互的形
态分析又可见其核节点层
级 结 构 。 基 于 Yao C 和

Fig.2 Social factors determining motivation-behavior model and

He G[28]对新浪微博平台第
一 次 发 布 MH370 信 息 的

资料来源：转引自参考文献[20].

图2

社会因素决定的动机 - 行为模型及区分效度评估
distinguishing 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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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位代表性用户的研究可见，信息跨域交互存在于国家媒体、航空行业媒体、地方媒体、新
媒体（新浪）、航空爱好者、航空人员、警察局与其他参与者之间，其应用社会网络的“核心 边缘”分析方法，基于距离建立的内聚力指数和 K- 核心测量结果表明，跨域交互呈现强凝聚
力和结构松散特征，子群聚合度较小且分布均匀，网络节点间关系一致且呈现出核节点层级
结构，具有较大度数的核节点为国家媒体、航空行业媒体和自媒体从业个人。

4

基于测量大数据应用的时空一体化特征

4.1 测量大数据应用
4.1.1 航班雷达和 ACARS 测量大数据
航班雷达和 ACARS（机载飞机通信寻址和报告系统，通过卫星链给地面站报告实时飞机
位置）两个数据源在时间上紧密衔接，为初始状态下实时转向点相对位置的估计奠定了数据
基础。 ①雷达测量大数据（16:42:27—18:01:49 每隔 10 秒的飞机经纬度和高度，以及速度
和方向测量） 定义了直到 18:22:12 的飞机空间分布， 依据雷达测量大数据确定了飞机在
17:24 急剧转向，这一转向成为飞机航迹估计的重要组成部分：飞机越过马来西亚后在 17:
53 转向西北。 ②由雷达测量大数据显示出 18:02 前飞机处于低空飞行，在 18:02—18:22 飞
机减速但没有转向， 由此确定 18:39 转向之前向北飞行较远距离， 并生成了延伸的搜索区
域。 ③提供飞机与地面通信的 ACARS 测量大数据（17:07:29 为最后报告时间）包括位置、速
度、加速度、航向等变量，直到飞机失联前均可测得，运用 ACARS 测量大数据能证明飞机航迹
的几次大转向。可见，全状态时间 - 空间测量大数据[29]表示的状态向量支持了被测物体的距
离和方位角估测，纠正了对第一次转向时速度估计的偏差，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实时转向点相
对位置的估计。
4.1.2 OU 综合过程测量大数据
基于飞行速度和方向生成位置的 OU（Ornstein-Uhlenbeck）综合过程测量大数据可以模
拟飞机自动巡航和飞机操作两种飞行状态[30-31]，即判定飞机是受操纵的或不是受操纵的[32]。
OU 状态向量包括经纬度、加速度、瞬时加速度、控制角、瞬时控制角、高度（>1000 英尺）、平均
操纵时间、自动驾驶仪控制角等。 鉴于 MH370 在雷达捕捉失败后至少转向一次，因此需要在
三维空间进行模拟以给出运行速度的连续时间分析。 应用 OU 过程测量大数据分割轨迹[33-34]，
其关键是对重要时间点的预测（样本时间数据在 60 和 300 秒之间），与时间数据相关的飞行
状态（00:11—00:19 间燃油耗尽和 00:19 以后的飞机下降运动）[14]可以通过三个参数来描
述：操作开始时间，操作速度以及操作持续时间。 应用半径为 15 海里偏差为 30 海里的测量
大数据，显示了不同置信水平下的指示性搜索边界，形成了 MH370 时间 - 空间顺序定位的最
终位置概率密度函数图，确定了指示性搜索区域。
4.1.3 全球漂流测量大数据
针对 2015 年 7 月 29 日（事故发生 508 天后）在留尼汪岛发现的一个被冲上岸的 MH370
襟副翼，DST 又应用全球漂流测量大数据描述了其单个漂流物碎片随时间的移动及到达时
间并推导出最终飞机位置的概率密度函数[35-36]。 在这个过程中，定义 2014 年 3 月 8 日漂流
物位置为 x，2015 年 7 月 29 日漂流物位置为 y， 通过每年相关时间段内经过每个区域的全
部无浮标漂流测量大数据合成轨迹[37]，计算出热点区域概率分布为 p(y|xfinal)。 其显示漂移
轨迹向西移动并用大约 500 天时间到达留尼汪岛附近， 从而解释了留尼汪岛漂流物分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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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空间运动的变化。
4.2 时空一体化特征
近年来，时空测量大数据集的开发及测量大数据实时空间传输研究已成为精准 ATAM 的
一个重要领域，为基于时间的空间分析提供了新途径[38-39]。 如 Hurter 等[40]提出动态图表方
法实现了实时飞行轨迹的可视化，Kristensson 等[41]提出时空立方体概念并组构了三维表
示概式，Willems 等[42]提出密度地图概念并在常规网点运动实时分析中用于飞行器运行估
计，Hurter 等[43]提出从飞行轨迹中提取时间参数的方法推进了时段分析精度。以上研究，依
据与飞机位置相关的测量大数据创新了时间地理地图技术， 得到最有可能的飞机飞行路径
轨迹子集以及覆盖飞机所有可能路径的结束点集[44]，为时间 - 空间交通运动状态测量查证
提供了重要工具。基于时间序列测量大数据构建空间状态（位置、高度、速度和航向及飞机运
动相关特性）概率模型，解决了 MH370 航迹跟踪 / 区域搜索相关问题，充分显现出地理网络
空间时空一体化的特质。 既包括使用航班雷达和 ACARS 测量大数据估计初始状态下实时转
向点相对位置、使用 OU 综合过程测量大数据模拟两种飞行状态随时间的改变，也包括使用
全球漂流测量大数据推导襟副翼位置。

5

结论

卫星通信应用及卫星信息获取、汇聚和传输，构建起从太空、空中、地面 / 水面到水下的
海陆空天异构大网络，基于“
握手”信息和 BTO 信息指示了飞机运动与位置 / 速度的关系，支
持了飞机飞行航迹与最终位置的计算， 其网络内部又体现出多层次和新要素加入以及互联
- 分散等特质，在地理网络空间上共同协调实时数据通信与人力、资源、技术的应用。
SNS 作为信息交互的新形式促发了跨域特征的形成，4 大洲 26 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型
微博参与者在共同的信息传播平台及时沟通， 验证了信息交互中地理空间与网络空间进一
步融合的大趋势， 在多元化社会因素和参与动机支持下的信息交互过程呈现出跨国家 / 跨
部门 / 跨人群的跨域行为特征，也呈现出核节点层级结构的特征。
测量大数据评估了可能的空间 - 时间操作参数， 体现了地理网络空间时空一体化的本
质以及新的动态性和动态形式，验证了时空观念、时空构成以及时空影响所发生的变化。 既
表现在初始状态下转向点相对位置的估计、 也表现在依据导航程序对不同时间段飞行器飞
行状态（自动巡航与操作）实时变化的模拟，还表现在全球漂流的时空推导。信息传输障碍和
意外中断主要是通过时间对空间的替代作用克服的， 以往空域管理中鲜见明显效果的解决
方案与时空替代机制缺陷有关。
地理网络空间三个新特征一同表达了地理网络空间“现实对象”发生的深刻变化，其关
注点不同并且侧重表达的内涵不同，分别表述了无形和无限的空间规模、基于空间位置的空
间（领域）交互、精准测量数据应用基础上的空间与时间紧密结合。
此次 MH370 航迹跟踪 / 区域搜索是人类第一次海陆空天超大规模跨域信息交互及时空
一体化联合集成行为，在地理网络空间上形成了一种利用信息基础设施及其即时通信功能，
实现卫星、雷达、互联网、自媒体等分散空间信息的实时集聚与共享操作，从中可以透视出地
理网络空间组成关系的新变化：更大规模、更广泛跨域和更紧密时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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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national airspace system transform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xt generation air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the
European integrat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ingle sky" plan and the
background of technical cooperation, as well as the background of the 13th
Five Year's space-ground integration information network, taking the MH370
track tracking/area searching as exampl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new features and changes of the
geocyberspace relationship under the support of measure big data. Than it
found that in two decades, the geocyberspace already had several new
features—the sea, land, air and space of the large network heterogeneous
characteristics by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cross
domain feature by the social networks, spatio-temporal integration by measure
big data, In the early geocyberspace, there is a very large scale change, a
complete cross-domain change, the change of time and space closely combined.
Among them, the network of sea, land, air and space is infinitely magnified in
the space scale while simultaneously showing the multi-layered features, the
addition of new element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connectedness and
dispersion, In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the cross-domain
characteristics of a significant cross-country/cross-sectoral/cross-population
are presented, and a nuclear node hierarchy is formed under different social
factors and application motivations. Measure big data applications based on
the spatio-temporal integration features of turning point in the initial state
real-time estimates of the relative position, the simulation of aircraft
location, heading, speed and real-time variation of aircraft during flight
status
(automatic cruise and operation) is also presented in the
spatio-temporal derivation of global drifting. This study aims to the large
network of sea, land, air and space,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and
spatio-temporal integration to search the special function of track
tracking/area searching, revea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cyberspace of new
change and its mechanism, for the national airspace system provides the theory
basis for technical integration and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Key words: geocyberspace; sea, land, air and space;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spatio-temporal integration; MH3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