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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测绘学到 Geo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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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测绘学包括其主要子学科的发展 ,讨论了 Geomatics的基本学科如 GIS、 RS、 GPS的应用与基

本理论。通过相应比较得出结论 ,测绘学在信息时代的发展就是 Geoma tics。讨论了一些有关测绘学科的新名

称。 从学科所应具备的知识角度出发 ,认为“空间信息学 ( Spa tical Info rma tics)”或“空间信息工程 ( Spa tial In-

formation Eng ineering)”能够体现测绘学未来发展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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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上对信息要求的

变化 ,测绘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自 20世纪 80年

代起 ,世界上许多国家本来叫做“测绘”或类似名

称的单位或大学里的学科纷纷改名称为“ Geo-

ma tics”或其他类似的名称如“ Geog raphical In-

forma tics”之类。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奥地利、荷

兰等国的有关大学或学院都有这些例子。在 1993

年 ,加拿大国家自然资源部把本来叫做“测绘及遥

感局 ( Surv eying Mapping and Remo te Sensing

Section”的单位改称为“ Geomatics Canada”。加拿

大测绘研究所的期刊 ( CISM Journal )也改为“ Ge-

omatika” ,并在沿用旧名称的最后一期上发表了

他们对 Geoma tics的定义: “ Geomatics是一门科

学技术 ,它用一种系统方法 ,综合所有的手段 ,在

生产和管理基于空间信息的部分过程中 ,用以获

取和管理空间参考数据 ( spatially referenced

data )。”

在以下几节内 ,我作为一个测量工作者想谈

一谈对测绘学科到 Geomatics演变的一些个人认

识 ,并讨论一些有关测绘学科的新名称问题。

1　关于“ Geomatics”学科

关于 Geoma tics这个字的来源 ,我取自参考

文献 [1]为: “ Geomatics这个名词是在 20世纪 60

年代末期由法国提出的。其后第一个用这个名词

于科学工作的为法国科学家 Bernart Dubuisson,

他是大地测量和摄影测量专家。 这个名词自从第

一次引用以后 ,它的涵义便逐渐地发展 ,以适用于

变化着的科学技术的现实。”现在 ,当某一位科学

家遇到这样一种生字如 Geoma tics时 ,他很自然

地理解这一定是一个新创的字 ,由两个字根“ geo”

和“ma tics”组成。对于字根“ geo”一般理解为“ ge-

og raphic”的缩写 ,或者即作为“ geo-”的希腊字形

式 ,译为地学 ,用于组合字的前字根。 但也有一些

大地测量工作者把这个字根理解为 Geodetic的

缩写。 至于字根“ matics”则在此处多数人理解为

Info rmatics的缩写 ,但也有少数人理解为“ Auto-

ma tics”的缩写。实际上 , Geoma tics这个字并不一

定是组合两个字根的新词 ,人们对这个字的原始

意义的了解是变化的和比较模糊的。当前 ,人们对

Geoma tics这个字最普遍的理解乃是 Geo+ mat-

ics= Geog raphic(或 geo-) Info rmatics,而用以作

为一门新学科名称的 Geoma tics,一般都认为是

包括以下的几门子学科或技术 ,即地理信息系统

( GIS)、遥感 ( RS)、全球定位系统 ( GPS)、大地测

量、摄影测量、地图制图、虚拟现实、计算机视觉

等。在上述这些子学科中 , GIS、 RS、 GPS被认为

是其中最基本的子学科。把这 3门子学科综合使

用在中国已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一般简称为

“ 3S”计划。现在把这 3门子学科的性质和发展分

别加以最简单的叙述。

地理信息系统 ( GIS)以空间信息科学为理论

基础 ,用以对各种空间信息特别是人类赖以生存

的地理信息 ,进行存储、管理和分析。当前 GIS技

术发展很快。对它的研究工作 ,除去一般仍在研究

其最佳的数据模型和数据结构以外 ,进一步在研

究如何对空间信息由一般例常用的 2维或 2. 5维

表示方法扩展到包括时间因素的 3维或 4维 ;研

究建立全自动数据采集系统和因特网地理信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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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 Inter net GIS)或称万维网地理信息系统

(W eb-GIS)等。利用后者可在因特网上寻找所需

要的各种地理空间信息 ,包括数据、图形和图像

等 ,且可以进行地理空间分析。 这种 GIS的发展

和完善将会成为今后各行业发展和进步的有力技

术手段。

遥感技术 ( RS)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它的多传

感器、多光谱和多时相特性上。当前所可能收到的

辐射电磁波几乎可以全面覆盖大气窗口可以通过

的所有部分 ,包括可见光、红外到微波。通过用双

天线系统或重复轨道的办法 ,可以由相位和振幅

的观测值实现干涉雷达测量 ( IN SAR)和进一步

的差分干涉雷达测量 ( D-IN SAR) ,以便研究地表

面的水平和垂直位移以及地表土地覆盖颗粒的精

细程度。遥感的高分辨率特点体现在空间分辨率、

光谱分辨率以及温度分辨率等方面。线阵 CCD成

像扫描仪的空间分辨率可以达到 1～ 2 m ,而成像

光谱仪的光谱细分可以达到 5～ 6 nm的水平。热

红外辐射计的温度分辨率可以从 0. 5 K提高到

0. 3 K乃至 0. 1 K。遥感的多时相特征可以通过

传感器的多角倾斜、多个小卫星和地球静止卫星

及其它方法加以改善。

全球定位系统 ( GPS)在空间定位和导航技术

方面有很有效的应用。当前 ,这种方法的应用已扩

展到由陆地到海洋、由静态到动态、由事后处理到

实时或准实时处理。对不同的精度要求 ,使用不同

的测算方法。为了独立地测定卫星的轨道参数 ,各

国发展了广域差分 GPS技术 (W ADGPS)。 广域

差分 GPS系统的观测是通过设在已知坐标点的

一个主站和几个副站对共同的卫星进行同步观

测 ,从而独立地求出 GPS观测值中的卫星星历误

差改正、卫星时钟差改正及电离层时间延迟改正。

2　测绘学的发展

国际测绘协会 ( IU SM )在 1990年发布的测

绘学新的定义为: “测绘是采集、量测、处理、分析、

解译、描述、分发、利用和评价与地理和空间分布

有关的数据的一门科学、工艺、技术和经济实体。”

把这里对测绘学的定义同这篇报告第一段内对

Geomatics的定义相比照 ,可知这两个学科的实

质基本上是相同的。当然 ,这两个学科在范围和各

种细节上的差别是很大的 ,但这种差别只是由于

它们各自处在不同时代 ,具有很不相同的科技发

展水平及不同的社会信息需要。所以可以说 ,测绘

学在信息社会时代的发展就是“ Geomatics”。这种

观点将在下面较为详细地加以说明。

测绘学科包括 3个主要的组成部分或者叫做

子学科 ,即地图制图、摄影测量与大地测量。把这

3个子学科与“ Geomatics”的 3个子学科—— 地

理信息系统 ( GIS)、遥感 ( RS)与全球定位系统

( GPS)相应地对比 ,可以看出后者就是前者的发

展 ,或者是前者最重要部分的发展 (见图 1)。让我

们仔细看 ,这 3项中每两个相应子学科间的关系。

Fig. 1

图 1

子学科 学 科

Ceomatics测绘学科

大地测量学→全球定位系统

摄影测量学→遥感

地图制图学→地理信息系统

学 科

首先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都是处理

空间信息的科学 ,它们都是为了研究人类赖以生

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的需要而产

生的。地图制图用以传输地理信息 ,而地理信息系

统则强调空间信息的处理和分析。早在 1956年 ,

奥地利的土地测量局由地籍图进一步发展建成了

世界上第一台土地信息系统 ( L IS) ,其时用的计

算机输入设备还是穿孔卡片。这就有了作为构成

地理信息系统 ( GIS)基础部分的数字数据库和地

图数据库。所以说 ,地理信息系统是地图制图学最

重要的一部分在信息时代的新发展。

至于摄影测量学 (历来包括像片判读在内 ) ,

它的学科名称在 20世纪 60年代的初期 ,就已经

有许多有关的单位把它改为“摄影测量与遥感”。

这种对学科新的称法显然是暂时的和过渡的 ,直

到 1980年才由国际摄影测量学会 ( ISP)认可 ,同

时也把学会的名称改为“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学

会”。实际上 ,这两个不同的名称“摄影测量 (包括

像片判读 )”与“遥感”指的是一个相同的学科而存

在于两个不同的时期。 这两个时期的分界线大致

在 1960年左右 ,而在这时期有关科技方面的大变

化主要是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航天技术的出现

以及红外及微波技术的解密 ,而后者是早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美军秘密研究的对象。所以说 ,遥感

就是摄影测量学的发展和扩充。

至于大地测量学 ,它已有 300多年的历史。传

统的大地测量是研究怎样精确地确定地面点的地

理位置、地球的形状和地球的重力。由于现代科学

技术的飞速发展 ,特别是空间大地测量在近 20年

来的发展 ,大地测量的应用范围扩充很大。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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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学分支的大地测量 ,着重研究地球的几何 (空

间 )特征与最基础的物理特征 (重力 ) ,并探求这些

特征随时间的变化。空间大地测量已经成为大地

测量学科的重点技术 ,并将能引导其今后的发展。

在空间大地测量学中主要包括有全球定位系统

( GPS)、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法 ( V LBI即 Very

Long Baseline Interferometry ) 及人卫激光测距

( SLR即 Satelli te Laser Ranging )等。其中全球定

位系统可供用于几乎所有大地测量任务并且所使

用的卫星信号接收机价格相对低廉。 当前在最好

的技术条件下 ,全球定位系统的定点相对精度可

达到 0. 01× 10
- 6
,其垂直部分的精度为 3 cm。 在

一般的技术条件下 ,其精度在小于 100 km距离

之内可达 1× 10- 6～ 0. 5× 10- 6 ,其高程精度约为

其平面精度的 1 /2～ 1 /3。全球定位系统的定位精

度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更大的提高 ,而成为在大

地测量所有的工程应用中的常规技术和在有关地

球的研究工作中最主要的手段。所以 ,全球定位系

统是在大地测量领域内的空间定位中最重要的和

革命性的变化。此外 ,过去十几年的发展 ,已使全

球定位系统的应用除传统的定位外还具有更多的

应用 ,如地壳移动的监测、气象及导航等。 所以可

以说 ,以全球定位系统为代表的空间大地测量无

疑是大地测量学科的当代发展。

3　关于学科名称问题

当前 ,在信息时代 ,“ Geomatics”这个字在测

绘界一般都认为可以接受作为“测绘学科”新的学

科名称。但是 ,我认为这里还有可以讨论的余地。

“ Geomatics”这个字一般理解为 “ Geog raphical

( o r Geo-) Info rmatics” ,而“ Geog raphical Info r-

ma tics”的意思是“地理信息科学”。 从事“地理信

息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必须是地理学工作者而不

是测绘学工作者。 一个传统的测绘工作者一般并

不具备足够的地理知识 ,能够在“地理信息科学”

方面独立地做科研工作 ,除非是局限于数据获取、

数据管理和那些必需的基本数据处理等部分。 更

有进者 ,据说当前在地理学科最前沿的发展乃是

“信息地理学” ,因此上面说的那个“地理信息科

学”应该就是信息地理学的基础。所以 ,作为地理

信息科学的 Geoma tics实际上是地理学者所选用

的名称。至于为了传统测绘学的延续选用一个新

的学科名称 ,那就需要另行考虑。这个名称主要是

能够代表 GIS、 RS和 GPS等新技术的总称。至少

使用“空间信息学 ( Spatial Info rmatics)”或“空间

信息工程 ( Spatial Informa tion Engineering )”这

类名称以代换“ Geomatics”作为测绘学新的名称

要较好一些 ,可以避免空间信息学和地理信息学

之间理解上的混乱。总之 ,这种名称问题还是值得

大家特别是测绘各方面学者们公开讨论的。

参 考 文 献

1　 Gagnon P. Geomatics- An Integ ra ted, Systemic Ap-

proach to Meet the Needs fo r Spatial Information.

CISM Journal ACSGC, 1990( 44)

From“ Surveying and Mapping” to“Geomatics”

Wang Zhizhuo

( The Secretariat of Presidential , W TUSM, 129 Luoyu Road , Wuhan, China, 430079)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urv eying and mapping as w ell as i ts key sub-disciplines is an-

aly zed. Also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application o f the fundmental sub-disciplines in the dis-

cipline“ Geomatics” are discussed. By comparison the result show 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 surv eying and mapping” in the informa tion era is “ Geomatics” . Some new terms about the

discipline“ Geoma tics” a re giv en. In autho r′s opinion, “ Spatial Info rmation” o r “ Spatial In-

forma tion Engineering” can represent the cha racteristics of future development o f surv eying

and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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