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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信息的结构、表达及其理解机制*

杜清运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土地科学学院 ,武汉市珞喻路 129号 , 430079)

摘　要　在分析传统地理信息系统理论主要缺陷的基础上 ,将语言学引入地理信息系统 ,提出了数字环境下

空间信息结构与表达的认识模型—— 空间信息的语言学模型 ,探讨了空间信息的语言学特征 ,主要是语言单

位、语法及语义机制 ,并就其对地理信息系统各环节特别是空间信息的智能化数据处理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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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信息是人类对于现实世界认识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于那些地球表面具有空间分布位置差

异的空间实体所产生的空间信息 ,历来就和人类

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息息相关。 除了人类所共有

的文字语言和数学语言外 ,地图被称为空间信息

表达的第三语言。 地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人们

描绘地表有形或无形对象的唯一手段 ,地图为空

间信息在制作者 (信息编码 )和使用者 (信息解

译 )之间的传输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载体。

地理信息系统的出现 ,对地图在空间信息表

达和传输不可替代的地位产生了很大程度的冲

击。它以其庞大的数据容量、多尺度和多类型数据

集成处理及灵活多样的可视化机制形成了相对传

统地图明显的优势地位。

然而 ,地理信息系统发展至今 ,还远未到取代

地图 (更确切地说是可视化后的地图 )的时候 ,尽

管这是我们的目标。地图的制作和使用是一个智

能化程度相当高的环节 ,一个好的地图学家具有

丰富的地理学、地貌学、社会学、数学、美学等知

识 ,知识与经验渗透在与地图相关的诸多环节中。

地理信息系统目前所能达到的水平除了在数据管

理和简单的数据处理与分析功能所显示的优势

外 ,还远远不能满足对空间信息的使用要求。

由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历史只有短短的

20多年时间 ,更由于其发展的直接动因是计算机

技术的发展 ,地理信息系统的研究人员在地理信

息的数字化技术、存贮技术、更新维护技术和可视

化技术等方面倾注了太多研究心血 ,使其发展到

今天的技术水准。然而 ,地理信息系统只要涉及智

能化程度较高的处理和分析就显得无能为力 ,至

今地理信息系统的终极目标—— 空间分析的方法

还只有几种。究其原因 ,地理信息系统环境下空间

信息自身研究的缺乏是主要因素。我们应当看到 ,

当运算速度、存贮容量、显示质量、数据传输途径

等计算机指标在突飞猛进地发展时 ,是将我们的

注意力更多地引回到空间信息本身的时候了。 空

间信息的结构认识、表达方式和理解机制是决定

地理信息系统在多大程度上为人类服务的关键因

素。

1　空间信息结构

空间信息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组成部

分 ,不论在科学领域还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

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测绘学可以说是空间信息

获取与表达的科学 ,而地理学则是应用和分析空

间信息的科学。作为横跨两大学科的地图学 ,以研

究空间信息表达与可视化 ,以及基于地图的空间

分析与应用为目标。地理信息系统是地图在数字

环境下的延展 ,它在理论上包括但又不仅限于地

图的全部功能。

地图主要完成地图制作者和地图读者之间的

空间信息传输 ,这是地图学理论中地图传输论的

主要观点。 地图传统上是作为客体与人作为主体

紧密相连的 ,即地图必须经过制作者和地图读者

才能完成其全部功能 (如图 1)。不论是地图制作

者还是地图阅读者 ,有关空间信息、地理和地图的

知识和经验在整个传输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地图

制作者

空间信息编码
地图

空间信息解码 地图

阅读者

图 1　地图 -人的关系

Fig . 1　 Relation Betw een Map and Human

地理信息系统和地图学不同 ,它本质上是排

斥人作为主体 ,而计算机将取代人作为理想中的

主体。我们希望计算机具备强大的管理、处理与分

析空间信息的能力 ,人则转而从事更高级的智力

劳动。 这种主体的转移意味着计算机必须具有承

担传统上由人来完成的智能劳动的能力 ,计算机

的智能化程度越高 ,地理信息系统对人的解放就

越大。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 ,在以地图为中心的空

间信息世界中 ,由于人的参与 ,人的知识在地图各

环节中保证了空间信息的正确传输 ,而这些知识

除了关于地理学、社会学、数学、美学等之外 ,还有

关于空间信息本身的知识 ,这些知识以学习的形

式获得、以实践的形式积累、以经验的方式运用 ,

形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结构。在地理信息系

统中 ,由于要用计算机来取代人 ,知识成为核心问

题 ,迫切需要对过去凭经验和直觉行事的知识基

础进行总结和重构 ,使其成为计算机可以接受和

实现的形式。

空间信息本身的研究 ,在传统科学体系内并

不缺乏。地理学是专门研究空间信息的学科 ,地图

学作为地理空间信息的载体和地理分析的手段 ,

专门研究空间信息抽象、综合、可视化表达和分析

应用 ,相比而言 ,地图学更着重于空间信息共性的

研究 ,特别是关于空间的或图形的。 问题是 ,到目

前为止 ,我们对空间信息本身的认识还是分散的、

经验性的和非形式化的 ,特别是针对地理信息系

统的需要 ,于是造成在空间数据模型上的混乱和

不完备性 ,以及空间数据处理特别是基于知识的

数据处理得不到进一步发展。在现阶段 ,认识到空

间信息本身结构研究的重要性之后 ,就是迫切需

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理论框架来包容和指导空间信

息结构的研究。

基于地图学中有关地图与自然语言的类比 ,

以及自然语言理解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的巨大成

功 ,我们不难发现 ,空间信息的语言学模型有希望

成为我们解决问题的钥匙。

1. 1　空间信息的语言学模型

将符号学和语言学理论应用于地图理解模型

的研究是理论地图学的重要内容。地图语言学模

型是继传输论和感受论后最重要的模型之一 ,曾

对地图设计和地图应用理论的发展发挥了极大影

响。在这种模型中 ,地图被看作是一种表达空间信

息的二维语言 ,有它自己的语法、语义规则 ,同时

在功能上它也可以和自然语言相类比 ,同为信息

的传输手段。地图在形式上和功能上同自然语言

的可比性成为语言学模型的基础。

与此同时 ,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已有 100多年

的历史。经过 100多年的发展 ,语言学取得了丰硕

的研究成果 ,人类已开始进入机器翻译时代 ,自然

语言理解成为人工智能的核心。 深受结构主义影

响的现代语言学越来越超越一个单独的学科门类

而成为一种方法论 ,广泛应用于认知科学、社会

学、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其它自然和社会

学科。自然语言作为人类信息交流的手段之一 ,在

计算机处理上的进步无疑为空间信息载体的自动

处理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在地理信息系统环境下 ,地图的语言学模型

可以以新的形式引入 ,作为空间信息的认识和理

解模型。所谓新的形式 ,是指对语言各组成部分所

作的概念上的扩充。如果说地图学的语言学模型

主要是与地图的符号化设计和表达相关的 ,那么

空间信息的语言学模型则更多地与理解和处理相

关。

要确立空间信息语言系统的地位 ,必须承认

这样一个事实 ,即地理信息系统所处理的空间信

息是现实世界的抽象和反映。所谓抽象表明空间

信息是现实世界经过抽取概括的结构 ,并不是也

无法等同于现实世界 ,而反映则表明空间信息和

现实世界具有一定程度的同构性。

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 ,一个结构具有整体性、

转换性和自我调节性。 任何结构都是由个体或成

分组成 ,而成分的安排受成分之间关系所表现出

的整体结构形式的控制。作为一种语言 ,语言单

位、语法规则和语义规则是首先应该研究的问题。

其中 ,语言单位充当个体或成分 ,语法规则和语义

规则从两个层次上反映语言单位之间的组合关

系。

1. 2　语言单位

语言单位是一种语言系统的基础 ,是构成语

言系统的相对独立单位 ,如自然语言中的音素、语

素、词、短语等。语言单位从属于一个层次结构 ,在

语法和语义规则的双重作用下 ,语言单位在形式

和意义上均由组合关系形成从低级到高级、从简

单到复杂的分层结构。

在空间信息中 ,语言单位的存在是显而易见

的。在从现实世界到信息世界的转换过程中 ,我们

将一个连续的现实世界转换成一个由可分析和操

389第 4期　　　　　　 　　　　　　　杜清运: 空间信息的结构、表达及其理解机制　　　　　 　　　　　　　　



作的实体构成的空间信息结构 ,如将地形转换为

离散点、等高线、点阵列 ( DEM )或三角网 ( T IN )

等。这些实体依其几何或地理意义分别从属于不

同的语言单位层次 ,共同构成空间信息的整体语

言系统。

按照语言单位属性主导的区别特征 ,空间信

息的语言单位可分为语法相关和语义相关两类。

1. 2. 1　语法相关的语言单位

语法相关的语言单位即纯几何的语言单位 ,

是构成空间信息的图形元素 ,它们和要表示的空

间实体的地理意义没有关系 ,而纯粹是几何图形

构成的需要。 点、线、面是此类语言单位的 3类基

本聚合类型 (但不是最小聚合类型 )。 所有更高级

的语言单位都由它们组合生成 ,如点群、线族等。

作为语言单位 ,区别特征 ( Distinctiv e Fea-

ture)是最基本的特征。语法相关的语言单位的区

别特征主要表现在空间位置和几何属性上。空间

位置是语言单位间最重要的区别特性 ,几何属性

则是语言单位间大小和形状差异 ,如延伸方向、平

直程度、弯曲特点等。

语法相关的语言单位的分类研究对地理信息

系统的意义重大。众所周知 ,空间信息区别于普通

信息的基本特征就是其几何特征。纯几何特征的

认识是空间信息独有的任务 ,也是其与属性相连

进而反映地理意义的基本前提。

1. 2. 2　语义相关的语言单位

语义相关的语言单位是建立在语法相关的语

言单位基础上的。 通过赋予纯几何语言单位非空

间的地理属性 ,构成能反映独立地理意义的语言

实体 ,即是语义相关的语言单位 ,如三角点、河网、

村庄、降水集中区等。语义相关的语言单位是空间

信息语言传输的最终内容 ,因为它才是同空间信

息要反映的现实世界相联系的。

在语义相关的语言单位中 ,地理属性的区别

是独有的区别特征。但是在空间信息语言中 ,地理

属性的区别特征必须同几何属性的区别特征结合

才有意义。

语义相关的语言单位的不同层次实际上反映

了人类对现实世界认识的不同层次 ,同人类认识

世界从个性到共性、从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

的过程相吻合。

按照语言单位位置主导的区别特征 ,空间信

息的语言单位可以分为分段相关的和位置相关的

两类。

1. 2. 3　分段相关的语言单位

分段相关的语言单位是指将连续的现实世界

划分为相对独立的实体所形成的语法或语义相关

的语言单位 ,其划分不受空间分布位置的影响 ,仅

受实体相对独立性的影响 ,语言单位保持几何上

内部的均质性和语义上的相对完整性。

分段相关的语言单位是目前地理信息系统数

据模型中采用最普遍的一种形式 ,对应于矢量数

据模型中的图元和目标概念 ,如弧段、链等几何实

体及河段、地块等地理实体。

1. 2. 4　位置相关的语言单位

位置相关的语言单位是指将连续的现实世界

划分为某种定位实体 (如均匀网格、关注区域等 )

所形成的语法或语义相关的语言单位 ,其划分不

受实体完整性和相对独立性影响 ,只受实体所占

据空间位置的影响 ,语言单位保持相对位置关系

的规则性和确定性。

位置相关的语言单位对应于栅格数据模型中

的像元及像元组。

值得注意的是 ,空间信息的语言单位不能机

械地同自然语言的语言单位类比 ,可以类比的是

语言单位的相对独立与完整、层次结构的存在和

在整个语言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1. 3　语法规则

语法是存在于不同层次的语言单位之间的组

合或运算规则。通过语法 ,较低层次的语言单位通

过组合运算形成高层次的语言单位。 在自然语言

中 ,不论是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 ,都是线性和一

维的 ,语法主要表现在不同聚合单位的次序关系。

由于空间实体位置差异及自身几何特征的差

异 ,空间信息语言单位之间的组合运算关系不再

是线性的了 ,而是要拓展到二维甚至多维才能完

整描述。在空间信息的语言单位之间 ,存在着大量

的组合运算算子 ,它们构成了语法的基础。通过这

些语法 ,简单、低级的语言单位通过 “创克”

( chunking )成为新的更复杂更高级的语言单位。

对于空间信息的语法规则 ,即具有空间分布

位置差异的空间实体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在地理信

息系统中相关研究是非常不足的。到目前为止 ,人

们认识最清楚的是拓扑关系 ,由于拓扑关系非常

稳定、易于表达 ,因而研究较为完善和透彻。一般

认为 ,拓扑关系构成空间信息结构的基础 ,因而拓

扑模型也是绝大多数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空间数

据模型 ,如 ARC /IN FO等。然而只要稍加研究就

会发现 ,空间实体之间的关系远非拓扑关系那么

简单 ,还有一大批无法归入拓扑关系的组合算子

在空间信息的结构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由于

这些关系不太稳定 ,缺乏共性 ,加上空间信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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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和技术并未发展到相应的阶段 ,因此没有

很好地被总结和归纳 ,许多关系没有命名 ,或缺乏

明确的定义 ,更不用说加以形式化。

图 2给出了简单语言单位之间可能的组合关

系 ,其中未列举拓扑关系。

点 线 面

点

距离、方位、
共线、等距、
聚合程度

距离、方位、
直接邻近、
共位

距离、方位、
直接邻近、
共位、偏心度

线 　　——
间隔、平行、
密度对比、
分布模式

距离、方位、
直接邻近、重叠度、
共位

面 　　—— 　　——
间隔、方位、
密度对比、重叠度、
分布模式

图 2　语言单位之间可能的组合关系举例

Fig. 2　 Possible Rela tions Betw een Language Units

1. 4　语义规则

语义规则是语言学领域中描述语言符号与它

所代表的对象之间的结构关系的规则系统。语义

规则的引入是为了弥补单纯的语法规则在空间信

息构造上的不足——语法规则仅仅决定语言的共

性结构 ,而语义规则将共性同代表的对象相联系 ,

形成空间信息传达的个性结构。

语义规则不能单独起作用 ,它必须和语法规

则一起决定如何由简单到复杂地构造较高级的地

理实体 ,形成不同综合程度地理意义的语言单位

之间的组合可能性。

在地理信息系统中 ,非空间属性信息特别是

分类分级信息是联系空间信息实体和现实世界对

象的纽带。语法相关的语言单位在赋予属性信息

后成为语义相关的语言单位 ,语法控制着几何上

语言单位的组合运算 ,而语义控制着几何组合运

算在可能的属性运算下形成具有语义意义的地理

实体。 这里属性运算指撇开几何运算外语义语言

单位之间组合的可能性 ,如多条河流可构成河系

(但不是任何河流都可共同构成一个河系 ) ,房屋、

独立地物、其它自然要素加在一起可构成村庄等。

设想一个区域 B包含在另一个区域 A中 ,从

语法看 ,其组合运算包括:

( A B )∩ ( S ( A ) /S (B ) > d )

其中 , S ( A )、 S ( B )分别代表 A、B两个区域的面

积 ; d为一常数。 只有在区域 ( A- B )被赋予属性

“湖泊” ,而区域 B被赋予属性“陆地”后 ,根据地

理上“水域包含的陆地称为岛”的语义组合运算规

则 ,才可解译区域 B的一种语义信息—— 岛。

综上所述 ,从空间信息的语言学模型观点看 ,

空间信息的结构是语言单位、语法规则和语义规

则三位一体形成的系统。语义单位的层次结构是

空间信息结构的具体实现 ,语法是它的框架 ,语义

则是框架的个性化。语言单位的定义是递归的 ,它

对应于我们对现实世界认识的深度上和处理对象

的不同层次 ,是伴随我们在一时一地对空间信息

不同综合程度要求的产物。

2　空间信息表达与理解机制

对于空间信息结构认识的重要性可能出于不

同的动机 ,也可能出于不同科学哲学的演绎结果。

从语言学模型看 ,语言的生成和理解是一对对偶

概念 ,生成是编码过程 ,由说和写完成 ;而理解是

解码过程 ,由听和读完成。 但不论是生成还是理

解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知识基础 ,即语言系统的

语法和语义规则。

在地理信息系统环境下 ,空间信息语义的生

成与理解也是其结构控制下一个对偶过程 ,语言

的生成是现实世界到信息世界的抽象与综合 ,是

现实世界在信息世界的表达问题 ,而语言的理解

是通过对空间信息语义结构的认识达到认识现实

世界的目的。

2. 1　信息抽象与信息综合

信息抽象和信息综合是空间信息生成的两个

重要过程。 在这里它们被定义为分别发生在从现

实世界到信息世界以及信息世界内部的两个不同

过程。

2. 1. 1　信息抽象

信息抽象是指为反映现实世界的本质对现实

世界所进行的分析和概括 ,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

本过程。由于受到人的认识水平和认识能力的限

制 ,以及人类对现实世界不同范围和不同侧面的

关注程度的差异 ,我们无法复制一个和现实世界

毫无二致的信息世界 ,信息抽象便成为从现实世

界到信息世界的一个必由过程。

在空间信息的获取阶段 ,我们将其用地图、文

字、数字等形式记录下来 ,不同的研究目的对现实

世界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抽象 ,用于满足不同的信

息需求 ,如测绘学和地质学对岩石构造的关注程

度及抽象程度的差异。 现在地理信息系统已成为

空间信息表达的有效手段 ,信息容量增加了 ,查询

手段先进了 ,但无法改变信息生成中信息抽象的

不可逾越性。

空间信息的抽象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地理信息

系统的数据模型。 不同的现实世界观会导致不同

的数据模型 ,对空间信息结构认识的全面与否也

严重影响数据模型的完备性。如基于矢量的、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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栅格的、拓扑的、面条的都是对空间信息结构认识

上的不同而抽象得到的不同数据模型。

2. 1. 2　信息综合

信息综合是指由于对信息空间尺度的改变和

趋向宏观对信息所进行的选取和概括。由于人和

计算机信息处理容量和速度的限制 ,以及客观上

我们对空间信息的应用和处理也有多种尺度及宏

观和微观之分 ,信息综合也成为空间信息表达不

可缺少的过程。

信息综合是信息总量压缩的过程 ,微观信息

逐渐消失 ,宏观信息逐步增强 ,但信息综合的原则

是 ,空间信息结构不能被歪曲 ,综合是在尽量不损

失有用的语义信息的条件下进行的。很明显 ,对空

间信息结构的认识和把握程度决定信息综合结果

的好坏。

2. 2　空间信息语言理解与智能数据处理

语言的理解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

也是人工智能的核心问题 ,如何让计算机能够听

懂看懂自然语言 ,使人机更加容易沟通 ,使计算机

在文件处理领域大显身手 ,加上语言转换和生成

功能 ,更能解决不同语言的自动翻译问题 ,是人类

知识工程和计算机智能工程重要的一步。 值得欣

慰的是 ,在现代语言学同计算机科学嫁接产生形

式语言学以后 ,人类在自然语言结构的认识和智

能处理领域进步迅速 ,人类正步入机器翻译时代。

空间信息的理解是指计算机通过对空间信息

的语言单位及其组合关系的分析 ,达到提取语义

信息进而理解空间信息所要表达内涵的目的。 理

解的基础是知识 ,即空间信息语言单位的析取方

法、语法和语义规则 ,从一个特定的空间信息表达

集合出发 ,推导出隐含在其中的语义结构。

自然语言的理解结果是通过向目标语言的转

述实现的 ,空间信息的理解结果可能为更多的形

式 ,如根据规则组合形成的新的更高一级的语言

单位 ,用数学公式、图表、文字表达的新的命题或

是按规则产生的全新的语言单位等。

空间信息的自动理解之所以被提出 ,不仅是

因为空间信息和文字语言同等重要的地位 ,还因

为自动理解是一切智能数据处理的先决条件。 智

能化数据处理和简单数据处理相比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它是以知识为基础的 ,空间数据处理的知识

基础当然是空间信息本身和空间信息的处理方法

库。目前空间信息处理智能化程度低固然有处理

方法论上的缺乏 ,对空间信息结构的缺乏了解才

是当务之急。

3　结束语

地理信息系统发展至今 ,可称为是当今最活

跃和最有生气的学科之一。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受

计算机技术的推动 ,可谓一日千里。 相比之下 ,在

地理信息系统的处理主体——空间信息自身特征

的研究上似乎驻足不前 ,因而是更多地关注空间

信息本身的时候了。

本文仅在上述理念的驱使下 ,将发展多年的

现代语言学理论引入空间信息的理解模型 ,并对

该模型涉及的几个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

论述了该模型对地理信息系统产生影响的几个环

节。作为模型 ,希望能起到它的两大功能——解释

功能和预测功能:对过去地理信息系统理论和技

术研究提供解释框架 ,对未来发展提供可预见的

研究方向。相信通过研究和讨论 ,能引起更多的地

理学家、地图学家和地理信息系统专家的关注 ,共

同促进地理信息系统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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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Represent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Spatial Information

Du Qingyun
( School of Land Science, W TU SM, 129 Luoyu Road, Wuhan, China, 430079)

Abstract　 Spatial info rmation is another form of informa tion in contrast w ith tex t info rma-

tion represented wi th natural language. The interio r st ructure, representa tion and under-

standing mechanism are the prerequisi tes to reali ze the capturing , managing and processing

o f spa tial info rmation. As many yea rs passed, GIS has succeeded a s a techno logy of engi-

neering,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 f data management and non-intellig ent da ta processing.

How ever, i t is generally accepted that the further pro gress of GIS depends on the mo re con-

cern w ith the spatial info rmation i tself .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draw back analysis of t ra-

di tional GIS theo ry, linguistics is introduced into GIS. The understanding pa radigm o f the

st ructure and representation o f spatial information in digi tal contex t, i. e. linguistic pa radigm

o f spatial informa tion is proposed. The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data in terms of

language unit , syntax and semantics are discussed, along with the inf luence on the aspects of

GIS wi th special ca re about the intelligent da ta processing.

Key words　 linguistic paradigm; structure; representation;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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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tructure Light

Engineering Surveying Based on a Laser Theodolite

with Three Freedoms of Rotation

Feng Wenhao　Li X in
( 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W TU SM, 129 Luoyu Road, Wuhan, China, 430079)

Abstract　 It has been analy zed that there a re a lo t of advantag es fo r engineering surv eying

using a sy stem based on laser-theodolite wi th three freedoms o f rota tion. Some so lutions fo r

cor responding scanning relations a re presented in detai l. Using the sy stem an impo rtant ap-

plication w as successful ly completed.

Key words　 st ructure ligh t; engineering surv eying; laser-theodolite; th ree f reedoms of rot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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