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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了 GIS 发展中的 3个瓶颈问题:输入 、更新 、全面的空间概念 , 并分析了产生这些瓶颈的理论背

景 ,提出了 GIS 对象结构 、系统空间数学基础及结构 , 矢量 、栅格结合的 3 个重要理论问题 , 最后介绍了万象

GIS 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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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S 的发展正面临着决择:从 GIS 产生起就

伴随着数据输入的瓶颈问题。随着人们研究领域

的扩大 ,研究的尺度越来越细 ,关心的信息类型越

来越多 ,信息变化也越来越频繁 ,其矛盾已日趋尖

锐。这一问题又和信息输出瓶颈紧密相连 ,从而

更加复杂:人们期望 GIS 能够动态编绘 ,能够输

出各种比例尺的地形图 、地理图。而实际上 ,此问

题远比人们的设想困难得多:GIS 模型是地理景

观模型 ,而地图则是图形符号模型。前者属逻辑

思维问题 ,后者属形象思维范畴 ,在计算机上解决

后者还不是短期内的事。

1　GIS发展的瓶颈问题

1.1　数据输入

现在人们一般把两种模型分开 ,即把 GIS 与

机助编绘分开考虑 。因此 ,数据的输入成了制约

GIS发展的瓶颈 ,它伴随 GIS 30 年的发展历程 ,

以Arc/ Info 为代表的矢量型系统定义 GIS 为目

标集合 ,而目标则包括属性数据和空间数据 。因

此 ,一个区域(尤其是大区域)所有地理实体的数

量十分巨大 ,其相应数据的组织输入 、检查及数据

洁净工作量更是惊人 ,除目标数以外 ,每个目标

(实体)均具有“自己的空间”数据 ,都具有各自的

系统量度和参数 。为统一一个系统的空间 ,必须

进行“拼图” 、“接边” ,这两项连同一个图幅的全部

矢量目标化等 3 项技术工作占了这种 GIS 类型

工程 85%以上的投资和工作量 ,这是 GIS 发展最

主要的瓶颈之一。

1.2　动态更新能力

GIS由于上述结构造成的输入痼疾 ,相对于

迅速变化的地学环境很不适应 。目前 ,G IS 工程

大都兴建在城市 、国家重点工程区域和经济发达

区域 ,这些区域的基础地理信息变化很快 ,基础图

尤其是大比例尺图更新特别快 。分析及实践表

明 ,对于当今 GIS 的更新能力及手段 ,基础信息

更新达 10%的图幅 ,重新输入比修改更经济 。因

而 ,往往一个历时多年兴建而成的大型 GIS ,刚输

入完基础信息 ,新的数据又必须开始输入 。系统

越大 ,所关注区域的比例尺越大 ,矛盾就越尖锐。

这个问题极大地影响了 GIS 的运行及效益发挥 。

1.3　空间概念不全面

从进一步发展看 , 现行矢量型 GIS ,如 Arc/

Info、MGE 等均构造在矢量的分层拓扑模型之

上
[ 1]
,它是有序模型 , 具有实体组织的“位”和

“序” ;它又是拓扑模型 ,有实体的“邻” ,即实体之

间的相邻关系 。同时它还是层次模型 ,即通过逻

辑分层方式 ,分别存储点 、线 、面实体 ,以提高效

率。总之 ,它给出了空间的“位” 、“邻” 、“层”的概

念。然而空间还有其他的概念 ,笔者认为还包括

“近”和“势” , “近”就是距离某些实体的远近 ,“势”

即区域中各实体间相互状态关系 ,它表明空间各

实体对空间任一点的影响 ,如空间中“场”的概念。

这两者中的“近” ,在矢量结构中 ,尽管也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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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算出 ,但效率极低 ,而“势”要在矢量结构中算

出来极为困难 。由于地理空间的可延伸性 ,实体

数量无限扩展 ,人们对 GIS 的功能及要求也不断

提高 ,实体本身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趋于不确定和

相互影响及变化 ,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预先全部算

出和存储它们 ,以满足人们对 G IS 的广泛需要。

但是 ,如果效率很低或者算不出来时 ,系统的能力

及发展就会大受影响 。

2　瓶颈产生的理论背景

李德仁院士等提出了 GIS 理论问题[ 1] ,很有

意义。笔者认为 ,上述瓶颈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深

层 ,在于理论。

2.1　GIS对象的总体构架

当前 ,GIS实际的对象仅定义实体集合 ,或简

称目标集 ,每一目标都有其属性数据和相应的空

间数据。

数字化指模拟量转化为数据的过程;矢量化

指空间性质转化为矢量的过程;目标化指按实体

或目标组织其相应属性数据及空间数据的过程。

三者差别甚大 。目标管理是 GIS 中一个很重要

的特性和优点 ,但是有相应代价 ,数据输入及更新

瓶颈产生于目标量巨大 ,这是因为系统建设周期

长 ,建设和使用相对隔离 ,因此 ,很难区分不同系

统的不同使用目的 ,也很难区分不同系统所需要

的不同要素类及相应选取资格 ,目标量大且很不

科学;再者 ,目标化均是在各地图图幅上进行 ,图

幅分割实体 ,分割后的实体均带着自己的空间数

据进入割裂的系统空间 ,引起十分复杂的“拼图接

边”问题 ,GIS 的系统空间在其中是含糊的 、空泛

的和绝对的。

GIS作为空间科学的重要部分 ,系统空间理

应是G IS 中最重要的对象 ,它不应是一种绝对

的 、虚拟的框架 ,而是一个具体的 、动态的 、可操作

的基础对象 。从根本上说 ,GIS 具有两类对象:系

统空间与目标集合 。这是 GIS 理论中的重要前

提。

2.2　系统空间数学基础及结构

地图学作为空间信息的一门学科 ,其系统空

间是采用椭球体理论及地图投影理论予以系统而

严密的定义后才完成其科学体系的 ,在其上的各

种应用自然地进行各种子系统的健康衍生。

GIS作为地图科学 ,它从形式到内容以及时

空上全面展拓及升华 。空间概念的拓广及深化是

很明显的。它们是一个量度空间 ,人们对它有频

繁的 、高精度的度量需要 ,但不是在纸上量度 ,而

是计算机高速量算;它是以整体空间来研究区域

的 ,要求连续而不能以割裂方式 ,区域大小没有限

制;同时具有尺度的要求 ,即小 、中 、大比例尺要

求 ,这些均不同于地图。“数字地球”概念的提出

更说明了这一问题 ,它对空间主要要求是:全球 、

大区域统一 、连续(即无缝)、三维 、多分辨率且可

精密度量。目前的 GIS 在此上的缺陷是很明显

的。

当前 ,矢量结构的GIS ,其系统空间定义为所

确定的地图投影框架 ,即

X = f 1(B , λ)

Y = f 2(B , λ)
(1)

它是一个单尺度的度量空间。实际上不同尺度空

间容量不同 ,主要基础信息范畴不同 ,同一实体的

空间形态也不尽相同 ,相互关系匹配状况也不一

样 ,呈现单向兼容性 ,这是人类复杂智能劳动综合

的结果 ,决非仅靠几何上的简单缩放或机械的选

取所能完成的 ,因而式(1)难以表示多尺度系统空

间的内涵。再者 ,式(1)完全套用地图的数学基

础 ,而地图投影理论中决定式(1)的区域大小 、变

形性质以及变形大小 3大要素 ,以达到有限连续

的割裂空间地图图幅上量度需要的目的 ,在 GIS

中根本就不存在 。机械地套用地图数学基础 ,理

论上不适合 ,实践上也造成较大危害。

GIS最适宜的度量空间的定义及其实现的方

法和技术是大型 GIS 的空间数学基础 ,是一个迫

切需要解决的重要基础课题。

此外 ,在当前 GIS 实践中 ,实体数字化的变

形及误差均可严密地作为式(1)的体现 ,因而目标

均带着自己的空间进入系统 , “拼图接边”的巨大

工作量可以视为统一这万千空间为一个系统空间

的过程和工作。理论分析表明 , “拼图”是一幅地

图的相对子空间到地理空间的“绝对定向”过程 ,

而“接边”则是定义在相对子空间内的实体几何数

据统一到地理空间的“绝对定向”过程。

相应于特定的 GIS 空间的结构在相应区域

内存在一个无缝的正射影像集 ,但是 ,在大区域

内 ,一个大尺度的无缝“正射”影像集是不存在的。

GIS作为空间科学的重要部分 ,完整的空间

概念十分重要 ,除实体本身的“位”以外 ,“环境”和

“形势”是地理空间中经常出现的问题 ,这里“环

境”即是“邻”和“近” ,“形势”即是整个区域空间中

各实体的“全场”效应。(“邻”指通常所说的拓扑

关系)。

对于不同尺度空间 , “环境”和“形势”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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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 。因而系统空间应是对 GIS 具有最优量

度 ,并且结构化的多尺度空间 ,并能完整地表达

“位” 、“邻” 、“近” 、“势”4类空间的概念 。

2.3　矢量 、栅格结合问题

矢量和栅格本身仅是空间数据的表示形式 ,

但在 GIS 中 ,由于空间数据量大 ,结构复杂 ,动态

变化多 ,因而也相应决定了其他数据的组织形式。

在此基础上 ,GIS 也被划分为不同类型。它们两

者之间的特点及长处本质上是不同的。分析表

明 ,矢量空间的组织形式是为实体服务的 ,它以实

体为始 ,终及延伸走向 ,面向实体;而栅格本身即

是元子空间 ,其组织是面向空间的 。

地理信息的全部问题均是同时面向两者 ,仅

仅是主次 、轻重及前后不同 ,因而 GIS 发展的趋

势是矢量 、栅格结合 。问题的焦点是结合的层次

和方式。分析表明 ,矢量 、栅格形式均有一套成熟

有效的算法 ,而且 ,当前硬件系统的容量和速度已

非决定性因素。根据用途 、资源 ,系统地组织并使

其在长处上结合 ,在 G IS 总体及各个层次上结合

是一种正确的途径 ,也易成功 。

显然 ,矢量 、栅格各自的短处也很明显 ,仅在

某一层次上以某种形式加强短处。发展崭新的全

套算法 ,理论上有一定困难 ,技术市场也很严峻。

3　万象GIS

1)万象 GIS 总体结构定义为系统空间与目

标集合之和 ,其目标集合由系统专业目的所限定 ,

具体结构同现行 G IS 中目标集合完全一样 ,完全

吸收了现行GIS中分层目标管理的优点 ,其目标

数上限为现行 GIS 的输入数 ,而实际上往往不到

其1/10。该系统空间定义为统一数学基础下该

区域各基础比例尺地图集合 ,采用空间超文本技

术集成的结构化和标准化地图图像 ,树形金字塔

式 ,各层均是各同尺度的无缝无叠连续空间 。它

们之间是严密对应和统一的。

(1)各目标的空间数据全部严格定义在这统

一的系统空间上 。这样的系统空间严密 、简单和

高效。很明显 ,地图是最好的定位空间 ,是准确 、

形象 、具体并可具有严密数学基础的地理空间 。

“采用扫描做系统”形象地说明了万象 GIS

空间。在这样的系统空间内 ,由于每一尺度不管

有多少幅图 ,均是一个统一而连续的空间 ,因而各

目标可以在最方便 、最有效的尺度上进行输入 ,在

所需地理空间上直接定义 ,也就不存在“拼图接

边”问题。除了目标数大量减少外 ,由于系统空间

即是地图集合 ,输入目标可完全按需进行 。这仿

佛随时有一个理想幅面的数字化仪 ,各层的图全

部无缝无叠地拼在数字化板上 。

(2)在这种系统下 ,输入更新瓶颈得到解除。

由于采用了图像高倍压缩 、解压 ,系统容量要求与

矢量系统相当或略低 ,运行效率却高得多。

(3)实践与分析表明 ,由于栅格数据本身就已

蕴含了全面的空间关系数据 ,与矢量型目标管理

优点相结合 ,空间分析全面 、规范 、严密 、高效 。很

明显 ,在此种空间下 , “位” 、“邻” 、“近” 、“势” 4种

空间概念得到全面的体现 ,相应的空间分析难题 ,

如动态最优路径分析 ,高效 、优质 DEM 生成技

术 ,大区域多边形分析等迎刃而解 。

2)在上述总体结构下 ,一个实体的逻辑数据

结构为质量 、数量 、时间 、空间 、信息表达与传输及

多媒体数据 ,可用以下结构表述:

实

体

数

据

　

　质量

　数量

　信息传输

　空间

几何

位置 、方向

近

势

拓扑

空间分量数目及关系

邻联
邻接

关联

包含

连通

　多媒体:图 、文 、声 、像 、视频 、音频…

　　在这种结构下 ,系统对于实体的描述是全面

的 ,并采用了多媒体对象链接技术 ,使实体与其多

媒体信息紧密结合起来。

3)技术上采用独特的无缝无叠技术系统 ,在

严密大区域空间数学基础上 ,统一集成各个尺度

空间及其各子空间 ,这样 ,同尺度相邻图幅间是连

续的 ,即无论研究区域有多少幅图 ,使用起来总是

一个完整而连续的同一尺度的平面 ,摒弃了“拼

图” 、“接边” ,使数据输入 、使用 、管理 、输出十分简

单方便 。各尺度采用国家基本图系列与人们习

惯 、需要 相结合 , 一 般可为 1∶500 、 1∶2 000 、

1∶1万 、1∶5万 、1∶25万 、1∶100万等 。直至一屏显

示大区域总图比例尺 ,并在需要时可插入所需任

意尺度 ,如各局部区域的校正图像 、实测图等 。可

以在1∶500的层次空间上连续输入土地 、房屋信

息 ,又可同时在 1∶2 000 或其他层次图上输入城

市规划中的红线和其他数据 ,还可同时在其他层

次上任意部位裁剪图块 ,包括任意两图交界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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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图交角处 ,即区域任意部位均可成图 。

4)矢量 、栅格准确一体地叠加或分解 ,与各

部位任意裁剪成图结合 ,使专业信息成图 、专业信

息与环境叠加成图 、环境基础信息成图均十分自

如 ,且具有较高质量;矢量 、栅格结合或分离的全

区域连续漫游 、浏览 、检索 ,不管该尺度多少幅图 ,

均可平滑 、快捷地漫游和任意开辟上 、下层窗口 ,

切换观察主层。

5)由于结构上的特点并采用了数据库先进

技术 ,全面 、高效地实现了信息查询 ,有图 、文 、表

三者的互查 ,符号查询 、数据查询 、组合查询 、所见

即可查及相关查询。

6)方便引入其他系统的空间信息 ,如 GPS 、

AutoCAD等 ,仅采用严密的坐标系统转换即可完

成。

7)高效而完备的矢量栅格结合空间分析

———地图代数分析 ,它包括路径分析 、DEM 分析 、

缓冲区分析 、Voronoi多边形分析 、多边形叠置分

析等 。

运用地图代数理论和方法 ,其 DEM 也可采

用直接扫描等高线版地图而快速形成 ,具有独特

优势 。

8)巨量地图管理能力。武汉市供水信息系

统历时仅 4个月 ,共集成地图 3 300余幅 ,这是一

个实际运行 3年多的大型系统。可以说 ,在理论

和实践上 ,该系统的管理能力是没有限制的 。在

运行 3年中 ,相应于武汉市变化与建设 ,简便而又

迅速地完成了 400 多幅图的增补及更新。因此 ,

这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系统 。

总括而言 ,相对于其他 GIS ,万象 GIS 具有 3

个数量级优势(建设效率 、运行效率 、性能价格

比)、五高(准确度 、可靠性 、动态性 、权威性 、可视

性)及三多(多源 、多分辨率 、多媒体),是一种新型

的大有前途的 G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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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ee key problems have been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They are to input , renew and

complete space concept.And some theories of these problems have been analyzed , that is , GIS ob-

ject structure , system space mathematical base and its st ructure , interg ration of raster and vector

structures.In addition , the practice of million image GIS has been introduced.①The following

priciples have heen pointed out;②The sy stem space is also an impotant part of the GIS objects;③

Using map projects(2D)as the GIS space mathmatics base is in appropriate;④The GIS space

structure is the base of the intergration of raster and recto r structures.The practice of Million Im-

age GIS is based on these priciples.

Key words　bott le necks of GIS;theories of GIS;million image GIS;digital earth;spat ial mathe-

matics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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