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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详细阐述了 RS 与 GIS 一体化的概念 ,通过对 RS 与 GIS 一体化方面的研究与分析 , 进一步明确 RS

与GIS 一体化对空间数据存储结构的要求 ,着重探讨了几种典型的用于 RS 与 GIS 一体化的数据结构 ,针对

现有数据结构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提出了一种具有普遍适用价值的基于语义网络的空间数据存储结构 , 并给

出一个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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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S与 GIS一体化的概念

　　遥感(RS)与地理信息系统(GIS)一体化问题

是目前地理信息科学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李德仁关于 RS 与 GIS 一体化的概念
[ 1]
,准确地

表述了 RS与 GIS 一体化技术最终所要达到的目

标 ,可以作为理解这一概念的基本定位 。为此 ,

GIS系统必须要满足以下要求:有利于以它为基

础进行系统功能的进一步开发;有利于从中提取

有用的地理信息 ,辅助遥感图像的解译 。

在传统的遥感图像分类识别技术中 ,对地物

的分类往往仅以地物的光谱特性为依据 ,而忽视

了其他可能的因素 。这样 ,用于分类的判别依据

比较单一 。同时 ,由于遥感图像分辨率的限制 ,同

物异谱 、异物同谱现象以及大量混合像元的存在 ,

使得遥感图像分类精度的提高更加困难 ,难以达

到理想程度 。在对 GIS系统的数据更新过程中 ,

如果遥感分类提供的地理信息精度不高 ,那么 ,用

遥感数据来更新 GIS数据就失去了意义。

传统的 GIS 数据更新方式周期长 、效率低 ,

大量地理信息系统因得不到及时更新而变成死

库 ,影响其功能发挥 。

RS与 GIS 一体化数据更新技术的研究为解

决上述问题开辟了新的途径。GIS 提供了遥感图

像所描述的地理区域的大量先验知识 ,包括地理

目标的空间位置 、几何形状 、光谱图像的纹理特

征 、高程信息 、周边环境 、地物分布规律等等 ,这些

辅助信息使得可以采用多种判别手段 、判别依据

对遥感图像分类识别 ,从而提高遥感图像的分类

精度和自动化程度。

目前 ,GIS中蕴涵的丰富的地理信息还远未

得到充分 、有效的利用 ,设计的一些系统同 RS 与

GIS整体集成的要求仍有一定差距 。主要问题在

于:①GIS处理的数据是面向目标 、基本可控的 ,

遥感图像中的数据是面向空间信息 、不可控的 ,二

者难以直接结合在一起处理 ,通常需要经过各种

转换或附加处理 ,从而影响了系统运行的效率和

整体性;②GIS 中的地理信息数据量大 、关系复

杂 ,给知识的提取和利用带来困难 。

要解决上述问题 , 不仅要求人们不断丰富

GIS中知识获取和利用的手段 ,加强 GIS空间分

析功能 ,同时也对 GIS 的数据结构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为此 ,笔者对 RS 与 GIS 一体化数据结构

进行了研究 ,并提出了设计方案。

2　RS 与 GIS 一体化技术对数据结

构的要求

　　为了实现 RS 与 GIS 一体化数据更新 ,GIS

的数据结构应当满足以下 3个方面的要求:

1)支持 RS与 GIS 的整体集成[ 2] 。GIS的数

据结构既可以支持 GIS 的功能 ,也能支持直接

对GIS数据进行图像处理 ,避免GIS数据与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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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之间的转换 ,最终达到图像处理模块与 GIS

模块合二为一。

2)解决遥感图像分类精度与 GIS 数据精度

不匹配的问题 。由于遥感图像分辨率的限制 ,从

遥感图像中所能识别地物的最小粒度往往与 GIS

中的数据不一致 ,而且不同遥感数据源的分辨率

也不一致 ,因此以遥感数据更新 GIS 可能造成

GIS中数据的混乱 、冲突。要解决这一问题 ,GIS

的数据结构应支持各种数据在不同分辨率上分层

融合 。

3)GIS 的数据结构应有利于知识的提取与组

织利用 。地理目标具有丰富的属性特征 ,目标之

间有很强的空间相关性 ,目标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很大。GIS的数据结构应当能够表达复杂对象 ,

有一定的空间表达能力 、语义表达能力 ,有利于数

据间以“联想”的方式传递信息 。

3　对各种一体化数据结构的讨论

目前存在的 GIS 数据结构主要有栅_矢转换

混合型数据模型 、具有空间栅格索引的矢量存储

结构 、空间数据的栅格存储结构 、面向对象的时空

数据模型 、基于扩展关系模型的整体空间数据管

理模型 、基于特征的 GIS 模型等等。根据一体化

技术对数据结构的要求 ,对其中几种数据结构的

特点做以下比较 ,如表 1所示 。

一些地理信息系统软件采取的是矢量型存储

结构。系统提供矢量数据栅格化功能 ,当需要提

取GIS中的信息时 ,将矢量数据栅格化参与遥感

图像处理 ,而后将栅格数据矢量化更新 GIS ,使二

者可以统一到同一平台之下 ,实现无缝结合 。但

这还不是整体集成 ,频繁的栅_矢转换降低了系统

的效率 ,其空间定位 、空间目标检索能力都较弱。

为了加强矢量数据的空间检索能力 ,文献[ 8]

提出了具有栅格索引的矢量存储结构 ,通过索引

栅格加强了矢量数据的空间索引能力 ,同时也保

持了空间数据的准确性和面向目标的特点。但使

用这种数据结构处理遥感图像时仍需在矢量与栅

格之间不断转换 ,为此人们又提出了栅格型存储

结构 。

表 1　几种空间数据结构的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Several Spatial Data Structures

数据结构 数据类型 索引机制 对图像处理功能的支持 对空间分析功能的支持 对系统集成的支持

栅_矢转换混合型数
据模型

矢量 索引文件 经过栅_矢转换接口
易于实现几何变换 、模型生
成 ,空间检索能力较弱

实现 RS与 GIS

无缝结合

具有空间栅格索引

的矢量存储结构
矢量 栅格索引 经过栅_矢转换接口 加强了空间检索能力

实现 RS与 GIS

无缝结合

空间数据的栅格存

储结构
栅格

索引网格多

值四叉树
直接支持图像处理

在布尔运算 、整体操作 、空

间检索方面有明显优势

实现 RS与 GIS

整体集成

　　RS 与 GIS 的整体集成 ,要求 GIS 的数据结

构可以同时支持空间分析与图像处理。为了使

GIS中的数据能够支持图像处理 ,缩小与遥感图

像栅格数据间的差异 ,空间数据的栅格化存储是

发展趋势 。此外 ,矢量数据可以无级缩放 ,栅格数

据会有量化误差 ,应当能够控制栅格数据的精度 ,

使它能够与遥感图像的分辨率相匹配。

文献[ 6]中提出的一种栅格化存储一体化空

间数据结构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问题 。空

间数据以栅格形式存储 ,通过索引网格和多值四

叉树实现对空间目标的存储。这种数据结构的空

间数据仍按目标存储 ,索引机制便于空间目标的

定位和各种检索操作 ,栅格化是以空间目标为单

位分级进行的 ,不同于将整幅遥感图像栅格化 ,因

此它的存储量较小 ,也有利于面向目标组织利用

空间数据 ,在图像处理的过程中完成 GIS数据的

更新。这种数据结构较前文所述更接近于 RS 与

GIS整体集成的要求 。这种数据结构的缺点在于

不支持空间数据的多分辨率分层存储;索引网格

的大小固定 ,不能随目标尺度自适应变化;关系型

数据库语义表达能力弱 ,缺乏对物体间空间关系

的表达能力 ,不利于知识的学习 、利用。

为了表达复杂的地理目标 ,有人提出了面向

对象的数据结构 ,把地物作为对象 ,将几何数据 、

属性数据 、相关操作封装存储。这种数据结构较

好地表达了单个地物的知识结构 ,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系统的知识表达能力。但目前所提出的一

些面向对象模型结构都较为简单 ,特别是空间语

义表达能力不强 ,还不能令人满意 。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 ,针对 RS 与 GIS 一体

化数据结构需要解决的问题 ,以及现有空间数据

结构在实现 RS与 GIS 一体化时存在的问题与不

足 ,笔者提出了一种基于语义网络的空间数据存

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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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语义网络的空间数据存储结
构

　　目前 ,GIS 中的空间数据是一种松散式组织

方式 ,各个地物孤立存储 ,缺乏联系 。遥感解译过

程中往往需要引入专家系统 ,利用 GIS 中的地理

信息和地学知识实现智能解译[ 3] ,GIS 中松散 、无

序的数据组织方式使专家系统信息的获得变得非

常困难 。从 GIS 大量的空间和属性数据中发现

隐藏的丰富的知识 ,一方面用于 GIS 的智能分析

决策 ,另一方面用发现的规律指导对遥感图像的

智能解译 ,并考虑将空间知识发掘系统 、专家系统

与GIS系统有机地结合为一个整体 ,实现 GIS 的

智能化[ 4] 。这都要求 GIS 的数据模型由按目标

存储的数据模型上升为面向语义的数据模型 。

本文提出的基于语义网络的空间数据存储结

构 ,主要是为了解决 G IS 中知识发现与数据挖掘

和数据的有效利用问题 ,使 RS 和 GIS 真正实现

一体化。面向语义的数据模型是在面向对象的数

据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面向对象的数据模

型注重于对目标对象的描述;面向语义的数据模

型强调对象之间的联系 ,它把若干目标之间的语

义关系作为基本的描述对象 ,把地理目标作为语

义环境的组成部分而存在 。

本文提出的基于语义网络的空间数据存储结

构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目标节点 、知识节点 、索引节点三位一体的

存储方式。这种方式有力地加强了 GIS 的知识

表达能力 、智能判决能力和“联想”能力 。

2)空间目标不断聚合 。由多个简单地物组成

一个复杂地物 ,按分辨率大小分层存储 ,从而解决

了不同分辨率遥感图像与 GIS 数据精度不一致

的矛盾 ,同时也自然形成了空间区域概念。

3)建立强有力的空间索引机制 ,描述目标的

相对位置关系 ,表达目标的空间语义信息 。用索

引树表达目标的纵向聚合关系 ,用二维字符串索

引图表达横向的拓扑关系 。GIS可以表达“区域”

和“环境”的概念 ,这对于对某一地区的情况作出

综合评价 ,利用环境对地物的影响来解译遥感图

像是非常重要的 。

4.1　GIS中目标的聚合与分层存储

复杂的目标是由多个简单目标组成的 。GIS

中数据的精度越高 ,它所能识别的最小地物的尺

寸越小 ,对目标的描述越精细。笔者采用面向对

象模型中聚合的概念 ,不断由细小地物聚合成尺

寸更大的复杂地物而形成不同的层次。每个层次

上规定一个最小粒度 ,该层上不会出现比其更小

的地物。

地理目标的聚合应当考虑到反映地物的空间

语义信息。将相关性强 、语义特征明显的一组目

标聚合 ,形成新的节点 。这个节点一方面是形成

更高层次聚合的基础 ,另一方面也是其子地物的

索引节点。在分层存储的结构中 ,父节点中包含

构成它的子地物的索引信息 ,由索引网格和四叉

树编码实现 ,索引网格的大小由该层的最小粒度

决定。节点逐层分裂 ,索引的目标不断细化形成

了一棵索引树 。

聚合形成了区域的概念 ,可以从更高的层次

认识地理目标 ,丰富了 G IS 空间语义的表达。复

合目标的空间数据可以由其子目标的空间数据生

成。复合目标的属性数据 、知识框架并不是其子

目标中数据的简单叠加 ,而是需要经过综合才能

得到的 、新的 、有用的信息 ,它反映了该区域的整

体特征 。这对于加强 GIS的空间分析功能 ,获取

更多的信息 ,辅助遥感解译有着重要意义。例如 ,

在水田与沟渠交错分布的地区 ,通过聚合可以得

到该区域的纹理特征 ,发现二者的分布规律 。

当利用遥感数据更新 GIS 时 ,可以根据遥感

图像的分辨率选择更新的层次 。遥感图像解译过

程中 ,如果在一个层次上难以对地物类型作出判

断 ,可以上升到更高层次 ,借助该区域的整体信息

辅助解译 。

笔者采用 Delphi语言实现了空间数据分层

存储数据模型 ,定义了类 Treg ion 描述“区域” ,

Tregion中的基本属性可以描述为:

Tregion{

Region_ID:LongInt/ ＊区域标号＊/

Layer_ID:LongInt/ ＊所属层号＊/

Sup_Region_ID:Long Int/ ＊所属父区域号＊/

QuadTree_Code:Ttree/ ＊在父区域中的四叉

树编码＊/

/ ＊Ttree为自定义的四叉树结构类型＊/

M inSize:LongInt/ ＊该层所能描述地物的最

小粒度＊/

TopLeft:Tpoint/ ＊该区域左上角边界点＊/

But tomRight:Tpoint/ ＊该区域右下角边界

点＊/

　　/ ＊TopLef t与 But tomRight限定了该区

域存在的矩形区＊/

Sub_Object_Num:Integer/ ＊该区域包含子地

物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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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_Objects:array of Long Int / ＊记录子地物

标号的数组＊/

Index_Tree:TTree/＊用于索引子地物的多

值四叉树＊/

Index_Srings:String s/ ＊描述子地物间拓扑

关系的二维索引字符串＊/

}

在分层聚合存储的数据结构中 ,MinSize规定

了该区域所能描述地物的最小粒度 ,同时规定了

栅格的大小 ,因此不同的区域具有不同的数据精

度。TopLef t与 ButtomRight 限定了区域的空间

范围(一般是 2n×2n 的正方形),该区域的子地物

以此为基准进行四叉树编码 ,建立多值索引四叉

树 ,这样不但有效地缩短了码长 ,而且由于该区域

内子地物较少 ,降低了复杂度 。如果不分区存储 ,

而是对全空间索引 ,一方面地物大小不一 ,数据精

度不易控制 ,另一方面 ,由于地物数目过多 ,使多

值索引四叉树的复杂度大大增加 ,难以实现 。以

安徽省全椒地区的空间数据为例 ,该地区有大小

地物 1 600 多个 ,分层聚合存储后每个区域最多

只需对几十个地物进行索引。

在分层存储的数据结构中还可以加入反映子

地物分布规律的属性信息(如纹理特征等),应根

据不同的区域和遥感解译的实际需要而定。为了

实现属性信息的获取 ,区域的分解与聚合 ,还需在

Tregion中加入相应的对象方法实现有关操作。

4.2　空间拓扑关系的表达

地理目标的拓扑信息对于 GIS 执行分析决

策功能 、辅助遥感分类都有着重要意义 ,因此需要

加强GIS 数据结构对拓扑关系的表达能力。以

往的数据结构在这方面的缺陷主要表现在:①缺

乏描述空间拓扑关系的数学工具 ,只限于用东 、

南 、西 、北等几个有限的方位词表达 ,而地理目标

的实际拓扑关系要复杂得多。 ②GIS图形库虽有

一定的拓扑关系表达能力 ,但从中只能得到与某

一地物直接相邻的地物 ,难以从整体上把握一个

区域的地物分布情况 。在空间数据面向语义的存

储结构中 ,笔者采用二维字符串索引图作为拓扑

关系的表达。

索引图是为了表达地物之间的相对关系 ,并

不代表目标在遥感图像中的实际位置 ,因此不需

要很大的存储量 。例如有 a 、b 、c 、d 四个地理目

标 ,它们之间的拓扑关系可以用栅格图表示 ,如图

1所示。

　　将索引图用二维字符串表示:

(a=d <a=b<c , a=a<b=c<d)

括号内两个字符串分别表示 X 、Y 两个方向上目

标排列的次序 。

进一步化简得到二维字符串的规范表示:

(ad <ab < c , aa <bc <d) (1)

如果同一位置包含多个目标 ,如在原来 d 的位置

上另有一个地理目标 e , d 与 e 重叠 ,则可表示为

(ad∶e<ab<c , aa <bc<d∶e)。也可以从中只

保留部分目标的拓扑信息 ,如果只关心 a 与 c 的

关系 ,可表示为:

(a < c , a < c) (2)

字符串(2)是(1)的子串 ,构造算法验证两个字符

串是否满足子串匹配 ,以此判断二者描述的拓扑

关系是否一致 。可以证明 ,在子串匹配的意义下 ,

索引图与二维字符串意义对应 ,根据二维字符串

可以惟一正确地恢复出索引图及地物间的拓扑关

系。

图 1　a 、b 、c、d 空间位置关系索引图

Fig.1　Index Diagram of the Spatial

　Relative Diag ram for a , b , c , d

　　二维字符串所表示的索引图简洁准确地表达

了地理目标的空间拓扑关系 ,它可以作为事实存

储在节点中 ,描述该节点代表的区域内地物的拓

扑关系 ,当需要利用拓扑信息时 ,可以此为基础推

导 、索引。不同节点存储的索引图可以组合 、细

化 ,从而全面反映地理目标间的拓扑关系。

索引图描述了一个地理目标所处“环境” ,结

合分层聚合形成的“区域”概念 , GIS 具有了相当

强的空间语义表达能力 ,突出了地物之间的联系。

基于 GIS 的学习 、分析 、决策 、知识利用不再局限

于单个地物 ,遥感解译与分类可以充分利用区域

特征与环境特征提高解译精度 。

4.3　GIS 中知识框架的表达

基于语义网络的一体化空间数据结构较好地

表达了语义信息和地理目标之间的联系 ,这些信

息需要有效地组织 ,才能很好地辅助遥感图像解

译。语义网络存储模型是在面向对象模型基础之

上发展起来的 ,地理目标作为一个对象节点封装

存储 ,同时进行数据存储和数据处理。

节点中包含了描述目标空间位置的栅格数

据 、目标的属性信息 ,更重要的是它描述了从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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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中识别该目标所需满足的知识框架 。知识框

架的设计要包含能识别该目标的主要特征 ,例如

光谱特征中要抓住对该目标最敏感的波段 ,把图

像特征与地学特征结合起来 ,特别要注意利用较

为稳定的地理因素(如高程 、土壤类型等)。

节点中要包含推理功能 ,即如何利用自身和

相关节点的属性信息 ,对遥感图像上的目标作出

最终解译。判定一个目标的约束条件有两种:一

是自身属性需满足的条件;二是相邻地物对它的

制约。当需要考虑相邻地物属性时 ,可以通过发

送消息将其他节点激活。

各种信息组织在统一的知识框架之下 ,用于

遥感图像的解译 ,这个统一的知识框架被称为因

素空间。所有影响地理目标识别的因素构成了该

地理目标所在节点的因素空间 ,每一个地理目标

都是多种因素的交点 。图 2描述了水田所在节点

的因素空间。这些因素包括光谱特征 、几何特征 、

海拔 、土壤类型 、相邻地物(如沟渠 、河流)等等。

不同的节点 ,因素空间有不同的维数 ,不同种类的

因素应由不同类型的变量来描述 。例如 ,光谱特

征可以用实数向量来表示 ,土壤类型可以用模糊

集描述 ,符号变量 、几何模板等都可以作为描述因

素的变量 。

所有的因素可以分为两类:①其信息包含在

自身节点内;②其信息要通过激活其他节点来获

得 ,即通过推理进入另外一个因素空间 。

数据的存储与处理封装在同一节点内部 ,一

些因素的信息可以通过节点内部的方法从遥感图

像和 GIS 中直接获得 ,而另一些因素的信息要通

过联想机制获得 。联想函数激活另外一个节点 ,

通过推理从一个因素空间进入另外一个因素空

间。

联想函数可以描述为:

　　S =S(a ,(bi , F i), r(a , b i))

式中 , a 是联想的起点;(bi , F i)是与 a 有关的目

标和因素;r(a , bi)是 b i 与a 的相关强度 。联想

函数根据 r(a ,b i)选择相关的目标和因素并激活

之。索引图像对于联想函数十分重要 ,从中可以

得到不同地物之间的联系 ,根据从索引图像中获

得的先验知识 ,可在限定的范围内找到相关地物。

最终的解译需要综合所有的因素作出判定 ,

每个节点内部都有一个判决函数和一个门限值。

通过调整因素在判决函数中的系数 、门限值和不

同地物间的相关强度因子 ,可以实现 GIS的自动

学习 ,找到不同地物间的语义关系 ,从而达到深层

次的知识挖掘目的。

图 2　水田的因素空间示意图

Fig.2　Factor Space of Paddy Fields

　　完整的知识框架 、较强的空间语义表达能力 ,

不但使 GIS 数据更有利于遥感图像的智能化解

译 ,也为 GIS 、专家系统 、知识挖掘系统的整体集

成 ,实现 GIS 的智能化提供了有力支持 。

4.4　应用举例

本文以安徽省全椒地区为例进行讨论。图 3

为全椒地区基于语义网络的空间数据存储结构

图。

全椒地区按空间语义关系可以分解为龙山地

区 、三湾水库地区等几个子区域存储 ,通过多值索

引四叉树可以找到三湾水库地区所在空间区域。

在三湾水库地区 ,水库 、水田 、旱田 、水坝 、居民区

之间有相互依赖关系。水田分布在水库附近 ,居

民区的确定需要参考水田 、旱田 、水坝所处的位

置。如果需要从遥感图像上确定居民区的存在 ,

首先要从遥感图像上获取光谱信息 ,从 GIS中得

到该处的海拔 、坡度等地理信息。如果不能作出

判断 ,则需要上升到上层节点(三湾水库区域节

点),从上层节点的索引图像中获得周围地物的分

布情况。如果此时水坝 、田地等地物还未确定 ,则

居民区节点的因素空间所需参量没有得到满足 ,

知识框架还不完整 ,需要由联想函数激活其他节

点 ,通过推理进入另外一个节点。

田地 、居民区 、沟渠的纹理特征可以通过属性

综合得到 ,存储在上层节点(三湾水库地区节点),

作为遥感解译的判别依据 。

这样 ,遥感图像的解译不再是局限于单个地

物孤立进行 ,而是以“区域”和“环境”为单位 ,基于

光谱信息 、地理信息 、语义信息的综合来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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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椒地区空间数据语义网络存储结构

Fig.3　Architecture of Spatial Data for the Region of Quanjiao Based on the Semantic Netw 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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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 ration of remote sensing (RS)with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 stem(GIS)is a

hotspo t in the f ield of geog 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A good database structure is impo rtant to

the integ ration of RS and GIS.It would help the complete integ ration of RS w ith GIS , and also

help the know ledge discovery and exploitation.It would be able to deal w ith the disag reement be-

tween the resolution of remotely sensed images and the precision of GIS data.In this paper , a new

database structure storing the spatial data based on semantic network is presented.In this database

structure , the spatial data are stored as raster data wi th space index , so the image processing ca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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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e on the GIS data di rectly.The data are stored hierarchically according to the precision of dis-

tinguishing.Simple objects are aggregated into complex objects.The index tree depicts the rela-

tio nship of aggregation , and the index pictures using 2D strings depict the topology structure of

the objects.The concepts of surrounding and region are expressed clearly , so the semantic content

of the landscape can be depicted well.All the facto rs that affect the recogni tion of the objects are

depicted in the factor space.The factor space provides a uniform know ledge node and index node

are integ rated into one node.This feature enhances the abili ty of system in know ledge expressing ,

intelligent inference and association.The database st ructure benefit s using the information of GI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mo tely sensed image.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RS w ith GIS;database st ructure for integ ration of RS with GIS;ob-

ject_oriented;semantic_oriented;expert sy stem ;spatial data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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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n time , there are many comments about the needed evolution of current day tools like GIS

that are used to integ rate the collection , storage , ret rieval ,manipulation and display of spatial da-

ta.

In this paper , the concepts about the CyberCity and the corresponding technique suppo rts

and typical applications are int roduced.CCGIS , the GIS for CyberCity , is developed by WTUSM

in China.By means of CCGIS , the 3D city model based on DPW ,CAD or GIS data can be created

semi_automatically , and the multi types databases can also be seamlessly integrated.CCGIS includes

not only most of the t raditional GIS funct ions like spatial query , multimedia expression , but also

the real_t ime 3D animation , and so on.As the pilot projects , the applications of CCGIS sof tw are in

CyberShenzhen and CyberShanghai are also presented.At last , some of key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reconst ruction of 3D city model , vast amount of data integ ration and its real_time application

of 3D animation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CyberSpace;CyberCity;GIS;virtual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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