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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口地理信息系统建设模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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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国内外人口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概况 , 简要总结了目前我国建立城市人口地理信息系统的技

术 、数据基础和社会背景 , 初步提出一种建设城市人口地理信息系统的三层结构模式。以广州市的具体情况

为例 ,探讨了人口地理信息系统建设过程中数据选择 、数据库设计 、人口数据仓库的建立 、城市综合数据分析

方法等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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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已于 2000年 11月 1日

在全国展开 ,这次普查对于掌握我国人口具体状

况 、制定 21世纪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意

义。我国政府对人口地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十分重

视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要求“有条件 、有能力

的省市地区可率先建设人口地理信息系统”。随

着政府 、企业和社会对动态的人口及其相关信息

的需求日益强烈 ,以及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飞速

发展和广泛应用 ,中国建立人口地理信息系统已

势在必行 。

人口信息与地理信息相结合 ,不仅能进一步

提高人口信息管理水平 ,而且能开拓人口信息应

用的新途径 ,更好地为研究人口规律 、制定人口政

策以及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等服务。因

此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都在相继研

究和建设与人口普查 、户籍管理制度相适应的人

口地理信息系统 ,其中以美国最为典型 。

1980 ～ 1990年 ,美国人口普查局研制开发了

TIGER 系统(topologically integrated geog raphic

encoding and references , 拓扑综合地理编码和参

考系统), 用于美国 1990 年的人口普查[ 1 , 2 , 3] 。

TIGER系统与统计数据结合 ,广泛应用于银行 、

房产 、电话 、邮购等许多社会领域。实践表明 ,该

系统已在各行业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 ,并

积极地带动了国民经济信息产业化发展 。

日本 、法国 、英国 、加拿大 、丹麦等国家也相继

建立了人口地理系统。在英国 ,地理信息系统被

看作一种必要的人口普查数据后处理分析工具 ,

先后开发研制了 HMSO , SASPAC等人口地理信

息系统[ 2] ,以满足人口制图和分析的需要。

我国在人口信息现代化管理方面也取得了较

大的进步。20 世纪 90年代后 ,我国公安部门已

逐步采用计算机技术代替传统手段管理公安户籍

信息 ,并计划近年内建立覆盖全国的人口信息管

理网络体系。然而目前的户籍人口信息管理系统

还是以统计功能为主 ,不能准确地反映人口的实

际空间分布 ,缺乏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支撑 ,已越来

越难以适应现代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

1　我国建立城市人口地理信息系统
的基础

1.1　技术基础

建立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技术基础主要表现

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广

泛应用。

我国从 1984年开始着手进行地理信息系统

的研究和开发 ,目前已成功地建设了一些大中型

系统 ,如全国 1∶100万基础地理数据库等 ,解决了

一系列技术方法和实际应用问题 ,同时也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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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个优秀国产 GIS 平台软件。我国 G IS 的发

展大致经历了 4 个阶段 , 即起步(1970 ～ 1980

年)、准备(1980 ～ 1985 年)、发展(1985 ～ 1995

年)、产业化(1996年以后)阶段。GIS 已在许多

部门和领域得到成功应用并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

度重视。我国地理信息系统的研究和应用正逐步

形成行业 ,具备了走向产业化的条件。

我国城市大多自 80年代中期即全面开展计

算机的普及应用工作 ,大力倡导和推行办公自动

化 、无纸化办公等信息应用技术;城市规划 、国土 、

公安等许多部门都成立了信息中心并相继推出各

种实用的管理信息系统;网上办公 、电子商务为我

们营造了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的大环境 。当前的

技术背景创造了建立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良好基

础 ,采用信息技术高效地管理和分析人口普查信

息已成必行之势 。

1.2　数据基础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在充分考虑到应用需求

的基础上 ,采用普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 ,抽

取10%的户进行长表的填报 ,其余的户填写短

表。其中短表的内容有 19 项 ,长表的内容包含

49项 ,包括了人口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住宅

情况等丰富的内容[ 4] 。而且 ,我国各个城市都在

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历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各城市

的统计部门还积累了丰富的工业 、商业等社会经

济数据。

近年来 ,各城市的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也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积累了各种比例尺的地形纸

图 、栅格地形图和矢量地形图;还包括各种分辨率

的航空遥感影像图和卫星遥感影像图。以广州市

为例 ,目前已具有现势性良好 、信息全面的全广州

市 1∶1万电子地图 ,该图细分为道路 、居民地 、水

系 、绿化等 30多个图层 ,配合灵活的更新机制 ,具

有很高的应用价值和数据增值能力;而高分辨率

的航空影像和卫星影像 ,不仅能提取丰富的城市

信息(例如污染 、绿化等信息),还是空间数据更新

的重要信息来源 。封二彩图 1至彩图 4所示为广

州市部分电子数据。

1.3　良好的社会背景和政策支持

在我国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遵循从政府

到企业再到社会的规律。如今 ,信息技术的应用

已逐渐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 ,而信息则成为现

代社会最核心的资源 。人口及其相关信息是城市

最基本 、最重要的信息 。人口信息不仅是各级政

府重要的决策依据 ,也是社会各界与日俱增的迫

切需求。

人口普查是和平时期最大的社会动员 ,第五

次全国人口普查更是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受

到全民关注。本次人口普查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

在人口数据的采集 、处理和应用中采用了一系列

新技术和新方法。其中一个重大举措就是计划引

进地理信息系统技术 ,将人口信息与地理信息有

机地结合起来 ,为人口普查数据的应用和社会化

服务开拓广泛空间。

我国建设城市人口地理信息系统已具备广泛

的社会需求 ,更有第五次人口普查的项目背景和

政府支持 ,北京 、上海 、广州等各大城市都已展开

相关的研究和建设工作 ,形成了一种良好的社会

氛围 。

2　城市人口地理信息系统的结构设
计与平台选择

2.1　系统结构设计

依据当前的城市信息化背景和社会需求 ,城

市人口地理信息系统建设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

想 ,即通过人口地理信息系统的建设 ,探索城市综

合数据的现代化管理和应用模式 ,促进城市数据

的高效管理和广泛 、深层次的应用 ,促进城市信息

化发展。

基于以上的系统建设指导思想 ,我们提出城

市人口地理信息系统的三层结构模式 ,即基础数

据层 、数据管理层和分析应用层。根据广州的具

体情况 ,广州市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历史人口普

查数据 、空间数据 、工业调查数据 、公共服务设施

数据等构成基础数据层;人口地理信息数据库和

基于人口信息服务的数据仓库构成数据管理层;

以地理信息系统为平台的应用子系统构成分析应

用层 。图 1为广州市人口地理信息系统的总体结

构框架图 。

图 1所示的系统三层结构中 ,数据管理层包

括人口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及其管理系统 、人口

数据仓库及其管理系统。这种数据管理模式有利

于克服传统数据库管理模式的不足 ,能够高效 、有

序地管理大量庞杂的城市数据(包括历史数据),

而又不影响系统日常事务处理的效率和数据库的

更新能力 。

分析应用层所包括的 4 个子系统中 ,综合服

务子系统包含了基于人口 、地理等城市综合信息

的GIS应用功能(浏览 、查询 、专题制图等);统计

业务子系统是针对人口普查的实施 、数据处理 、信

息服务等具体的统计业务开发的功能系统;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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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子系统则是以人口数据仓库为基础 ,综合应

用联机分析处理 、数据挖掘和空间分析等技术开

发的基于人口信息服务的决策支持系统;网上发

布子系统是以Web GIS 为核心的网站 ,主要进行

人口信息的网上宣传 、咨询 、浏览 、下载 、订购等服

务。

图 1　广州市人口地理信息系统总体框架图

Fig.1　The Structural Map of Census GIS in Guangzhou City

2.2　软件平台选择

不同城市在选择 GIS 平台软件时 ,应考虑系

统的具体建设目标 、已有的数据格式和相关的软

件平台以及自身经济实力等多方面的因素。对于

一些发达城市 ,系统目标定位较高 ,应要求 GIS

平台软件具备良好的开放性和系统集成能力 ,具

有良好的稳定性和管理海量数据的能力 ,因此选

择大型的 GIS 平台软件(如 ESRI 系列)更合适;

而对于其他城市则选择实用 、性能价格比良好的

GIS平台更为实惠。

操作系统建议选用Windows 98/N T/2000系

列 ,便于系统的应用和维护。人口地理信息系统

采用 C/S 的结构模式 ,对于客户端 , 选用 Win-

dow s 98/NT/2000 操作系统;对于服务器 , 使用

Window s N T 作为操作系统。

建议系统采用大型 、高性能的数据库。在 O-

racle , Informix , Ing res和 Sybase 等大型数据库软

件中 ,Oracle数据库是很好的平台选择 ,它不仅在

GIS领域最为流行 ,而且许多城市的人口普查数

据也选用它作为存储和管理平台。但这些大型的

数据库软件也存在不利的方面:价格昂贵 ,维护困

难。因此对于系统建设目标定位不是很高的城

市 ,可以选择 MS SQL Server 等数据库为平台。

3　城市人口地理信息系统建设中的
关键问题

3.1　选择合理的系统数据

数据是信息系统的基础 ,而建立功能强大的

信息系统更要选择和组织内容广泛 、结构合理的

系统数据 。人口地理信息系统与其他信息系统相

比具有自身的特点 ,人口数据的应用十分广泛 ,且

往往与其他社会经济数据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应

用。

城市人口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选择应考虑系

统的综合应用能力 ,但不可能面面俱到 ,需要特别

注重系统的开放性 ,保证将来系统数据内容的扩

充和系统功能的扩展。针对广州市的具体情况 ,

可以优先选择广州市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空间

数据 、适当详细程度的人口历史数据(历次人口普

查 、人口抽样数据等)、工业布局及其他相关数据。

对于城市空间数据 ,全要素的矢量电子地图

是优先的选择 。笔者认为 ,判断地形图是否满足

人口地理信息系统的要求 ,主要应考虑地理要素

与统计信息是否能够有机结合和系统综合应用的

实际需求 ,而不是地形图比例尺越大越好 ,大比例

尺的空间数据可能造成数据量庞大 、数据更新更

困难等不利后果。空间数据的选择还应该综合考

虑城市的空间数据的已有资料的现状 、数据的更

新保障等方面的因素 。

3.2　系统数据库设计

城市人口地理信息系统最核心的部分之一是

人口地理数据库 ,数据库的设计目标是要实现数

据有效 、合理的存储 ,充分满足用户的需求。数据

库的具体设计步骤和方法在许多文献和资料中都

有详细的阐述 ,不再赘述 。在此仅就人口地理信

息系统的特点 ,针对人口地理数据编码方法 、数据

库开放性 、数据组织结构等问题进行概要的讨论。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法》中制定了详细的

普查数据编码标准
[ 4]
,对普查表短表 、普查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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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死亡人口调查表和暂住人口调查表进行系统

的编码 。在此标准下 ,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建库

将采用光电录入的方法 ,建立全国统一的人口普

查数据库 。这一数据库必须和地理信息实现有效

关联 ,才能为人口地理信息系统灵活使用 。实现

数据的有效关联 ,必须在统一的城市坐标系内进

行系统的地理编码(Geocoding),按城市标准电子

地图和普查中绘制的小区图确定各级人口普查单

元的具体范围和地理位置 ,并根据普查区域的具

体情况进行适当的地理综合或细分 。

笔者认为 ,人口普查的编码结果可以作为人

口地理信息系统地理编码的重要参考 ,但不适合

于直接利用。要满足人口地理数据库的开放性和

可扩展性 ,必须充分考虑数据的时序(数据获取时

间)、来源(人口普查 、户籍调查 、计生部门统计等)

以及与相关数据(工业 、商业等数据)的综合利用

等方面的问题 ,在统筹考虑的基础上进行编码。

数据库中各类数据之间一方面必须建立有机联

系 ,便于数据的综合分析和利用;另一方面应保持

相对的逻辑和物理独立性 ,便于数据添加 、卸载和

更新 ,保证系统的高效性和灵活性 。

数据组织结构是数据库设计中的核心问题 ,

要建立高效的人口地理数据库 ,必须探讨高效的

数据组织形式。美国 TIGER文件系统的核心部

分是线状要素文件
[ 1]
(TIGER/Line Files),其内

容主要包括线状特征 、地面标志和多边形。

TIGER文件的数据结构由 3种数据表(零维单元

表 、一维单元表 、二维单元表)和对应于零维单元

和二维单元的索引组成 ,索引采用 B_树结构进行

存储 ,而与 3种数据表相关联的是所有普查数据

表。图 2所示为 TIGER文件基本结构 。

图 2　T IGER文件结构

F ig.2　The Structure of T IGER Files

　　TIGER文件仍是十分值得借鉴的数据组织

形式 ,特别是它利用构建拓扑等手段将许多文件

整合在一起 ,大大提高了数据的分析 、处理以及更

新效率。我们还必须进一步研究目前十分流行的

面向对象的数据组织模式和时间序列(Time Se-

ries)等概念 ,探索适合我国城市人口地理信息系

统建设的数据组织模式。

3.3　人口数据仓库的建立

数据仓库概念提出的意义主要在于建立一种

数据存储体系结构 ,把分散的 、不利于访问的数据

转换成集中 、统一 、随时可用的信息 ,从而可以集

成不同形式的数据 ,并为数据分析产品提供系统

开放性。数据仓库为不同来源的数据提供一致的

数据视图 ,一经与数据挖掘 、联机分析处理等数据

分析方法相结合 ,能使数据得到更充分的利用。

决策支持系统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对决策过程

的支持 ,需要掌握充分的信息 ,从而经常需要访问

大量的 、不同数据源的 、当前或历史的数据 ,即使

得到所需的数据 ,还需要对其中具体的 、细节的数

据进行综合 、总结 、概括 ,而这正符合数据仓库中

数据的特点。建立以数据仓库为核心的综合决策

支持系统 ,将决策支持系统技术与数据仓库技术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必将更大限度地发挥对决策

的支持作用[ 5] 。

人口数据仓库以城市综合数据库为源数据

库 ,按一定的规则进行数据抽取 、清洗 、聚集和转

换后入数据仓库[ 6] 。元数据按一定的标准和分

类规则对数据仓库中的数据进行全面描述 ,支持

数据的有效管理 、开发和应用 。图 3为数据仓库

的建立过程。

图 3　数据仓库的建立过程

Fig.3　The Procession of Da ta Warehouse Building

　　数据仓库的一大特点是面向应用主题 ,基于

城市人口的数据仓库具有广阔的应用领域 ,而数

据仓库的建设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 ,不可能一

蹴而就。每个城市应该根据自身的条件优先选择

一些典型的应用领域(如规划 、工业发展等)进行

研究和开发 ,通过一定程度的探索和积累再扩展

到更广泛的领域。

数据仓库的设计可以采用面向主题的自顶向

下的设计方法 ,即首先确定主题及分析具体应用

主题的需求 ,再选择合理的数据源 ,通过定制的规

则从不同数据源中进行数据的抽取和转换;通过

对不同时间 、不同类型数据的整合以及进行一定

程度的数据分析后获得面向主题的数据集合 。

数据仓库的设计过程同传统数据库设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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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概念模型设计 、逻辑模型设计和物理模型设

计 3个阶段 ,对于面向主题的数据仓库 ,分别对应

数据仓库中的信息包图设计 、星形图模型设计和

物理数据模型设计。

3.4　城市综合数据的分析方法

城市人口普查信息内容十分丰富 ,其应用更

涉及广泛的领域和复杂的相关数据 ,如何将这些

数据变废为宝 ,数据分析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

途径 。封二彩图 5和彩图 6分别为利用效果指标

和效率指标模型对广州市的公共服务设施进行空

间分析和评价 ,为城市规划决策提供有利的依

据[ 7] 。

在本文提出的城市人口地理信息系统结构模

式中 ,数据分析覆盖了整个系统:综合服务子系统

和业务处理子系统主要采用空间分析方法 、统计

分析方法以及两者相结合的方法实现系统的分析

功能;而决策支持子系统以建立人口数据仓库为

中心 ,充分利用元数据技术 、联机分析处理和数据

挖掘技术 ,综合应用决策理论和算法进行数据的

分析处理 。提出这种结构模式旨在探索一套系统

的城市综合数据分析方法 ,充分地分析数据 、利用

数据 。

决策支持子系统也采用三层结构模式:数据

管理层 、数据分析层和用户交互平台。其中 ,数据

库 、数据仓库及共用数据接口是系统的数据管理

部分 ,构成了整个系统的核心与基础 ,为上层应用

提供所需数据;模型库 、方法库 、知识库 、联机分析

处理 、数据挖掘工具 、空间分析构成了数据分析

层 ,各个部分既相对独立又相互配合协调 ,完成用

户需求的分析处理任务;用户交互层即可视化工

具 ,主要包括问题分析与综合 、查询分析 、管理维

护等功能 ,实现用户与系统的动态交互 。

4　结　语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其应

用领域日益广泛 ,而人口地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在

我国还是一个新课题 ,许多问题亟待进一步的探

索和解决;国外成熟的技术值得我们借鉴 ,但不能

完全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目前我国的许多城市

都已结合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 ,展开了城市人口

地理信息系统方面的研究和建设工作 ,各城市 、各

个研究部门应该加强合作与交流 ,共同创建一流

的人口地理信息系统 ,服务于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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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ensus data is not only useful for the w hole country , but also valuable to the local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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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ven to the private sectors.If w e use some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the 5th Na-

tio nal Census ,we will make the Census information mo re valuable and useful.Now ,GIS technolo-

gy is commended to deal with demog raphic problems in China.We are very familiar with GIS

technology ,but w e did litt le in Census area.We should do some application research on Census

GIS immediately .

　　Firstly , this paper int roduces the application background of Census G IS around the w orld.

Now , there are many successful system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 such as TIGER in USA ,HMSO in

England , etc.All these sy stems are very helpful for us to develop our ow n Census GIS.In recent

years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China , and many cities have prepared abun-

dant digital information , such as digi tal maps ,Orthophotos , data on industry , etc.There are good

conditions to develop Census GIS in many cities , especially in metropolises in our country .

Secondly , a three_layer st ructure for Census GIS designing is proposed , which are the data

layer , the management layer , and the applicat ion layer.As a typical example , Guangzhou city is

picked up in this paper.①The data layer in Guangzhou Census GIS includes some typical integ rat-

ed urban data(about Census , indust ry , terrain , etc.).②Census database and data w arehouse based

on integ rated data are comprised in the management layer.③Four application systems(for inte-

g rated application , for demog raphic task , for decision support , and for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based on Internet)are included in the third layer.

Finally , three issues on Census GIS implementing are discussed in brief.①Be sure to find an

eff icient w ay to manage the integrated data ,be sure to choose a uniform geog raphic coordinate sy s-

tem and an effective geocoding method.②To build a data w arehouse based on integrated urban

data , then develop a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DSS)based on the data w arehouse.③To use some

useful analysis tools such as on_line analy sis process(OLAP),data mining (DM), and spatial anal-

y sis , etc.

Key words:Census GIS;data w arehouse;data analy 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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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 irst 90 kilometers along the traverse route , ice flow info rmation of this route w as not avail-

able.It is suggested that all of the GPS points be re_occupied and additional 4 to 7 GPS points be

interpolated averagely along the f irst 90 kilometers t raverse route in the future t raverses.

Key words:Antarctic inland ice_sheet t raverse;Dome_A;GPS;ice f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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