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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GIS 概念数据模型直接反映了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理解 , 本文分析和总结了早期和近期几种 GIS 数

据模型的特点 ,并对 GIS 表达的地理空间进行了重新理解 ,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整体 GIS 数据模型设计的几个

要点 ,并给出了一个简要的整体 GIS 数据模型。

关键词:拓扑关系;层;地理空间;整体数据模型

中图法分类号:P208

　　GIS作为一种信息系统 ,是以现实世界为研

究目标 ,以计算机内部的二进制数字世界作为存

储载体的。它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理解 ,经过一

系列处理后变成数字形式存储在计算机中。现实

世界极其复杂 ,一方面人们希望 GIS 包含充足的

数据 ,另一方面又期望从中能方便地选择所需要

的相关数据而撇开其他兴趣不大的数据[ 1] 。

这就要求人们以一种高效的数据组织方式 ,

将两方面的要求兼顾 ,既尽可能地包含信息(包括

对未来潜在有用的信息),又能方便快速选取 。在

这其中 ,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理解及其表达 ———

GIS的数据模型(概念 、逻辑和物理数据模型)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现实世界到计算机系统 ,

人们首先要做的是概念数据模型的建立 。概念数

据模型反映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与理解 ,是

从现实世界到人类大脑世界的映射 ,对后期 GIS

的建设起着先导性作用。概念数据模型不依赖于

具体的计算机硬件和软件 ,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

抽象的组织和表达。

1　两种典型的 GIS数据模型

1.1　拓扑关系数据模型

早期的商品化 GIS软件大都采用了以“结点

—弧段—多边形”拓扑关系为基础的数据模型 ,这

种数据模型称为拓扑关系数据模型 。在拓扑数据

模型的基础上 ,一些软件将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

分开存放 ,如 8.0版以前的 Arc/ Info 将位置坐标

数据存放在文件系统中 ,而将拓扑属性和其他属

性存放在关系数据库系统的二维表格中;另一些

软件将坐标数据和属性数据统一存放在关系数据

库的各种表格中 ,一条记录对应一个点 、线或面类

型的几何要素(不一定为完整独立的地理要素)。

拓扑关系数据模型以拓扑关系为基础组织和

存储各个几何要素 ,其特点是以点 、线 、面间的拓

扑连接关系为中心 ,它们的坐标存储具有依赖关

系。如图 1所示。该模型的主要优点是数据结构

紧凑 、拓扑关系明晰 、系统中预先存储的拓扑关系

可以有效提高系统在拓扑查询和网络分析方面的

效率 ,但也有以下不足。

1)对单个地理实体的操作效率不高。由于

拓扑数据模型面向的是整个空间区域 ,强调的是

各几何要素之间的连接关系 ,对具有完整 、独立意

义的地理实体作为个体存在的事实没有足够的重

视 ,因此增加 、删除 、修改某一地理实体时 ,将会牵

涉到一系列文件和关系数据库表格 ,这样不仅使

程序管理工作变得复杂 ,而且会降低系统的执行

效率 。

2)难以表达复杂的地理实体。由于拓扑关

系组织的要求 ,一个完整的简单实体在拓扑关系

模型中有时需要被分解为多个几何要素 。复杂地

理实体由多个简单实体组合而成 ,自然也常常被

分解 。拓扑数据模型的整体组织特性注定了它不

可能有效地表达这一由多个独立实体构成的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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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体。

3)难以实现快速查询和复杂的空间分析。

由于在拓扑数据模型中 ,地理实体被分解为点 、

线 、面基本几何要素 ,存储在不同的文件和关系表

中 ,因而凡涉及到独立地理实体的操作 、查询和分

析都将花费较多的 CPU 时间 ,在大区域的复杂空

间分析方面表现尤为明显 。

　　4)局部更新困难 ,系统难以维护与扩充 。由

于地理空间的数据组织和存储是以基本几何要素

(点 、弧段和多边形)为单元进行的 ,系统中存储的

复杂拓扑关系是 G IS 工作的数据基础 ,当局部一

些实体发生变动时 ,整层拓扑关系将不得不随之

重建 ,因而这样的系统在维护和扩充方面需要更

多的精力 ,并且容易出错 。

1.2　面向实体的数据模型

这里称为“面向实体” ,是为了强调这种数据

模型是以单个空间地理实体为数据组织和存储的

基本单位的。

与上述拓扑模型相反 ,该模型以独立 、完整 、

具有地理意义的实体为基本单位对地理空间进行

表达。在具体组织和存储时 ,可将实体的坐标数

据和属性数据(如建立了部分拓扑 ,拓扑关系也放

在表中保存)分别存放在文件系统和关系数据库

中;也可以将二者统一存放在关系数据库中(可以

将坐标数据和属性数据放在同一个表中 ,也可以

将二者分成两个表 。ESRI 公司 SDE 的存储模式

是分成 4个表格 ,它还增加了一个 Layers表和一

个空间索引表 。Layers表位于服务器端 ,用于层

的管理和维护;空间索引表(服务器端)采用网格

索引 ,用于实体的快速搜索)。

面向实体的数据模型在具体实现时采用的是

完全面向对象的软件开发方法 ,每个对象(独立的

地理实体)不仅具有自己独立的属性(含坐标数

据),而且具有自己的行为(操作),能够自己完成

一些操作 ,如图 2所示 。虽然面向实体的数据模

型在内部组织上可以按照拓扑关系进行 ,但是作

者这里所说的模型强调对象的坐标存储之间(尤

其是面与线的坐标存储)不具有依赖关系 ,这是它

与拓扑关系模型的本质不同。该模型能够很好地

克服拓扑关系数据模型的几个缺点 ,具有实体管

理 、修改方便 ,查询检索 、空间分析容易的优点 ,更

重要的是它能够方便地构造用户需要的任何复杂

地理实体 ,而且这种模式符合人们看待客观世界

的思维习惯 ,便于用户理解和接受 。同时 ,面向实

体的数据模型自然地具有系统维护和扩充方便的

优点 。

图 1　拓扑关系数据模型

Fig.1　Topological Relation Data Model

图 2　面向实体的数据模型

Fig.2　Entity_o riented Data Model

　　这种模型是当今流行 GIS 软件采用的最新

数据模型 ,但也有如下一些缺点。

1)拓扑关系需临时构建。由于面向实体的

数据模型是以地理实体为中心的 ,并未以拓扑关

系为基础组织 、存储地理实体 ,表达地理空间 ,因

此拓扑关系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 ,而是在需要时

才临时导出 ,这需要消耗一定的系统资源。

2)动态分段 、网络分析效率降低 。在结点—

弧段—多边形拓扑关系链中 ,显式的拓扑表有 4

个:结点 —弧段表 ,弧段—结点表 ,弧段 —多边形

表和多边形 —弧段表 。有了这 4个关系表 ,就能

直接查找任意结点 、弧段和多边形的拓扑属性 ,便

于进行动态分段和网络分析等其他与拓扑关系有

关的拓扑分析 ,基于拓扑数据模型的 GIS可以很

方便地做到这一点。但由于将 4个拓扑表全部存

储会使系统的空间开销成倍增大 ,因此一些软件

只存储其中 2 个(如早期的 Sy stem 9版本)或将

弧段—结点 、弧段—多边形表合二为一(Arc/ Info

8.0以前版本),被隐含的表可由显示存在的表导

出。即便这样 ,基于拓扑数据模型的 GIS在涉及

拓扑关系的查询和分析上仍然有较高的效率 ,而

面向实体的数据模型由于要根据需要临时构建拓

扑关系 ,自然会使拓扑查询和分析的效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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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构建好的拓扑关系可存放起来 ,供以后使

用。

3)实体间的公共点和公共边重复存储。由

于面向实体的数据模型是以地理实体为基本单位

进行数据组织和空间表达的 ,对每一个地理实体

都进行完整存储(存储到点一级),在存储坐标时

是各对象独立存储 ,不再依赖其他对象 ,那么就必

然会导致实体间共有的公共点和公共边重复存

储。

4)难以将管理 、分析和处理定位到几何要素

一级。几何要素是指点 、弧段和多边形等简单图

形 ,有时构成同一实体的各个几何要素之属性差

别较大(例如组成一块宗地的各边面积不一样 ,某

一交通闭合环路的组成道路类型不一样等),需要

在地理实体的下一级 ———几何要素一级上进行处

理。拓扑数据模型可以直接进行处理 ,而面向实

体的数据模型则需要首先对相关地理实体进行定

位 、分解 ,因而降低系统在这方面的性能 。从本质

上分析不难得到 ,由于该种模型认为组成同一实

体的几何要素之属性相同 ,因而忽略了几何要素

间的属性差异 ,从而导致在系统存储和处理机制

上难以定位到几何要素一级。

1.3　两种模型的共有缺点

1.3.1　两种模型中的层不能很好地满足客观世

界的整体特征要求

早期的 GIS 和现在流行的 GIS 都是将地理

特征表达为带有分类属性的几何对象 ,然后以层

(layer)为概念组织 、存储 、修改和显示它们 ,分层

几乎成了 GIS 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基本特征 。

GIS的分层思想给地理对象的管理带来了极

大的方便 ,在实际应用中已广为开发者和使用者

接受 。但是 ,在真实的客观世界中 ,用户感知到的

地理现实世界是一个个地理实体 ,如道路 、建筑 、

山和种族移民区域等 ,而不是数据层 ,所设计的数

据模型应该能直接反映这种感知[ 2] 。分层概念

是根据人们已有的认识和经验对客观世界进行硬

性分割的 ,也许能够较好地满足一时的要求 ,但很

难保证未来新的应用提出的新要求能得到有效的

满足。因此 ,为一种目的进行的分层体系很难满

足另外其他的目的 ,从而使系统的通用性降低。

而且分层概念使得本来联系紧密的地物分开存

储 ,复合操作和分析时效率低下。

总之 ,GIS中的叠置分层概念根据僵硬的边

界将现实世界划分为一系列的覆盖层 ,这些分类

并不能完全充分地反映现实世界。与照片比较起

来 ,其信息损失很明显
[ 3]
。但分层对 GIS的数据

组织和信息提取都很有帮助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 ,

还需要进一步思考 ,下文的整体数据模型也将对

此讨论。

1.3.2　忽视地理实体之间的语义关系

传统 GIS 主要侧重表达地理特征的几何成

分 ,其语义关系和内部关系往往被忽视 ,这一缺陷

大大影响了 GIS 的空间分析能力
[ 3]
。这就使建

成的 GIS 成了功能层次较低的空间数据存储和

管理系统 ,难以进行较高层次的空间分析和直接

提出决策方案 。笔者以为 ,语义关系的忽视实际

上是对一部分地理现象规律的忽视 。因为 ,所有

的地理空间实体都分布在一定的地理系统中 ,其

地理性质的相互关系形成了空间的分布 、形式 、结

构和规律等方面的内涵
[ 4]
。所以 ,对于相互关系

(包括语义关系)的忽视自然是对地理本质规律的

忽视。另外一点是 ,现实世界里有一些对象虽然

在空间上并不相关 ,但它们在实际生产和生活中

具有很强的联系 ,部分是因为人的活动使它们具

有了紧密的逻辑联系 ,如居民区与飞机场 、研究所

与野外试验场等。忽视语义关系会使我们在已有

的认知水平上对原本为有机整体的地理世界进行

僵硬的分割 ,从而导致基于这种认识的 GIS在复

杂的 、深层次的空间分析上显得被动。

1.3.3　传统数据模型不足以表达一些较特殊的

地理现象

传统数据模型不足以表达一些较特殊的地理

现象 ,模糊对象和不确定对象的表达没有得到足

够重视(传统 GIS 用二值逻辑来处理大多数问

题),它用两种相反的地理数据模型来模拟自然现

象:精确的对象模型和连续的场模型[ 5] ,也有人

分别称它们为基于对象的模型和基于域的模

型
[ 4 ,6]

。精确的对象模型有明确的空间边界 、拓

扑关系和明确定义的属性集;连续的场模型被认

为是连续的场 ,常常用在时空域连续变化的光滑

数学表面来表达。这两种模型是对现实世界的两

种极端抽象。许多研究表明 ,被制成图的土壤单

元的内部属性不一定均一 ,不同的土壤单元之间 、

地质单元之间和植被单元之间常没有明晰的边

界。也有研究表明 ,被制成图的连续的场有时被

突然的不连续中断[ 5] 。这些都说明 ,传统的精确

对象模型和连续的场模型在地学表达上并不充

足 ,从而可能导致信息损失。

2　理解地理空间

GIS在模拟空间过程和空间相互作用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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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显得力不从心 ,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 GIS

现有的数据模型缺乏对地理空间的真正描述[ 7] 。

另外 ,空间分析是 GIS 区别于其他一切系统的独

特功能 ,GIS 处理的基础是地理空间。由于“地理

空间”概念的理解将直接渗透到 GIS 的数据模型

和空间分析处理中 ,因此 ,对地理空间的概念有一

个较为深入的研究和理解是完全必要的 。

2.1　地理空间

笔者认为 ,由于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层空间

分布规律的科学 ,因此地理学的空间是一个定义

在地球表层目标集上的关系。在目标之间有无数

种关系 ,物理距离只是这些关系中的一种度量;定

义一种关系就自然定义了一种空间 ,而这个空间

又是和几何关系联系在一起的 。并且 ,几何关系

是所有这些关系中的基础关系 。也许正因为如

此 ,今天大多数的 GIS 都强调空间位置和拓扑关

系。也就是说 ,地理空间是一个相对空间 ,是一个

目标组合排列集(这些目标具有精确的空间位

置),强调宏观的空间分布和目标间的相关关系

(关系以各单个地理目标为联结的结点或载体)。

拓扑关系是其中的一种 ,同时地理空间若想精确

定位于地球上 ,还必须承认它有欧氏空间基础 ,有

相对于地球坐标系的绝对位置 。这样 ,通过地理

空间和欧氏空间的统一 ,将地理现象的宏观特性

和空间位置的精确特征紧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其中 ,宏观特性主要体现在地理对象之间的拓扑

关系与非拓扑关系(通过数据模型体现)上 ,其载

体则是具有精确位置 、起着联结结点作用的那些

单个地理空间对象(通过单对象的数据结构体

现)。

2.2　地理空间的三维特征

地理空间在本质上就是三维的 。在过去的几

十年里 ,二维制图和 G IS 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

使得不同领域的人们大都无意识地接受了将三维

现实世界 、地理空间简化为二维投影的概念数据

模型 。应用的深入和实践的需要渐渐暴露出二维

GIS简化世界和空间的缺陷 ,现在 GIS 的研究人

员和开发者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地理空间的三维本

质特征及在三维空间概念数据模型下的一系列处

理方法 。若从三维 GIS的角度考虑 ,地理空间应

有如下不同于二维空间的三维特征:1)几何坐标

上增加了第三维信息 ,即垂向坐标信息;2)垂向坐

标信息的增加导致空间拓扑关系的复杂化 ,其中

突出的一点是无论 0D 、1D 、2D 还是 3D 对象 ,在

垂向上都具有复杂的空间拓扑关系;如果说二维

拓扑关系是在平面上呈圆状发散伸展的话 ,那么

三维拓扑关系则是在三维空间中呈球状向无穷维

方向伸展;3)三维地理空间中的三维对象还具有

丰富的内部信息(如属性分布 、结构形式等)。

2.3　地理空间的多尺度特征与时变特征

事实上 ,上面所说的地理空间隐含了一个空

间尺度概念 。如果 GIS 涉及到的地理空间强调

宏观的整体结构研究及粗略的拓扑关系 ,那么 ,这

个隐含的尺度是一个大尺度;反之 ,若应用目的强

调绝对位置及精确的拓扑关系 ,那么这个尺度就

是一个小尺度 。在地理时间尺度上也是如此 。地

理空间尺度 、范围 、时间尺度 、时间范围均是与具

体研究的地理区域系统的地学问题有关 。不同的

地学问题有不同的地理空间和地理时间[ 8] 。因

此 ,在 GIS中可能需要两种坐标空间:一种是位

置及拓扑相对精确的空间(简称精确空间);一种

是着重关注宏观地理现象的粗略的空间(简称粗

略空间),这意味着作为基础的精确底层地理数据

库应该有派生多种比例尺数据的能力 ,这样就为

GIS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多尺度分析打下了基

础。

3　面向对象的整体数据模型

前述对地理空间概念的理解 ,只有用面向对

象的方法表达地理世界 ,才能使做出来的 GIS 符

合人的思维习惯 ,因此这里的整体数据模型并不

是对上面“面向实体的数据模型”的否定 ,而是在

它基础之上的进一步发展 ,两种模型可以认为是

统一的。面向对象的整体数据模型除了具有面向

实体模型的优点 ,能够很好地克服拓扑关系模型

的缺点外 ,还具有自己独有的特征。它不仅要求

将地理世界以实体为单位进行组织 ,而且要求将

客观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看待 ,即每一个实体不仅

具有空间位置属性和空间上的联系 ,更重要的是

它与其他实体还具有逻辑上的语义联系。另外 ,

它还具有时间属性 。具体说来 ,面向对象的整体

数据模型有下面几个要点 。

1)将地理空间按照人的思维方式理解为基

于目标的空间 ,地理空间是一个定义在地球表层

目标集上的关系。

2)从整体论的角度出发考虑地理空间 ,除了

要研究对象的几何位置及拓扑关系外 ,还要重视

研究对象间的语义关系 ,时间 、属性 、空间三种属

性在对象里处于并列或同等重要的地位;可以把

整体数据模型中的地理实体称作“特征” ,这里的

特征概念强调其与其他特征的有机联系(时间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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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语义上的关系),是整体中的一分子 。

3)整体数据模型虽然要求将客观世界作为

整体看待 ,但在执行具体的数据组织时也需要对

众多的地理实体进行分层 。分层是基本的和必要

的 ,但由于为一种目的进行的分层很难满足另外

的需求 ,因此重要的不是提供一种通用的分层 ,而

是对方便地加入 、删除对象等维护层的操作予以

足够的支持。复合图层含有不按对象维数分层的

含义 ,能够很好地体现客观世界的整体特征 ,为不

同层中的关联对象或用户感兴趣的不同类型对象

提供了一个集中存储与交互的独立空间 ,整体数

据模型尤其应该增强复合图层的功能 ,使用户能

够自由地加入 、删除 、修改 、查询任意类型(点 、线 、

面和复杂实体)的地理实体 ,同时能够进行强大的

空间分析 。

4)虽然传统的 GIS 数据模型常将基于对象

的模型用矢量结构表达 ,而将基于场的模型用栅

格结构表达[ 5 ,9] ,其实可将对象和连续场这两种

看似对立的模型统一在特征和特征集合的概念

中 ,也可将不确定性与模糊性归属在特征的属性

集中 。面向对象的方法作为一种框架不仅可以描

述基于对象的模型 , 也可以描述基于场的模

型
[ 9 ,10]

。笔者建议 ,在实现上可构建场对象 ,场

对象的内部结构与一般的实体对象有较大不同。

一个场是一个对象 ,其中的元素都具有相同属性 ,

分布上也是紧密关联 。对场的查询实质上是对场

对象的查询 ,因为对其内部元素进行查询的意义

不大 。

5)空间对象是处在三维空间中的 ,并具有多

尺度特征 。

综合上述分析 ,笔者为面向对象的整体 GIS

设计了一个简要的数据模型 ,如图 3所示。

一个对象 语义关系:通过对象的属性体现
↑

Object ID
　位置:基础几何信息

(坐标独立存储 ,部分对象含高程)
　属性:对象名字

整体时间
其他属性

语义关联关系

聚集关系

联合关系

其他关系…

※

※

※

※

对象 1

对象 2

对象 3

对象 n …

可
以
处
在
不
同
图
层
中

↑
对象间的拓扑关系

↑ ↑ ↑
对象 1 对象 2 对象 n …

※

可以处在不同图层中

图 3　面向对象的整体数据模型

Fig.3　Object_o riented Holistic G IS Data Model

4　结　语

数据模型是 GIS的灵魂和关键 ,为了使开发

出的 GIS 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地理空间 ,能够较好

地满足GIS用户各方面的需要 ,本文分析和总结

了早期和近期 GIS 几种数据模型的优缺点 ,并对

地理空间进行了重新理解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整

体GIS数据模型设计的几个要点 ,并给出了一个

简要的数据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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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Conceptual Data Model of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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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ceptual data model of a GIS direct ly represents people' s understanding of the

ex ternal w orld.Current ly , all kinds of GIS data model can be generalized to two types:Topologi-

cal Relat ion Data Model and Entity_oriented Data Model.These tw o kinds of conceptual data mod-

el have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respectively.

Topological relation data model has such advantages that st ructure is compact , topological re-

lation is explicit , and i t is efficient in netwo rk analysis and topological query ,but has also some dis-

advantages:①being inefficient to operate one complete geog raphical entity ;② being unable to

eff iciently represent complex geog raphical enti ties;③being dif ficult to query those complete geo-

g raphical entit ies;④ being difficult to update local geographical region and maintain GIS soft-

ware.

Compared to Topological Relation Data Model , topological relat ion is not a basis of data orga-

nization any more , and topological geometric elements are no t also used as basic units of data stor-

age and operation.Entity_oriented data model organizes data based on complete and independent

geographical objects w ith realistic sense.It has many obvious advantages:that it is easy to man-

age ,query and modify entities , easy to make spatial analyses and ef ficient to represent those com-

plex geog raphical entities , and i ts data o rganization mode f its the manners people observe the ex te-

rior wo rld and users can naturally understand and accept it.At the same t ime ,based on this mod-

el ,GIS sof tw are is easily maintained and expanded.Nevertheless , it has some disadvantages:①

Topological relat ion needs to be built according to actual demands;② It is inefficient in dynami-

cally section and network analy sis;③Those common points and arcs w ill be repeatedly sto red;④

Operations can only be done on those complete geog raphical entities and are unable to be efficient-

ly executed on the level of geometric elements.

These two kinds of data model have some common disadvantages:①Their layers cannot sat-

isfy the holistic feature requirements of the objective world;②They do no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semantic relation betw een two objects;③They can not efficient ly represent fuzzy and uncertain

phenomena.

　　To represent the objective wo rld bet ter , this paper gives a new understanding of geog raphical

space:①Geog raphical space is one relative object_based space and one geog raphical object g roup;

②Geographical space is one 3D space;③Geographical space is one temporal and multi_scale

space.Based on the new understanding , the authors present five impo rtant points of designing

holist ic GIS data model.① Geog raphical space must be represented as one geographical object

g roup according to object _oriented thinking .②Semantic relation betw een objects should be paid

(下转第 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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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s in classifying the relative drought occurrence levels and in studying the distribution

of drought occurrences.There are different levels of drought occurrences in the Plain.The bound-

ary betw een the Plain and Qing ling M ountain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south of the studied area ,

was clearly show ed in the VTCI image.There was a st rip area just to the no rth of this boundary

w ith relatively heavy drought occurrence w here V TC I values w ere less than 0.4.The o ther cen-

tralized heavy drought occurrence areas w ere the area at banks of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 the area

around Chengcheng county w hich is located in the Weibei tablelands , and the area to the north of

Yangling city.The scat tered drought occurrence pixels can also be found in the study area.In Gen-

eral , the monitoring results w ere acco rded with soil surface (0 ～ 10 cm)moisture distribution

w hich was simulated by using soil real thermal inertia model developed by the authors.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drought index , robust methods have to be found to enable est imation of the

V TCI parameters for a long t ime series of data , and the index should be tested in mo re dryness ar-

eas.

Key words:vegetation_temperature condition index;drought monitoring;normalized dif 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OAA_AVH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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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at tention , and geometric , at tribute and time information in GIS should be handled w ith same

impo rtance.③Holistic GIS data model has to give more functions to lay er (especially to com-

pound layer)such as adding and removing geog raphical object ,query and spatial analysis , etc.④

Object model and field model can be unified with object_oriented method.⑤A part of geog raphical

objects , must have 3D information such as elevation value.

As a result , one design of holistic GIS data model is presented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Key words:topologic relation;layer;geog raphical space;holist ic GIS data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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