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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 GIS 中专题属性数据综合的若干问题 , 分析了专题属性数据综合与空间几何数据综合的区别

和联系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GIS 中实现专题属性数据综合的两种模式 ,并探讨了实现专题属性数据综合的基

本思想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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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S中地理数据包括了空间数据 、非空间的

专题属性数据 、时间数据 ,用于描述自然地理现

象 、社会经济现象和人文地理现象等 。其中专题

属性数据又分为定性数据和定量数据。定性数据

用于描述地理现象的质量特征 ,突出反映现象间

质的差别 ,如描述土壤类型 、行政区划名称等;定

量数据描述地理现象的数量特征 ,如降雨量 、人口

数等。目前 ,地图界和 GIS界的数据综合主要是

针对普通图和空间数据进行的 ,而且已经发展了

比较完备的综合思想 、综合模型 、综合算法以及综

合系统 ,而对于专题属性数据的综合一般集中在

定性数据综合的研究上。从地图学的角度讲 ,定

性数据一般用于制作类型图或区域图 ,如土壤类

型图 、植被类型图 、行政区划图等。许多学者称这

种数据为类型数据或分类数据 ,而且利用矢量模

型 、栅格模型以及矢栅混合模型来实现这类数据

的综合(Su , et al , 1997;Jaakkola , 1998;Muller ,

1992;Berg , 1998;Peter , 1999)。

类型数据或分类数据是专题属性数据的一个

重要类型 ,它多用于描述呈面状分布的不同类型

地理现象的分布状况 。这类地理现象一般存在从

高级分类到低级分类 ,或者是从详细分类到粗略

分类的分类体系 。随着比例尺缩小应用需求 ,依

据一定的约束规则 ,进行类型的转换 、图形的合并

和化简等操作来实现数据综合 。除了类型数据的

综合之外 ,定量数据的综合也是专题属性数据综

合需要解决的问题。定量数据的一个重要来源是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一般以单个建筑物 、某个行政

区域 、街区 、邮政分区为单位统计 ,如建筑物中居

住人口数 、教育状况 、水电消耗 、疾病发病率 、劳动

就业状况 、人均月收入等统计信息。随着比例尺

缩小或研究区域的扩大或研究时间跨度的变化 ,

需要从上述原始的统计数据中利用适宜的数学模

型推算出满足条件的专题数据 。这可改变数据的

详细程度 、精度 、分辨率 、时间间隔 ,所以也属于数

据综合的一种 。

1　GIS中专题属性数据综合

专题数据的综合是指在科学研究综合问题以

及所涉及的专题内容要素特征的基础上 ,对专题

数据加以处理 ,抽取最重要的要素 、对象的基本轮

廓 、主要特征和基本规律(邬伦 ,2001)。专题数据

综合围绕着几何性和地理性两方面进行 。在几何

性方面综合主要表现为专题属性数据所描述的地

理实体的选取及其图形轮廓的化简 ,这一点实质

上与空间数据的综合是类似的 。专题属性数据综

合的地理性方面的综合则要复杂很多 ,因为 GIS

中专题属性数据类型多种多样 , GIS 在不同领域

研究的专题内容也各不相同 ,专题属性数据处理

手段也千变万化。它一方面要保持专题属性数据

与空间数据的对应关系 ,另一方面根据专题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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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合适的数学模型处理数据 ,也有可能对多种

已有的属性数据进行联合运算推导出新数据以反

映地理实体的特征。

1.1　专题属性数据综合与空间数据综合的关系

张克权等(1991)总结了专题地图制图综合的

基本特点 ,并比较了专题图综合和普通图综合的

区别。其中的某些特点也适用于 GIS 环境下专

题属性数据的综合 。事实上 , GIS 数据录入过程

就是对客观世界的首次综合 ,因为不可能观察地

理世界的所有细节 ,所以 GIS数据只能是在一定

尺度或一定详细程度条件下反映地理世界的主要

信息。除此之外 ,就是在数据录入 GIS 数据库之

后 ,根据需要进行的数据综合。专题属性数据综

合与空间数据综合有着密切的关系 。

1)从综合动因来讲 ,空间数据的综合一般是

由于比例尺缩小造成数据表达空间缩小 ,为了在

有限的空间合理表达空间数据 ,反映研究区域的

主要特征而进行的。而专题属性数据的综合不仅

仅是由比例尺变化引起的 ,很多时候是由专题内

容的变化导致的 。比如原始数据记录了某区域各

个图斑的土壤类型(如红壤 、砖红壤 、黑壤 、黄壤 、

沙地等)。某应用需要研究哪些土壤肥沃适宜种

植农作物 ,哪些土壤不够肥沃不宜种植 ,它并不关

心土壤的具体类型 ,所以要根据土壤类型和种植

适宜性状况来确定每个图斑的土壤肥沃与否 ,也

就是对数据进行了重新分类。此外 ,改变属性数

据的统计时间跨度也是导致综合的原因之一 。

2)专题属性数据综合和空间数据综合处理

的对象不同 ,或者说是两者研究的重点不同 。空

间数据综合着重针对地理实体的选取 、空间位置

冲突的化解 、轮廓图形的化简;而专题属性数据综

合主要是针对描述地理实体的质量与数量特征数

据进行重新组合 、重新分类 、重新分级等 。综合对

象的不同势必导致综合方法 、步骤的差异。

3)两者遵循的约束条件不同。空间数据综

合主要遵循图形约束条件 ,为了保持图面的合理

表达 ,需要根据人眼分辨能力控制最小图斑的面

积 、最短线条的长度 、对象间的最小距离 。而专题

属性数据综合除了图形约束条件之外 ,更重要的

要遵循应用需求约束条件 、统计约束条件 、地理现

象自然发展规律约束条件 、社会经济约束条件 、政

策法规约束条件等。在每次综合中不一定要考虑

所有的约束条件 。同样的数据在不同约束条件下

综合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

4)在综合程度上 ,空间数据综合对各要素的

综合程度是同等要求的 ,专题属性数据的综合可以

不同 ,对专题内容要素 ,综合程度可以较小 ,尽量保

留详细信息 ,而对于其他与专题内容相关的补充要

素 ,综合程度可以较大 ,保留其主要特征即可。

除了上述差别之外 ,专题属性数据综合和空

间数据综合在诸多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 。

1)从综合起因来讲 ,两者可以成为彼此发生

的起因。随着比例尺的缩小 ,空间数据经过选取 、

删除 、合并等综合操作生成新的空间对象 ,这必然

使得描述原始空间对象特征的专题属性数据不再

代表新的空间对象的特征 ,从而专题属性数据也

必须经过选取 、删除 、重新组合或其他运算才能适

应空间对象的变化 。同样专题属性数据的变化 ,

也将导致空间数据的变化 ,比如上述有关土壤类

型重新分类的例子 ,重新分类的结果必将导致许

多相邻图斑属于土壤肥沃一类或不肥沃一类 ,根

据地图规则 ,这些相邻图斑的公共边界必须被删

除。从这一点看来 ,专题属性数据综合和空间数

据综合在某些情况下是相辅相成的 。

2)从数据综合的过程来讲 , GIS 环境下两者

往往需要交互进行 ,才能得到科学的综合结果。

如果数据综合的结果是专题地图 ,那么地理地图

的产生就是空间数据综合的任务。对于类型数据

而言 ,专题属性数据与空间数据共同描述了某类

型的地理现象的空间分布状态 ,这种情况下很难

区分两种数据的综合 。专题属性信息的重新分类

必将导致空间数据的变化 ,空间数据的变化又进

一步诱发属性数据的变化 。所以在整个数据综合

过程中 ,专题属性数据综合和空间数据的综合交

互进行 ,相互影响 ,共同完成综合任务。

从以上描述又可看出专题属性数据综合和空

间数据综合的另外一个不同之处。众多学者认为 ,

数字化空间数据综合存在两个不同的独立阶段

(Muller , 1995;Peng , 1996;Molennar , 1998;齐清文 ,

1998;王家耀 ,2001):第一阶段是数据库的综合 ,也

称为数据的语义综合或模型综合 ,从高分辨率或大

比例尺数据库派生出低分辨率或小比例尺数据库 ,

该阶段并不考虑图形显示方面的问题;第二阶段是

数据的图形概括过程 ,即为了视觉表达 ,对上述派

生数据库进行图形表达和概括处理 ,生成符合制图

规范和可视化原则的地图。这两个阶段在空间数

据综合过程中独立进行 ,但是对于专题属性数据综

合则无法划分清楚。在整个综合过程中 ,数据库综

合和图形综合交错进行 ,数据库的综合导致图形综

合 ,图形综合又引发数据库的继续综合 。

1.2　GIS 中实现专题属性数据综合的两种模式

未来的 GIS数据库发展的目标是无缝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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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尺的综合数据库 。从单一的数据源经过自动

综合实现多尺度数据表达是 GIS 数据自动化综

合的目标(王家耀 , 2001)。如果以这样的数据库

为基础 ,实现专题属性数据综合可以设想采用如

图 1所示的模式 。该模式说明了如何由无比例尺

全要素数据库经过空间几何对象综合操作和专题

属性数据综合操作 ,经过各自的可视化操作生成

专题图的主要过程。这个模式也反映了空间数据

综合和专题属性数据综合即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

的特征。

就目前计算机技术条件来讲 ,还无法完全实

现这种无比例尺的数据库 。目前可能的途径只能

是根据主导数据库 ,通过自动综合 ,得到不同尺度

的新的数据库 ,预先存储起来 ,供不同尺度信息显

示时使用(王家耀 , 2001)。图 2 显示了以主导数

据库为基础的专题属性数据综合的一种模式 。

图 2　以主导数据库为基础的专题属性数据综合模式

Fig.2　Thematic Data Generalization Model Based on Dominant Database

　　这种模式在具体实现过程中可以有两种处理

过程 ,一种就是图 2显示的 ,经过选取/删除 、合并

空间几何对象 ,处理空间关系 ,并选取属性数据 ,

重新组合 、重新分类分级之后 ,生成派生数据库 ,

然后对派生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可视化生成专题

图。这样的处理过程对某个特定制图主题而言是

高效可行的 ,派生数据库中只包含了与专题内容

相关的数据。另外一种处理过程是利用从原始数

据库选取的相关空间数据和专题属性数据先生成

派生数据库 ,然后再对派生数据库中的空间数据

进行合并和处理空间关系 ,以及进行专题属性数

据的重新组合 、重新分类或分级 ,最后将结果可视

化生成专题图 。这样的派生数据库内容就比较丰

富 ,利用它可以进行同一区域的其他相关专题内

容的操作 ,避免从原始数据库中重复提取同一区

域的数据 ,生成多个派生数据库。

2　GIS中专题属性数据综合的实现

思想

　　由于 GIS 中专题属性数据类型很复杂 ,能够

表现的主题也多种多样 ,所以一种模式无法涵盖

所有专题属性数据综合方式和专题内容的表达方

式。但是无论专题内容如何复杂或不同 ,数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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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基本步骤和方法应该是基本类似的 。

1)专题内容或应用目的的确定。专题内容

或应用目的是整个综合操作的动因和目标 ,它们

不仅包括目标地图或目标数据库所要表达的主

题 ,还要说明表现比例尺 、研究区域 、使用者等 ,这

些是综合操作过程必不可少的控制条件。其中 ,

主题 、比例尺和研究区域限定了数据的范围和内

容;而使用者除了对数据内容有影响之外 ,还很大

程度上限定了数据的表达方式 ,同样的主题 ,专业

使用者要求尽量保持地物的精确位置 ,但对于普

通用户则更要注重图面的清晰易懂 。

2)考察现有数据库中的数据内容。上述应

用目的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受到数据库中数据内容

的限制 ,同样 ,综合过程中的各种规则和综合算法

的执行也受到数据的影响 。首先 ,数据的类型 、详

细程度 、数据精度要能满足上述专题内容和应用

目的的要求;然后 ,考察与专题内容相关的 ,或是

影响专题内容要素的信息是否包括在数据库中;

最后确定综合要采取的处理模式。

3)专题相关要素的选择。在上两步的基础

上 ,从原始数据库中选取与专题内容相关的地理

要素的空间数据和专题属性数据。与单纯的空间

数据综合或普通图的综合不同 ,专题属性数据综

合中的地理要素的选取受专题内容的限定 ,对于

大多数与人文地理现象有关的专题内容 ,地理要

素只是起到定位或描述专题内容所处地理环境的

作用 ,而对于自然地理现象 ,某些地理要素则是专

题内容的一部分 。专题属性数据的选择更为复

杂 ,有些专题内容可以根据现有的数据直接表达 ,

但很多情况下 ,需要对现有数据进行适当处理才

能满足需要 ,那么在选择专题属性数据之前 ,先要

对后期的数据处理有清晰的规划 ,在此基础上选

择适当的专题属性数据。所以从原始数据库中选

取数据时要严格针对专题内容的需求进行。

4)专题属性数据的综合。专题属性数据综

合操作主要包括数据的重新组合 、数据再分类或

分级 ,重新组合的结果是派生出新的属性数据。

属性数据重新组合的方式很多 ,有简单的数学运

算 ,也有如主成分分析 、回归分析等比较复杂的组

合方式。数据再分类或分级一般指当数据比例尺

减小时 ,缩小的空间无法表示地理要素的详细分

类或多重级别 ,所以要进行类型合并以提高地理

要素的分类级别或减少分级数 。

5)空间数据的综合。这里的空间数据综合

与单纯的空间数据综合或普通图的综合不同 ,它

是针对专题属性数据综合进行的。经过上述专题

属性数据综合操作之后 ,地理要素的空间表达要

发生相应的变化 ,比如类型合并之后要进行图形

的合并 ,对于尺寸不能满足规定的地理要素进行

删除或合并处理等操作都属于空间数据综合的范

畴。对于不同类型的专题现象 ,空间数据综合的

操作不同 ,比如对于连续分布的自然地理现象。

6)数据可视化。对派生数据库中的空间数

据进行图形化简 、移位 、缩小 、放大等综合操作 ,以

符合地图成图规则;对于专题属性数据 ,采用适当

的专题图制图方法处理 ,并选取恰当的视觉变量 ,

将其可视化。

上面谈到的各种综合模式 ,从宏观角度探讨

了GIS中专题属性数据综合的主要内容和步骤。

事实上 ,专题属性数据综合必须考虑与制图主题

相关的地理规律或规则 ,以及有关的国家政策和

社会规律等。因为只有遵循地理实体和地理现象

固有的规律才能更好地反映其地理特征 ,遵循国

家政策和社会规律才能合理反映其真实状态 。除

了考虑地理实体和地理现象自身的规律之外 ,还

要考虑与其他地理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如植被

分布与土壤 、气候 、地形之间的关系 。正如上面提

及的 GIS 中专题属性数据类型很复杂 ,能够表现

的主题十分广泛 ,所以影响综合过程的地理规律 、

社会规律 、国家政策以及和其他地理要素之间的

关系也不可能统一。

3　实　验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以某个地理信息

系统中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为例来简要说明有关

类型专题数据的综合过程 。

原始数据的比例尺为 1∶10 000 ,如图 3所示。

研究的专题内容为大范围内土地利用的基本状

况。目标比例尺设定为 1∶50 000 。首先 ,从数据

库中选取地块分布的空间数据以及相应的描述土

地利用现状的属性信息 ,生成派生数据库 。从图

3(a)上可以看出 ,数据库中记录的地块土地利用

类型表现为 2级分类(依照国家标准的土地利用

分类)。随着比例尺空间的减小 ,在 1∶50 000数

据库中将只表现地块的一级分类。所以根据土地

利用类型分类体系结构确定每个地块对应的一级

分类 ,然后更新派生数据库中地块的土地利用信

息 ,这就是简单的专题属性数据再分类 。之后 ,进

行空间数据操作 ,即合并相邻的同类型的地块 ,然

后根据图形的最小面积尺寸处理小面积地块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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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块边界进行必要的化简。图 3(b)显示了经

过上述操作之后的 1∶10 000的数据 ,图 3(c)显示

了 1∶50 000 比例尺空间下的数据 。最后利用专

题地图制图中的质底填充方法 ,为每种土地利用

类型确定一种填充符号 ,然后为所有地块填充相

应的符号 ,即可生成一幅土地利用现状图或土地

利用类型图。

本例简单说明了类型数据综合的基本过程 ,

(a)1∶1万原始土地利用类型数据综合　　　　　　　　　　　　(b)综合后的 1∶1万土地利用数据　　(c)1∶5万空间数据

图 3　1∶1 万原始土地利用类型数据

Fig.3　1∶10 000 Original Land Use Data

只是表明上面提出的专题属性数据综合思想和模

式的可行性。事实上 ,数据库数据选取 、相邻地块

判断 、相邻地块合并 、小面积地块处理 、地块边界

化简等操作都是相当复杂的过程 ,而且每一个操

作都有相应的规则来约束操作的执行。

　　Oosterom(1995)曾采用 GAP_t ree 进行土地

利用类型数据的综合 。与本文方法的不同之处在

于:本文以专题属性数据的综合为主导 ,以属性数

据的综合来引导或引出空间数据的综合 ,即先根

据土地利用分类系统将原始土地利用类型进行重

新分类 ,更新数据库中的用地类型数据 ,然后再根

据更新后的用地类型空间数据进行合并 。而

GAP_t ree 是以空间数据及其拓扑关系为基础 ,根

据用地类型的重要性原则建立起来的 ,综合是从

最不重要的空间对象开始沿 GAP_tree 逐级进行

空间对象的删除 、空隙的填充 、新空间对象的产生

或属性数据的保存 ,直至所有空间对象的重要性

级别满足要求为止 。GAP_t ree 方法操作中逐级

判断空间对象的重要性以及应该由谁填充空隙的

过程会影响整个综合速度 ,但是它是实现即时数

据综合的较可行的方法。本文的方法需要生成派

生数据库 ,然后对派生数据库进一步进行空间数

据和属性数据的综合 。

4　结　论

由于 GIS 中专题属性数据内容极为广泛 ,而

且其应用也多种多样 ,不可能用一种单一的模式

描述所有状态下的专题属性数据综合。本文提供

的专题属性数据综合的模式也仅仅适用于某些类

型的专题属性数据 ,如人口分布数据 、自然现象的

类型数据等。按照这一模式可以较好地实现这类

专题属性数据的综合 。

实际上 ,本文提供的模式只是概要说明了综

合的主要内容和步骤 ,并没有完全包含综合过程

中所有必备的条件和过程 ,如属性数据的重新组

合 、重新分类或分级 ,对于不同的应用要求和数据

分布状态 ,采用的数学模型是不同的 。所以专题

属性数据处理的数学模型是其综合过程中一个重

要的组成部分 。而且不同的应用要求和数据分布

状态应该采用何种数学模型一直是专题地图制图

研究的主题之一 ,尚待进一步完善 。此外 ,影响专

题属性数据综合的各种地理规律或规则 、社会规

律等因素的提炼 、组织 、使用也是专题属性数据综

合研究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尽管目前已经有

很多学者进行基于规则的数据综合的研究 ,但就

针对专题属性数据综合的规则研究还没有一个比

509第 5 期　　　　　　　　　　　　高文秀等:GIS 中专题属性数据综合的若干问题　　　　　　　　　　　　　　　



较完善的结果。

GIS中专题属性数据的复杂性决定了其综合

的复杂性 ,现在研究方向逐渐从空间数据的综合

兼顾到了专题属性数据的综合研究 ,相信这方面

的研究在未来几年将有很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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