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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 的基本理论问题 ———地图代数的空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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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武汉市珞喻路 129号 , 430079)

摘　要:通过分析比较地学各学科的空间概念 , 深入地论述了地球信息系统的空间概念这一基本理论问题 ,指

出了地球信息系统的空间数学基础是 GIS 空间概念的数学定义 ,揭示并论证了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数学基

础 ,并相应讨论了“无缝空间数据库”技术的若干基本问题 ,认为“无缝”不仅是形式上的“无缝可视” , 更重要在

于“无缝量度” 、“无缝空间分析” 、“规范地无缝集成” 的实质性能力上。最后通过对“无缝空间数据库”下的空

间分析理论和技术 、空间(数据)的表达 、国家地球空间数据框架和技术路线的论述 , 表明使 GIS 与各地球科

学学科的地球空间完全一致 ,将全面有益于地球信息科学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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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空间科学 , GIS 的空间概念和它的空间

数学基础是 G IS 的基本理论问题 。它影响并决

定了一系列理论和技术问题 ,也涉及了空间信息

基础设施 ,并影响整个空间信息获取 、处理与应用

服务的基本技术框架。它直接全面影响文献[ 1]

中所说的新一代 GIS“既需要构建一个新的理论

体系 ,又需要有许多关键实现技术的突破 ,还需要

工程化的软件实现” 。

1　当前GIS 中显著的基本矛盾———
GIS空间概念阻碍了它的发展

　　空间是事物的最基本特性 ,不存在没有空间特

性的事物 , 也不存在虚无和绝对的空间。空间随

事物的性质 、发展和要求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比较

一下地学各学科对空间的概念 ,无疑将十分有益。

1.1　地理学的地理空间[ 2]

地理学中地理空间是指物质 、能量 、信息的存

在形式在形态 、结构过程 、功能关系上的分布方式

和格局及其在时间上的延续。它是地球上大气

圈 、水圈 、生物圈 、岩石圈和土壤圈交互作用的区

域。这是普遍意义上的地理空间 ,是以整个地球

为着眼点的 ,它是一个活动变化的整体 。

1.2　大地测量学的地球空间[ 3]

大地测量学中把地球及其周围空间数学模型

化。它以旋转椭球体数学模型抽象概括了地球及

其周围空间 ,并以椭球几何研究了它的尺度 ,提供

了地球空间准确的科学描绘 ,现在更是以不断精

化的一组参数精密描绘地球 ,它是地学各学科空

间定义的基础数学模型。显然 ,地理学的地理空

间的描述与大地测量学中地球空间的描述本质上

是统一的 , 并以后者为它的数学模型 。

1.3　地图的地图空间和地图投影学[ 4]

近代地图学承袭了大地测量学对地球空间的

概念 ,以可视和量度一体化的模拟产品形式描绘

地球信息 ,但受制于纸质媒体和计算 、量度工具的

局限 ,采用了地图投影学来实现它的空间表达。

地图投影学是研究把地球椭球体面展平到平

面上的科学。由于旋转椭球体的不可展特性 ,展

平必然产生变形 ,因此针对不同用途 、不同比例

尺 、不同区域的地图 ,选择和设计各种变形特性的

地图投影是地图投影学的主要内容 。其主旨是把

地球空间纳入欧氏空间 ,以实现地理信息的可视

和量度的一体化。它对地球空间作了近似描绘。

1.4　GIS 的地理空间
[ 2]

GIS中的地理空间通常就是指经过投影变换

后放在笛卡儿坐标系中的地球表层特征空间 ,至

于三维GIS中所涉及的地理空间 ,则是在上述笛

卡儿平面直角坐标系加上第三维 z , 并假定该笛

卡儿平面是处处切过地球旋转椭球体的 ,显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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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袭了地图的空间概念。当研究的区域较小 ,地

球曲率可以忽略不计时 ,这些假设可以提供良好

的近似 。因此 ,当 GIS与数字地球已完全不是小

区域时 ,原有的空间定义不能延用 。

显然 ,上述各自定义的空间有差别。因而长

期以来 ,由于技术层面上的困难 ,GIS并不全面系

统地适合地理学和全球环境 ,也并不能全面解决

地球大环境中重要而迫切的问题 ,只是在较小区

域内提供这种良好近似。但近似只是一种特例 ,

一种简化 ,一种权宜 。

1.5　欧氏空间 E
n
和地球科学

空间科学限定在一定的空间内 ,以该空间规

定的量度方式进行量的分析。当前 GIS 所述的

空间基本上只适合于欧氏空间 ,欧氏空间的本质

特征即是该空间的距离量度。

迄今为止 ,几乎 GIS空间分析和量度的全部

模型都是在 E
1 、E 2 、E3 及 E

n 空间进行的 。然而

地球的空间是非欧的空间 。地球科学技术的历史

进程表明地图投影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它使

地球科学能近似使用 E
n 的成果与技术 。随着全

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人类对全球资源和环境问

题的日益重视 , E n 对地球科学的发展的束缚日趋

明显 、尖锐 。1999年“数字地球”的设想及数字中

国等概念的提出 ,便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地球科学

已不能再用 E
n
空间框架 。现在 GIS已受到地学

环境等各学科的普遍关注 , 并被认为是信息和数

据统一的综合性技术平台 。

2　GIS本征空间定义

2.1　GIS的空间参考体系

地球形状和大小是通过大地测量 、卫星测量 、

重力学等学科严密构建 ,已经高度完善和更趋精

密化 ,并已被地学各学科广泛检验且公认的空间

参考体系。它由椭球体参数和定位参数所定义。

GIS也应全面使用地球本身这一参考体。

2.2　GIS的坐标系统

坐标系统一般是由对象和研究问题的性质所

决定 。大地测量学中对地球主要采用了两种等价

的并且相互间转换方便的坐标系统 ,即地心坐标

系统(X , Y , Z)和大地坐标系统(B , L , H),并针

对某些局部问题 ,采用平面直角或球面坐标系统

辅助 。

对于 GIS ,原则上前两种坐标系统都是适用

的 ,但由于 GIS 的对象是在地球面周围有限空

间 ,即地球椭球面上 、下有限空间 ,采用地球椭球

面作基准面的大地坐标系统更为适合 ,也更方便。

显然 ,地球椭球面即是这统一的空间参考体的二

维 ,其上采用 B 、L 坐标;以面上各点法线方向为

第三维 ,其上采用大地高坐标 H 。因而采用大地

坐标系统作为 GIS 统一的基准的坐标系统 ,采用

平面直角或球面坐标系统辅助 ,主要针对某些局

部问题。

2.3　GIS 的尺度空间

尺度是量化的标准 ,它决定于空间和对象的

性质 、范围及精度要求 。空间分析是与空间的几

何量相关的分析 ,采用不同的尺度将有不同的结

果。而对于GIS ,则需要在不同条件下运用相应

尺度进行量化和分析 。

通常对于地球椭球体空间而言 ,其椭球面上

尺度依据微分几何理论 ,应采用大地线尺度定义。

大地线是椭球面上的一条三维曲线 ,具有过每点

的密切面均垂直于椭球面 ,也即包含过该点的法

线的性质。若采用欧氏尺度 ,对 GIS 的空间特征

是一个歪曲 ,小范围内近似取代使用也是有精度

条件的 ,大范围内则显然不行。GIS 空间应是椭

球面上采用大地线尺度以及大地方位角为拟尺度

的尺度空间 ,并由著名的白塞尔(Bessel)公式在大

地坐标系统下所定义[ 3] 。

全球空间数据基础设施(GSDI)委员会及技

术工作组主席 Peter Holland 和 Doug Nebert 在

1999年北京“数字地球”国际会议报告中提出 ,技

术组将“采用地理坐标作为空间参考体的单一标

准 ,以被各国用作标准或在过渡期与各国标准相

关联 ,以支持数字地球的需要
[ 6 ]
” 。陈俊勇也提

出大地测量由过去二维的平面系统转变 ,并创建

了以 ITRF 为基础的我国高精度 、动态的三维坐

标框架
[ 7]
。

GIS的地理空间应当就是地球的旋转椭球体

空间 ,它主要采用大地坐标系统 ,一般情况下是采

用大地线距离的尺度空间 。地图投影的笛卡儿平

面加上 z 的欧氏空间 E
3
仅是它小区域 、低精度

的近似 ,是特例 。使 GIS 的地理空间真正统一于

地球科学的地理空间是 GIS 正确发展所迫切需

要的 ,方裕
[ 1]
、胡鹏
[ 8 ,9]
等也曾多次指出了这一

点。

3　“无缝空间数据库”问题

3.1　“无缝空间数据库”理论和技术是大区域

GIS和“数字地球” 的关键和前提

“无缝空间数据库”问题实际上是地理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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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数学基础问题。GIS 基本理论问题从根本上

消去了“无缝空间数据库”问题 ,因而能在技术上

妥善解决以下 6个全球范围问题:①全球连续可

视化;②多分辨率信息的系统性 、统一性;③多维 、

多源信息数据的全球统一定位框架;④长度 、面

积 、方向和体积等全球的精密量度;⑤空间分析的

正确性;⑥信息系统工程的优化结构 , 即具有易

扩充 、组合 、分解的动态性 、统一的规范性 、计算的

优化性。

仅是“看起来无缝” ,而实质不是一个坐标系

统下的空间数据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或许还有危

害 ,它们既不能用于空间分析 ,又不能用于量度 ,

更无多分辨率下的统一性和多维 、多源数据的标

准统一定位框架意义 。这种“伪无缝”技术仅满足

个别的表象而无益于技术进步 。以上 6点是真无

缝与假无缝技术的分水岭 。

3.2　“无缝空间数据库”可视化的地图投影

GIS中可视化是空间信息数据输入 、编辑 、管

理 、处理 、传输(显示和理解等)和输出诸环节中必

需的方法和工具 。由于数字形式的空间信息的可

视与量算分离的现实(与纸质地图完全不同),以

及它们不同的技术途径 ,又因为理论上任一地图

投影均与去掉一点的地球椭球面拓扑同坯 ,即保

持拓扑特征 ,众多优良投影均没有“恶意”变形 ,均

能保持连续图形的主要特征 ,所视所需的各图形

点均能“准确捕捉” ,即均具有同等的可视化地位。

这时 ,为可视化所作的地图投影之间的差别仅在

于全球多分辨率的可视化坐标与“无缝空间数据

库”中实质的大地坐标系统简单 、统一 、严密而优

化的关系 。其次 ,经 、纬线正交 ,经线形状相同 ,纬

线对称于赤道等视觉要求 ,采用传统的正圆柱投

影一般均可满足 。

因此 ,墨卡托投影具有与传统航空 、航海等资

料相衔接的优势 ,而等距圆柱投影具有系统优化

的优点。

3.3　“无缝空间数据库” 的三维和多维

在“无缝空间数据库” 的二维确定后 , “无缝

空间数据库” 的三维和多维在此基础上定义。显

然 ,地球椭球面即是这统一的空间参考体的二维 ,

其上采用 B 、L 坐标 ,以面上各点法线方向为第

三维 ,其上采用大地高坐标 H 。其他各维可按所

需要求依次定义 4 、5 、…、n 维在(B , L , H)上 ,或

按实际需要选择以(B , L)为基础的小于 n 维的

投影空间来进行 。显然 ,这 n 维空间及其投影都

可选择各种统一的比例尺(相对于实地)或各自

选择合适的尺度 。这时的(B , L)二维即为二维参

数曲面 ,当某些情况(如分析和精密可视化时)需

要顾及曲率时 , 加上椭球体常数 ,就是三维曲面。

这样 ,作为多分辨率下的统一性和多维 、多源数据

的标准统一定位框架意义就十分明确。

4　“无缝空间数据库”下的空间分析

理论和技术问题

　　空间分析的基本要求是正确性 、准确性以及

符合分析对象本身需要 ,而符合分析对象本身的

需要主要指符合相应的各种分辨率需要。由于

GIS定义的地理空间不同于传统的欧氏空间 ,空

间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应推进到大地线尺度 ,更一

般地还应推进到按需定义的任一尺度空间下 。

4.1　传统的基于欧氏空间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具

有明显的局限性

一个明显的限制是对于 1∶1万到 1∶50万的

比例尺高斯投影的地形图使用场合 ,其经差范围

不能超过 6°;而在不小于1∶1万比例尺使用场合 ,

其经差不能大于 3°,也即前者限制长度变形最大

值在 0.138%以下 ,后者限制其长度变形最大值

在 0.034%以下。范围超界时 ,误差会低于该分

辨率信息使用的一般精度 ,也即为 10-3 ～ 10-4量

级 ,而当时 , 测量的精度(即原始数据精度)达

10
-6
量级 ,前者由后者制约 。

显然 ,上述限制对一个中等区域(例如广东

省 ,经差达 12°)一般也不能接受。实际上这一限

制是 20世纪初 、中期的科技及社会发展水平对地

图上地理分析的要求 。

GIS空间分析与地图上的分析已有质的差

异 ,它原则上已不太受计算条件和能力的限制 ,而

仅受制于原始数据(并可视具体运用要求而有所

简化)。现在 ,全球范围测量精度已提高到 10-9

量级 ,即达 cm 级 ,比 20世纪已提高 3个数量级 ,

因此 ,信息的分析与可视化必须与之相协调 。比

如 ,在全球环境变异问题中 ,已可测定板块年漂移

量达 cm 级 , 地球自转速率测定精度己达 10-1

ms ,相应于这些变化 ,大范围多种空间数据的综

合集成分析和可视化若不能与之相适应 ,则 GIS

“研究地学信息流程的动力学机理和时空特征

…” [ 2]势将成为空话。

4.2　“无缝空间数据库”下的空间分析理论和技

术基本是空白

空间分析是 GIS 的主要目的和重要组成部

分之一 。由于前述 GIS 地理空间的基本数学定

义的限制 ,因此很难利用欧氏空间。没有解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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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诸多重要基础理论问题 ,就没有“无缝”下的(整

套)空间分析理论 ,而新一代 GIS 也是不现实的 。

5　空间(数据)的表达问题

地理空间的表达是地理数据组织 、存储 、运

算 、分析的基础。地理空间的表达方法可以概括

为矢量 、栅格 、三角形不规则网 、Voronoi等几类。

以此为基础 ,可以构造地理空间各种不同的数据

模型和数据结构[ 2] ,这一点主要决定于使用目

的 ,也受到原始数据的影响。在新的空间定义下 ,

传统空间数据组织理论和观点受到了严重挑战。

5.1　矢量方式组织实体较适合于静态实体 ,动态

则有较大困难

在进行多边形叠置实践时 ,实体的分解 、组合

及变异 ,使矢量点 、线 、面 、体方式组织遇到相当大

的困难 ,有一些非要人工干预的因素 。栅格方式

则不然 。实际上 ,GIS 从静态到动态是必然的 ,而

动态实体还应是一般式。

5.2　矢量方式组织实体较适合于欧氏空间 ,栅格

方式的空间适应性更广泛

矢量作为两点间直线段 ,方向和长度的简单

性 、确定性 、恒定性在欧氏空间是有保证的 ,但在

椭球面上却很复杂 ,甚至无定义 , “平面”同样如

此 ,相应的数据处理更为复杂。栅格则似乎完全

不受影响 ,表达和处理尚无显著困难 。传统方法

按点 、线 、面 、体组织数据的方式只适合于相对固

体的 、静态的欧氏空间的场合 ,从根本上并不适合

于非固体的 、动态的 、复杂作用下的非欧氏空间的

场合 。而点集作为最基本 、规范 、灵活 、独立存在

和运动的空间单元 ,其分解和组合 ,广泛适合于地

理空间实体形态的变化和运动 ,适合非固体的 、动

态的 、复杂作用下的非欧氏空间的场合 。

5.3　全面的空间数据概念和数据量级

实体的空间数据十分复杂。在地理世界中 ,

存在四种类型的空间数据:“位” 、“邻” 、“近” 、

“势”[ 10] 。“邻”就是拓扑数据;“近”就是邻近数

据 、缓冲区或诸如 Voronoi图之类的数据;“势”就

是空间实体间的关系总和 、空间的结构 、划分等数

据。后者均比前者复杂得多 ,并有更大的数据量

级。

5.4　空间数据矢 、栅组织传统观点应更深入研究

GIS作为解决地理信息问题的综合技术系

统 ,组织空间数据是其基本内容和功能 。对于有

限的初步用途及静态环境 ,可以准备少量拓扑数

据以显式备用 。对于一般情况 ,很难想像把全部

必需空间数据准备或算出来备用的显式数据初始

化过程 。因此 ,组织什么空间数据和怎样组织是

GIS技术中重要的理论问题。

总体上矢量和栅格两种组织空间数据的方式

中 ,矢量偏向于面向实体 ,对于描述一定精度下的

位数据具有面向实体 、组织简便的优点 ,而栅格面

向空间 ,各有长短 ,本质上两者是互补的 ,因而“矢

栅结合使用长处”是 GIS技术的发展趋势。

原有的矢栅长短的笼统论述实际上是不全面

的。比如矢量“数据量小” ,实际上只指实体上若

干特定特征点的“位”数据 ,往往忽视了相应的数

据精度和其他特征点问题 ,也忽视了实体本身及

相互间的关系数据量问题 ,而后者的数据量往往

比“位”数据大很多 ,因而数据量大小的说法只是

直接针对简单用途而言的。而对于类似的数据 ,

栅格尽管“位”数据量表面上看很大 ,但数据精度

明确 ,全部实体空间数据不存在任何歧义 ,且蕴涵

了全部关系数据 ,毋须显式构建以备用 ,因而可直

接适合于这些数据的全部用途 。这样 ,离开了空

间问题三要素(对象 、用途 、分辨率),讨论数据量

大小是没有意义的。

另一个易于混淆的是矢量“易于建立拓扑关

系” ,而栅格“难于建立拓扑关系”的问题 。拓扑关

系包括十分广泛 ,数据量十分浩大。矢量数据尽

管易于建立某些拓扑关系 ,但总体而言 ,建立拓扑

关系恰恰十分困难;而栅格数据实际毋须建立显

式拓扑关系 ,因此 ,拓扑数据建立的笼统说法并不

合适。并且理论分析和实践均表明 ,在有关“邻

近”和“势”等空间关系问题的场合 , 两者适用能

力差距更大。

地图代数研究度量空间下的点集代数 , 研究

表明
[ 10]
,栅格的“位”数据蕴涵了全部关系数据 ,

不再难以进行网络分析 ,恰恰易于网络分析[ 11] ,

而且具有“0”初始化的显著优势 ,结合其他基础分

析 ,如缓冲区分析 、叠置分析 、三维分析上的实践

和理论分析 ,表明传统的矢栅观念并不全面 。更

为重要的是在地球椭球面上 ,理论分析和实验表

明 ,在“数字地球”等大型地理信息工程建设中的

空间分析 ,目前只有栅格结构能够承担 ,这时地理

层面上矢量的基本描述都已十分困难和复杂 ,甚

至无定义。因此 ,在空间分析过程和 GIS的发展

进程中 ,栅格数据显示了或将显示其全面的优势 ,

必须予以重视 。

5.5　“0”初始化问题

“0”初始化指的是组织数据并初始化的工作

量极小化 。“0”初始化的概念基于栅格“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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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 、规范并蕴涵全部关系数据的基本特征 ,例如

离散或连续点集可表述全部实体 ,其二维位置数

据 B 、L 或 X 、Y 和属性数据类就可以规范全部

二维输入 、输出数据 。从运算的有效性而言 ,数据

运算的预处理或初始化是数据处理的必需 ,应视

为数据运算本身的耗费 。“0”初始化概念为地球

信息较大综合性过程所必需。“ 0”初始化不仅有

益于“位” 、“邻”数据的网络分析 , 而且有益于

“位” 、“邻” 、“近” 、“势”四类数据的其他空间分析

单个运算和十分有益于各运算过程的衔接 ,它为

动态数据和动态处理所需要 ,为地球信息较大综

合性过程所必需 。

6　国家地球空间数据框架和技术路
线

　　空间的基本概念和数学定义极大地影响了国

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national spatial data inf ras-

tructure , NSDI)、国家地球空间数据框架(national

geospatial data framewo rk ,NGDF)和中 、大型 GIS

建设的技术路线等重大问题。

NSDI指的是为获取 、处理 、存储 、分发和使

用地理空间数据所必需的技术 、政策 、标准和人力

资源(机构框架)。而国家空间信息基础设施是以

NSDI 为基础 , 是对空间数据进一步应用的基础

设施 , 是对 NSDI 的拓展和深化 , 它的目的是建

立空间信息框架 。空间信息框架包括基础框架空

间数据 ,它的内容主要是正射影像(DOM)、数字

高程模型(DEM)以及数字线划图(DLG), 其中

DLG主要包括大地测量控制点 、交通 、水文 、行政

单元 、地籍和地名等数据 。

另一种实际使用很广的地球信息数字产品是

数字栅格图(DRG),它依靠扫描数字化地图来完

成 ,效率很高。当 DRG 无缝集成到 GIS 中后 ,

DLG对地图上述内容数字化的要求将可在实际

用到时再依据它来进行 ,大大减轻了数字化的强

度和压力 。

因此 ,建设省级以上的 GIS 基础信息的技术

路线 ,不是单靠全面矢量数字化地图和其他数据

来实施 ,而是通过直接集成并融合该区域相应的

DOM 、DEM 、DLG 和 DRG 数据来进行 ,这是矢 、

栅集成和二维 、三维集成的方法 ,再加上各行业专

题数据 ,建设效率高且成本低 。

当采用高斯投影对上述 4D产品作空间数学

基础时 ,区域范围对 1∶1万到 1∶50万的比例尺不

能超过 6°经差 ,对大于 1∶1 万比例尺则不能超过

3°经差 ,否则对于一般地形图用途误差就超限了。

我国绝大多数省均超过这个范围。一个非常明显

的事实是一个稍大的区域(大于 6°经差)上 ,不存

在一个无缝的地形图集或正射影像集。这时对于

DRG 、DOM 、DLG越过投影带时可采用旋转邻幅

数据一个角度来得到表面上无缝(对 4 幅数据之

间的十字缝则难作无缝旋转),对邻幅 DEM 数据

则速度上难以做到三维面无缝 。而理论上 ,高斯

平面距离格网上的邻带相邻图幅的 DEM ,完全是

代数异构的 ,根本做不到无缝;而转为地理格网上

的 DEM ,邻带相邻图幅的 DEM 是无缝相容 ,但

这时 4D空间定义已不一致。

4D产品不同范围的使用 ,对 4D 产品本身的

规格和要求也是不同的。换句话说 ,大区域 4D

产品的生产制作必须解决好空间数学基础 ,这必

然对 NGDF 和 NSDI 工作产生重要影响 。

7　结　语

GIS 空间的数学定义是 GIS 的基本理论问

题 ,GIS 发展的各方面都受其制约。GIS 的发展

正积聚着 GIS 新的变化 ,GIS 空间采用地图空间

的数学定义 ,一开始就是权宜的 ,至今已不应继

续 ,否则难以解决在环境资源和大区域地理信息

发展中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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