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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数据库设计二阶分析模式 , 将二者分别应用于空间数据建模和数据库结构设计中 , 并以国土资

源与房地产管理综合管理系统数据库设计中房地关联部分为例对二阶分析模式的应用进行了说明 , 对模式

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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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GIS应用数据库设计中 ,空间信息数据概

念模型的建立和业务数据库结构设计是数据库建

立过程中最主要的两部分工作 。它们互为条件 、

相互制约并紧密联系 。数据概念模型决定了空间

信息的存储和组织方式 ,是数据库结构设计的基

础和依托 ,它决定了数据库结构设计的逻辑方向。

数据库结构设计则决定了数据概念模型中的对象

在系统中的实际表达方式和用户使用过程 ,它直

接影响了数据概念模型的表现效果和效率高低。

能否选择恰当的数据概念模型和与数据库结构设

计方法是数据库设计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1　基本概念解析

1.1　面向对象整体数据模型

GIS将人们理解中的客观世界经过一系列处

理后 ,以二进制数字世界为载体存储在计算机内

部。完成这个过程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概念数据模

型。概念数据模型经历了从拓扑关系数据模型到

面向实体的数据模型的演变 ,仍然存在以下不足:

僵硬地将现实世界划分为一系列覆盖层 ,过于偏重

表达地理特征的几何成分 ,没有充分重视对模糊对

象和不确定对象的表达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基

于地理空间整体论 ,完全以面向对象方式组织的

GIS数据模型———面向对象的整体数据模型应运

而生。它具有如下特点:①整个数据模型完全以面

向对象的方式组织;②不提供通用分层方式 ,通过

对维护层的操作支持对地理实体进行分层;③用栅

格结构表达基于场的模型 ,将两种看似对立的模型

统一在面向对象的整体数据模型中。

1.2　语义对象模型

语义数据模型通常是指具有支持非结构对

象 、联系及其语义的表达 ,数据抽象 ,联系的网状

或层次结构 ,推导/继承性 ,完整约束及动态建模

等能力的数据模型。它从模拟真实世界实体或数

据库环境的角度出发 ,设计较为实用的数据库结

构。语义数据模型是以用户操作为核心进行数据

建模的 ,其目标是试图向用户提供更丰富 、更具有

表达能力的概念与技术 ,以便在更高层次上对数

据对象的性质和联系关系作出清晰和简明的描

述 ,使模型获得更多的语义涵义。它首先确定可

定义为语义对象的可标识事物 ,然后确定这些事

物的属性 ,表达语义对象的特征及其之间的联系 ,

建立对象模型 。

1.3　模型关联分析

作为成熟的建模方式 ,面向对象整体数据模

型和语义对象数据模型为完成 GIS 应用数据库

设计提供了一系列概念和方法 ,它们都应用了面

向对象的思想并在对象的抽象过程中重视对客观

世界的表达。但它们各有侧重 ,侧重点的差别源

于产生它们的不同的分析环境 ,体现在它们的理

论基础 、分析对象和应用方向等各个方面。

从理论基础分析 ,面向对象整体数据模型根

植于地理学的基础理论并依赖于地理学基本概念

的发展 ,它在对象的分析和抽象过程中直接体现

了人们对于地理空间的认知和反映 。语义对象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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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则是一种单纯的数据分析和建模方法 ,严格说

来 ,它的理论基础与地理学无关。

从分析对象角度来看 ,面向对象整体数据是

专门针对地理世界的表达 、存储和组织设定的对

象模型。它侧重于数据模型对地理客观世界表达

的真实性 ,在空间信息研究范围之外尚不具有可

移植性。语义对象模型分析的数据来自于分析环

境中的所有数据 ,但是特别关注接近用户使用的

那部分数据 ,它要反映的是人们使用数据的客观

事实 。它的分析范围从空间信息扩展到了非空间

信息即通常所说的业务信息。

　　就侧重的应用方向而言 ,面向对象整体数据

模型着眼于空间信息根本性的 、底层的存储 、组织

和管理。它的目的在于确定整个空间数据模型和

系统的总体组织 ,关心重点是基础空间数据的数

据结构和存储模式。语义对象模型则侧重于对不

同对象间关系的表象进行分析 ,并设计出对数据

组织合理的应用数据库结构。

尽管存在着上述区别 ,由于人们对于空间信

息的利用是建立在对于信息的认知和反映的基础

之上的 ,所以在 GIS 应用数据库设计的核心 ———

采用面向对象方法分析空间信息部分 ,整体数据

模型与语义对象模型在对地理实体对象的抽象原

则中保持了一致 。当采用两种模型分别对地理实

体进行对象抽象时 ,其结构不会存在本质的区别。

综合以上分析 ,在保持了对 GIS 应用数据库

的核心数据部分“空间信息”建模原则一致性的基

础之上 ,面向对象整体数据模型与语义对象模型

在设计中事实上向两个方向延伸以拓展自己的应

用空间 。前者着重于空间数据模型的建立 ,而后

者更关注于实用的与业务相关的数据库结构的设

计。由于两种模型在分析对象上的较强的针对

性 ,它们在对方侧重的方向中各自体现了自己的

不足 。面向对象整体数据模型没有对与空间信息

相关的业务信息提供专门的分析方法 ,语义对象

模型对空间信息的分析也停留在应用层面上而并

未深入分析到数据结构。因此 ,可以考虑在数据

库设计中同时使用两种模型。

2　数据库设计二阶分析模式

通过模型分析可以知道 ,两种模型各自的不

足使它们有必要在数据库设计中被联合应用 ,它

们在各自侧重的方向上发展起来的成熟技术和理

论为它们分别完成数据建模和数据库结构设计任

务提供了可能 ,它们对核心数据建模原则的一致

性又使它们的联合使用具备了可行性。联合使用

的具体方案可以概括为两阶模式:一阶是利用面

向对象整体数据库模型建立 GIS 数据库的底层

空间数据模型 ,另外一阶是利用语义模型设计出

实用的数据库结构 。这样的数据库设计方法 ,在

这里被称为二阶分析模式 。

数据库设计的一阶分析主要是应用面向对象

整体数据模型建立面向实体的整体地理空间对象

模型 。它分析的对象基本上限制在空间信息范围

之内 ,可以分为 5种基本对象:点 、线 、面 、注记和

复杂对象 ,其中复杂对象又可以分为单纯型复杂

对象(多个同样类型的对象合并成为一个单纯型

复杂对象)和混合型复杂对象(点 、线 、面共存的复

杂对象)。对象建立后要根据存储和管理对象的

方便性来划分对象集 。对象集是指由众多对象构

成的集合 。对象集加上自己特有的显示属性即构

成图层 。除了点 、线 、面三种单纯型复杂对象外 ,

其他各种对象(点 、线 、面简单对象 ,注记对象和混

合型复杂对象)与对象集类型都是一一对应的 ,对

象集类型与图层类型也是一一对应的。这是建立

对象和对象集的原则之一 。记录集最终映射为数

据库中的表结构 ,表结构的生成标志着一次一阶

分析的完成。

每一次二阶分析都要在某一次一阶分析获得

的结果基础之上进行 ,其目的是要根据业务及所

提供的数据确定模型中的语义对象及属性 ,完成

数据库结构设计。它以一次一阶分析建立的空间

对象为“种子语义对象” ,将数据分析范围扩展到

与种子语义对象相关的业务信息。

1)把用户使用环境中可标识的重要事物映

射成语义对象 ,对象用来代表明确的本体 ,是独立

的和分离的事物 ,是用户需要跟踪和报告的事物。

2)确定每一对象的属性。每个属性代表所

表示的一个对象的特征。属性有三种类型:简单

属性 、对象属性和属性组 。简单属性是不可再分

的 、单值的;语义对象属性指语义对象的属性是另

一个语义对象 ,它是一个语义对象和另一个语义

对象之间建立关系的属性;属性组是多个属性的

组合或称组属性 ,组成组属性的属性可以是简单

属性 ,也可以是语义对象属性 。

3)分析对象属性间的联系 ,并依照属性和联

系将各种关系映射成数据库的表结构。需要说明

的是 ,映射过程可以对种子对象的表进行扩充 ,但

不可删除原有属性。

一阶和二阶分析的划分来自于它们的对象和

目标的差别 ———第一阶是底层的 、基础的和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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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空间的 ,第二阶是表层的 、应用的和针对业务

信息的 ———不代表分析的时段的划分。事实上 ,

两阶分析交织在数据库设计的全过程之中 ,一次

一阶分析针对空间信息确定了一次二阶分析的起

点核心语义对象 ,规定了二阶分析的原则和方向;

二阶分析针对所使用的核心语义对象涉及的业务

数据对这次一阶分析的结果进行扩展和结构化。

如果二阶分析中再次遇到空间信息 ,那么需要使

用一阶分析对新出现的空间信息进行建模 ,再次

循环进入第二次的二阶分析过程。

3　数据库设计实例分析

3.1　系统和数据分析

本文以国土资源和房地产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数据库设计的房地关联部分为例 ,对二阶分析模

式进行实例说明 。之所以选择这部分数据库的设

计 ,是因为它分析的空间信息同时涉及“房”与

“地” ,涵盖了系统管理的空间信息的大部分内容。

国土资源和房地产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是对国

土资源 、房地产开发和利用的全过程进行统一管

理的信息系统 ,房地关联部分数据库的设计是整

个数据库设计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房地产业务

通常围绕着权属展开 ,与权属相关的空间信息包

括宗地 、房屋和户三方面内容。在现实的管理工

作中 ,与空间信息相关的图形数据一般是根据传

统的拓扑数据模型建立了拓扑关系并分层存储

的。宗地空间信息存储在地籍图的宗地层中 。房

屋信息一部分存储在地籍图的房屋层中 ,另外一

部分则存储在查丈原图中 。户的信息存储在查丈

原图的分户平面图中 ,由于在多层建筑中每幅分

户平面图可能代表结构相同的上下层中的各户 ,

所以会出现多户共用一个分户平面图的情况 。房

屋层和宗地层具有绝对坐标 ,分户平面图则只具

有在查丈原图中的相对坐标。此种方式显然存在

着房屋信息的割裂和户信息的表达不足 。

3.2　实例分析

对上述地理实体进行符合人们思维习惯的最

直接的对象抽象 ,就是只建立宗地 、房屋和户三个

对象。经过数据处理 ,可以使得所有分户平面图

都有惟一标识点与之对应 。因此上述三个对象类

型分别为面基本对象 、混合型复杂对象和点基本

对象 ,如图 1所示。

　

　　对象的分层是通过显示操作来完成的。其中

房屋对象中有两个图形属性:房屋图形和查丈原

图 ,需要在显示操作中进行区别。宗地和房屋 、房

屋和户分别通过绝对坐标和相对坐标建立拓扑关

系 ,由房屋对象的房屋图形和查丈原图的显示切

换操作建立三个对象的关联。由于不存在单纯型

复杂对象 ,对象的集合可以直接构成对象集 ,再将

对象集映射成表 。映射中需通过编码规则或其他

方式建立宗地 、房屋和户的 ID关系。

　　上述三个对象在首次二阶分析中都作为种子

语义对象成为对象分析的核心 ,这里仅以宗地对

象为代表进行具体说明。宗地语义对象主要出现

在地籍管理业务中 ,以宗地语义对象为核心向外

辐射 ,可以将业务研究范围基本确定在地籍管理

业务中。

采用语义对象建模方法进行数据库设计的过

程首先是根据业务常用的文档资料确定对象及其

属性 ,再通过对象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对象归类 ,在

此基础上进行数据库的设计。地籍管理过程中涉

及的表格有土地登记卡 、土地归户卡 、土地证书和

土地登记审批表等 ,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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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地籍管理常见表格及其信息

Tab.1　Usual Tables and Information in Registered_Land Management

表格类型名称 信息主体 核心信息内涵

土地登记卡 宗地 宗地基本信息;宗地的所有土地证书信息

归户卡 权利人 权利人基本信息;权利人的所有土地证书信息

土地证书 土地权属关系 权利人主体和宗地客体信息

土地登记审批表 土地权属关系 权利申请人基本信息;宗地基本信息;申请权属依据

　　对文档详加分析可以发现 ,地籍管理中业务

信息除宗地外还涉及到权利人信息和土地权属关

系信息 。据此 ,首先扩展宗地对象的属性信息如

宗地权属性质 、宗地用途 、宗地地价等 ,这些属性

在文档中往往作为一个属性整体重复出现 ,因此 ,

将它们当作属性组来管理。第二步 ,由于权利人

信息使用频度高 ,牵涉业务广 ,应建立权利人语义

对象与之对应 ,同时建立权利人和宗地关系对象

描述宗地对象和权利人对象之间的关联。第三

步 ,土地登记几乎包含了所有土地权属关系信息 ,

对它进行分析以建立其他语义对象 。土地登记需

要经过登记申请 、地籍调查 、权属审核 、登记发证

几个阶段 。其中 ,地籍调查是权属审核的依据 ,是

整个登记过程的关键环节 。通过对地籍调查完毕

后发出的《地籍调查通知书》的分析可知 ,地籍调

查的主要目的是确认界址并设立界标。界址线和

界址点是空间信息 ,需要再对它们进行一阶分析 ,

分析结果作为种子语义模型进入第二次二阶分析

过程 。对上述对象可以归结为类 ,如图 2所示。

　

　　这个类图是截取分析片断的结果 ,意在说明

二阶分析模式的应用过程 。与分析完毕的结果相

比 ,还有大量的类没有列出。反复运用一 、二阶分

析 ,对所有空间信息和业务信息分析完全时 ,可以

建立起系统需要的所有对象 ,把对象归结为类再

对应到数据库的表中就完成了数据库的设计 。

4　结　语

数据库设计二阶分析模式是面向对象整体数

据模型和语义模型在针对数据库设计不同对象和

目标的联合应用中产生的。它把 GIS 应用数据

库的建立在逻辑上划分为建立空间数据概念模型

和业务数据库结构设计两部分 ,充分利用两种模

型在各自侧重的方向中发展起来的成熟理论和技

术共同解决数据概念模型的建立和数据库结构设

计的问题。实践证明 ,这种模式在数据建模方面

具有明显的稳定性和实用性 ,在业务数据处理中

又具有较强的可移植性和易扩展性 ,能够根据系

统建设的具体情况设计出合理实用的数据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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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uilding the spat ial data model and design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database are the tw o

relatively important parts in GIS database design.Object_oriented integrity data model and object_

o riented semantic data model are tw o new models usually used in database design.They are fo-

cused on two different aspects of GIS database design but share the same principle in abst racting

the object of the basic spatial ent ity.Based on this character of these tw o models , an analysis mode

for GIS database design called two_order analy sis mode i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The two_o rder

analy sis mode can be used for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GIS database design , including building da-

ta model and designing the st ructure of database.A practical design in the land use and real estate

management sy stem is analyzed as an example to testify the feasibili ty of the mode.

Key words:object_oriented integrity data model;object_o riented semantic data model;database de-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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