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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空间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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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关于地理信息科学的个人观点:地理信息科学是一门研究人 、机 、地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科学 ,

它以地理空间为其核心范畴。在人-机-地交互系统观点下辩证论述了地理空间的存在 , 以期获得一个关于地

理空间概念的整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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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理信息科学思想

近 40年的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积累和各种地

理信息应用的深入拓展 , 让科学工作者意识到地

理信息科学独立存在的必要。Goodchild于 1992

年正式提出“地理信息科学”的学科名词 , 并初步

界定它为地理信息系统的理论基础 。十多年来 ,

地理 、测绘 、计算机 、认知心理学等科学工作者一

直在从不同角度探讨地理信息科学的理论体系 ,

3种主流的地理信息科学观点逐步成形 。一种观

点认为 ,地理信息科学是信息社会的地理学思想

(杨开忠等 ,1999)。从环境决定论 、人定胜天论到

人地协调发展论 , 从观察描述 、定性因果解释 、定

量数学模型到地理计算 ,地理学思想呼应社会生

产力发展而不断进化 。地理计算或地理信息处理

强调使用计算机完成地理数值模拟和地学符号推

理 , 辅助人类地理空间决策。另一种观点认为 ,

地理信息科学是面向地理空间数据处理的信息科

学分支。从信息科学概念出发 , 地理信息科学定

义为地理信息的收集 、加工 、存储 、通讯和利用的

科学(Goodchild , 1992;陈述彭等 , 1997 ;李德仁

等 ,1998)。第三种观点认为 ,地理信息科学是人

类对地理空间的认知 ,地理信息科学是人们直接

或间接地(借助计算机等)认识地理空间后形成的

知识体系(Andrew Frank , et al ,2004)。

通过对人-机-地关系和地理空间时间本质的

近10年思考 , 笔者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观点:地

理信息科学是研究人 、机 、地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

科学 ,地理空间标志着地理信息科学和其他学科

的区别(Shu等 , 2003)。人 、机 、地关联并相互作

用构成一个动态系统 ,地理信息流通于系统中 ,人

类生存和发展的动机作为系统运行的基本驱动力

之一 ,人-机-地系统遵循客观规律持续进化。地

理空间概念是哲学空间范畴的地理科学化。物

理 、化学 、生物 、社会 、经济等科学规律在地理空间

尺度上整合为地理科学。信息科学突出地理空间

特征而特化为地理信息科学。地理空间存在于地

理信息科学技术媒介表述中 , 并常识化为一个不

证自明的概念根植于人们的头脑中 。人-机-地系

统赋予地理空间以含义 ,人-机-地系统的理性解

析显现出地理空间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 ,笔者

这种地理信息科学观点是当前 3种流行思想的辩

证综合 ,它明确了地理信息科学的交叉学科地位。

本文在此基本思想的指导下 ,从地理空间的地在 、

机在和人在 3方面辩证论述地理空间的存在 。

2　地理空间的地在

地理空间的地在指地理空间的物理存在 ,其

内容为地球表层物理空间(物理地理空间),它是

数字地理空间的原型 ,认知地理空间的物化 。

地理空间形式化为地理坐标系 ,内容化为地

球表层系统(地理系统)。真实地球表面 、大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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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面 、地球椭球面从不同角度规定着地球的形状

和大小 。大地水准面表现着地球重力等位面 ,重

力场的精细结构揭示了地球物质的空间分布和变

化。地球椭球(面)成为地理空间量测的坐标参考

系。传统上 ,物理地理空间的范围界定为对流层

顶到上地幔(沉积岩层)。地球大气质量的大部分

分布在对流层 ,对流层维持着生命延续所需要的

主要气体组分 、温度及电磁等物理条件 。莫霍面

为地壳和地幔的分界 ,地球板块构造活动于上地

幔软流圈 ,化石和岩相等记载着生命演化的历史。

地球表层系统由大气圈 、岩石圈 、水圈和生物圈等

圈层相互作用而形成 ,物质 、能量 、信息流通于各

圈层之间并不断地完成形式转换。地球表层特异

化为局部区域 ,各种自然和人文专题要素在区域

内综合关联和区域间整体变异 。地理系统结构和

运行规律形式上表现为各种地理空间分布关系与

地理空间行为过程。

物理地理空间是数字地理空间模型的原型。

数字地理空间模型是物理地理空间原型的机器模

型 ,并不可避免地受人为因素的干扰(抽象和控

制),抽象基于人与地理环境交互作用的经验 ,渗透

着人的主观意志(目的)。地理空间的物理实在直

接映射为人的地理空间感觉经验的综合 ,即地理景

观。经过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地理现象被加工成抽

象的地理空间知识 ,意向为地理空间的客观存在 ,

认知地理空间概念物化为物理地理空间实体。

3　地理空间的机在

地理空间的机在指地理空间的机器化存在 ,

其内容特定为数字地理空间 ,它是物理地理空间

的机器模拟和补充 ,是人类认知地理空间的数字

表达和计算伸展 。

机器可视作一种人工的自然。机器是人类社

会文化产品 ,以记号或信号载负着人类对于客观

物质世界的认识和意志 ,通过机械运行来关联人

的思维过程。同时 ,作为人类创造的生产工具 ,机

器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基本构成成分 ,它增强了

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

计算机互联网是一种典型的机器世界。地理

计算模型模拟物理地理空间 ,反映了人类的地理

空间认知 ,数字化地理空间规范化人类的感性直

观。同时 ,数字地理空间增强物理地理空间 ,机-

地系统构成信息社会人类工作和生活的新空间。

简单地看 ,地理信息系统是生产地理空间信息的

计算机系统 ,它受控于且启发着人类完成对物理

地理空间的认识和管理决策。地理信息系统也不

同程度地联系着个人与个人 ,成为社会群体进行

地理空间信息交流的物理符号载体 。物理地理空

间 、数字化地理空间和人类认知地理空间辩证存

在。

人作为主体 ,则机器和物理地理空间成为主

体作用的对象或环境。习惯地 ,称物理地理空间

为实在地理空间或地理现实 ,而称数字化地理空

间为虚拟地理空间或虚拟地理环境 。虚拟地理空

间与实在地理空间因为彼此相对照而存在。各种

可能的虚拟地理空间模拟着过去或当前的地理现

实。当前的实在地理空间孕育着未来新的虚拟地

理空间的可能 。虚遥现实 ,实显现虚 ,虚实相互作

用而辩证存在 。虚拟地理空间和实在地理空间因

为新的物质条件或人类思维新角度而彼此转化。

在诠释数字地理空间的地理信息系统中 ,地

理信息和地理信息系统同时作为一种商品 ,它增

强了信息经济的社会效应 ,加大或削减了人的异

化和社会等级阶层的划分 。地理数据模型或计算

模型是客观地理实体或过程的数字模拟 ,它服务

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地理世界并延续人类自身生

存发展的目的 。遥感延伸了人类的感知能力 。地

图在制图者和读图者之间借助地图符号语言传输

地理图形信息 。地理信息系统更是以多样化的抽

象符号体系传输地理空间信息 。数字城市与现实

城市相融改善着市民的生活工作环境 ,突现着新

形式城市 。

在客观对象和主观世界之间 ,地理空间的机

在显现了地理空间的存在 。

4　地理空间的人在

地理空间的人在指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

中意识到的地理环境空间 ,即认知地理空间 ,它是

物理地理空间的主观抽象 ,数字地理空间的概念

基础 。

在人文和科学主义并举的哲学思潮和人地协

调发展的地理学新思想下 ,地理空间相对地定义

为人类生活和居住的地球表面 。人们航空旅行穿

越大气对流层 ,钻井直接获取岩石圈深部的矿物

质。随着人类认知环境和利用工具能力的提高 ,

认知地理空间的范围正逐渐加深和拓宽 。人类活

动造成的大气污染 ,全球气候变暖 ,经济国际化 ,

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研究人地关系区域持续发展

成为人类社会实践的新的指导原则 。天文 、地理 、

地质 、人文因素综合的复杂开放地球系统是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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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类的认知地理空间观。地球表层系统扩展

为整个地球系统 ,置地理科学于地球系统科学的

背景下 ,地理信息科学在我国泛称为地球空间信

息科学。

相对于个人视觉范围内的静态桌面空间 ,地

理空间是一种超出个人视觉范围需要视点移动并

实行群体集成的中观空间 ,它不同于借助电子显

微镜观察的微观粒子空间和抽象演绎的宏观宇宙

空间 。

人是会思维的社会化动物 ,人的主观能动性

确定了认知地理空间形成的可能 。普遍地 ,人类

思维划分为抽象逻辑思维和形象(意像)思维两种

基本类型。适应客观环境变化 ,满足人类主观意

识目的 ,人的行为和思维协调进化 。形象思维(认

知地图[ 8 ,9] 、地学信息图谱[ 10] 、图像信息学[ 11])和

抽象思维(语义网络[ 12]),集中串行和分布并行计

算方式在交互解译中逼近地理空间的本体。

地理数据为地理信号 ,地理信息为地理数据

的结构 ,地理知识则是对认识主体有意义的地理

信息。地理空间人在规约为地理空间的知识体

系 ,是人脑对地理现象(物理或数字的地理实体和

过程)不同深度加工的结果。正确的地理空间知

识体系用来解释物理地理空间现象并指导人类在

客观环境约束下合理完成地理空间行为 。地理空

间概念机器化为数字地理空间 。在与数字和物理

地理空间的交互中 ,人们建构自己的地理空间知

识 ,赋予物理和数字地理空间以意义 ,同时调控着

人-机-地的关系 ,服务人类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

需要 。

5　结　语

地理空间是地理信息的基本特征。物理 、化

学 、生物 、社会 、经济等学科规律在地理空间尺度

上整合为地理科学 。据此 ,地理信息系统区别于

一般事务信息系统 ,地理信息科学在人类科学知

识体系中获得了独立的位置。

全面认识地理空间的存在 ,澄清地理空间的

意义 ,对于地理信息系统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尤其

可以避免科研工作中的基础概念模糊。地图智能

综合与解译 、地理空间知识发现与构建 、遥感影像

语义信息提取 、生态视觉计算 、地理信息系统集成

中的语义互操作 、地理空间数据质量评价等都深

刻联系着地理空间的存在 。地理空间的存在意图

说明人 、机器和地理环境信息处理能力的限度和

人-机-地交互作用的现实。

本文贡献在于提出一个地理信息科学的个人

观点:地理信息科学是研究人 、机 、地关系及其相

互作用的科学 ,地理空间标志着地理信息科学和

其他基础学科的区别 。文章在人-机-地交互系统

中辨证地阐明了地理空间的存在(即地理空间的

地在 ,地理空间的机在和地理空间的人在),赋予

地理空间基本含义。地理空间的存在及其基本特

征(地理空间尺度 、地理空间局部到整体的连接 、

地理现象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 、地理空间的

静态和动态的转化 、地理空间的视觉认知等)在多

认知水平上展开构成整个地理信息科学理论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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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龄院士不幸逝世

原国家测绘总局总工程师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陈永龄因病医治无效 ,于 2004年 8 月 15日 13 时 18 分在北

京逝世 ,享年 93岁。

陈永龄 1910 年 11 月出生于北京市 , 1927 年 9 月至 1931 年 7 月先后在清华大学土木系 、上海交通大学土木

系学习;1931 年 8 月至 1934 年 7 月任清华大学助教;1934 年 8 月至 1935 年 6 月赴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

土木系学习大地测量专业并获硕士学位;1935年 7 月至 1939 年 2 月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测量学系学习并获工

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历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同济大学 、中山大学等校教授 , 中国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交通部铁
路测量总处处长兼总工程师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 ,曾历任广州岭南大学理工学院教授 、院长 , 华南工学院副院长 ,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副院长兼

大地测量系主任;国家测绘总局总工程师兼测绘科学研究所所长。1980 年 11 月陈永龄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

部学部委员 , 并在 1998年荣获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称号。陈永龄院士是我国测绘界有较高声望 , 在国内外有一

定影响的著名大地测量学家。
陈永龄院士长期从事测绘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以大地测量见长 ,曾在国内外发表论文数十篇 ,专著近 200

万字 , 是我国大地测量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20世纪 40 年代 ,他致力于大地控制网布设理论和我国地区地球形

状的研究 , 首次发现了起自西伯利亚经过我国东部地区一直延伸到缅甸和马来西亚半岛的大地水准面上翘带。
这一研究成果对国家大地网的布设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他从 40 年代末至 50 年代初 , 与人合作撰写出版了中

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套测量学方面的大学丛书《测量平差法》 、《大地测量学》 、《航空摄影测量学》 、《实用天文

学》 。解放后 ,陈永龄编写出版了一部完整叙述我国大地测量基础理论和基本技术的《大地测量学》(上卷一 、二
分册)。由他领导制订的我国第一部《大地测量法式》以及《大地测量法式说明》等著作 , 为建立我国独立而完整

的现代测绘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 60 年代起 ,为了积极推动我国天文大地网整体平差工作 ,他对天文大地网整体平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及

其涉及的一系列科学技术问题 ,进行了全面 、深入的研究 ,先后撰写了《关于参考椭球体定位的理论》 、《我国参考

椭圆体定位的初步研究报告》 、《天文大地网平差有关的科学技术问题》等重要论文。在他的指导下 , 新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地原点于 1978 年在陕西省泾阳县建成。 1982 年完成的国家天文大地网整体平差 , 成为国际上大规

模天文大地网严密整体平差的一个范例。陈永龄为该项工作的完成奠定了技术科学基础。 1965 年由他提出的

测定珠峰海拔高程的技术方案 ,解决了求定观测珠峰时的大气折光和推求珠峰海拔高度的技术难题 , 使测定方

案的科学性和测定结果的精度都超过了国外历次测定的水平 , 继而在他的指导下成功地完成了施测。他被誉为

“珠峰测高第一人” 。
70 年代 ,他积极研究和探索卫星大地测量技术在我国的应用 , 提出了发展卫星多普勒定位工作的战略性建

议 , 对测定地心坐标 、建立地心坐标系统 、发展我国测绘系统的空间技术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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