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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述了地球空间信息的度量空间，讨论了地球信息度量空间下若干基础技术问题；结合ＧｌｏｂａｌＧＩＳ

的技术趋势，讨论了球模型技术方案的意义，指出了ＧｌｏｂａｌＧＩＳ椭球模型的重要意义，分析了ＧｌｏｂａｌＧＩＳ椭

球模型中度量空间数据基础、可视化理论和技术、空间数据处理、分析理论和技术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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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度量空间

实体的度量是空间分析的重要基础，是空间

最重要的数量特征，而度量的基准是尺度。

１．１　尺度的数学意义
［１］

文献［１］给出了尺度定义，尺度空间也称度

量空间。不同的定义，尺度具有不同的度量空间。

一实体对其他实体的作用和相互作用都是通

过空间进行的，尤其是周围邻近的空间影响较

大，图形的空间邻近关系是ＧＩＳ研究的热点。邻

近关系决定于度量，尽管距离为０是产生两实体

拓扑相关的必要条件，但拓扑关系和邻近关系的

根本差别在于它不决定于度量大小。

１．２　欧氏空间
［１］

欧氏空间的本质特点即是该空间距离的量

度，文献［１］给出了欧氏空间的定义。在不大的区

域及一定精度范围内，一般以欧氏空间近似代替

地理空间。

１．３　点到点集间的距离

定义１　点犪到点集犅 的距离犱（犪，犅）为：

犱（犪，犅）＝ｍｉｎ｛犱（犪，犫）｝，犫∈犅 （１）

犅称为参照体。

１．４　距离变换

定义２　距离变换是计算并标识空间点集各

点（对参照体）距离的变换（或过程）。当计算并标

识实体本身的空间点集时，参照体是非实体空间

点集，称为内距变换；当计算并标识空间的是非实

体的空间点集时，参照体是实体本身的空间点集，

称为外距变换。

距离变换如果采用近似尺度，则应当进行各

种应用条件下的详细分析，以确保变换得到的距

离的正确性和可信度。

２　地球信息的度量空间

地球实体的空间信息度量决定于地球信息所

研究对象的空间特点，即它们的空间分布、运动及

相互作用范围，这基本上是环绕地球周围的多个

圈层结构空间，即地球的空间。目前看来，地球信

息度量空间就是地球空间的数学定义。

２．１　地球信息度量空间

地球信息度量空间也可称之为 ＧＩＳ的空间

数学基础，它包含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１）地球信息的空间参考体系

地球的形状和大小是由多学科严密构建，地

球椭球体是已被地学各学科广泛检验且公认的空

间参考体系，它受到各国际机构的公认和支持。

现代地球椭球参数不断精化甚至走向实时动态

化，对于地球时空及深空研究等特定对象有重要

意义，对于地理实体对象尚不致于产生足够差异，

这种差异的允许值也是随科技进步变化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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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参考体系在一定时段内是相对固定的。

２）地球空间信息的坐标系统

坐标系统一般是由对象和研究问题的性质所

决定的。地球科学研究对象的分布具有环绕地球

的圈层特征，对此，大地测量学中对地球主要采用

了两种完全等价的并且相互间转换方便的坐标系

统，即地心坐标系统（犡，犢，犣）和大地坐标系统

（犅，犔，犎），并针对某些局部问题采用平面直角或

球面坐标系统辅助。考虑到地理信息主要对象处

在地球表层一定上下的空间，因此，采用大地坐

标系统比地心坐标系统更为方便和稳定。

３）地球信息的空间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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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ＧＩＳ，需要在不同条件下运用相应尺度，

也即在一般尺度空间下进行量化和分析。

通常对于地球椭球体空间而言，其椭球面上的

尺度依据微分几何理论，应采用大地线尺度定义。

它是椭球面上两点间的最短程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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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特征而言，小范围内近似取代使

用是有精度条件的，大范围内则显然不行。ＧＩＳ空

间应是椭球面上采用如白塞尔（Ｂｅｓｅｌ）等大地主题

反算公式在大地坐标系统下所定义的大地线尺度，

它和式（１）所表示的欧氏尺度是不同的。

ＧＩＳ的地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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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大地线距离

的度量空间。地图投影的笛卡儿平面加上狕的三

维欧氏空间仅是它的小区域、低精度的近似，文献

［４～６］也指出了这一点。一些特定情况下，还需

要其他一些度量定义，如城市中街区距离度量和

街区图形综合要采用曼哈顿距离，障碍地区要采

用障碍空间距离。

地球信息度量空间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正确解

决从根本上消去了无缝空间数据库的问题，因而

能解决以下６个问题：① 全球连续可视化；② 多

分辨率信息的互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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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　若干重要基础技术问题

１）关于地心空间直角坐标系

坐标系统一般是由对象和研究问题的性质所

决定的。对于ＧＩＳ，原则上前两种坐标系统即地

心空间直角坐标系统（犡，犢，犣）和大地坐标系统

（犅，犔，犎）等同，且一一对应，转换也十分简单方

便，但由于ＧＩＳ对象的分布特点是在地球面周围

的有限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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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空间数

据处理的各过程更为适合、方便，而对于地球外的

飞行器、卫星和星体，则采用地心空间直角坐标系

较为适合。显然，地球椭球面即是地球椭球空间

参考体的二维，其上采用犅、犔坐标，以面上各点

法线方向为第三维，其上采用大地高坐标犎。因

而采用大地坐标系统作为ＧＩＳ统一的基准坐标

系统应无疑义。采用平面直角或球面坐标系统辅

助，主要是针对某些局部问题。

２）等距圆柱投影
［５］

有研究认为，视图统一采用等距圆柱投影导

致精度较差，这是不正确的。因为精度主要针对

两个方面而言：一是各种变形；二是定位准确度。

等距圆柱投影用来作地图的投影，采用手工量度

工具度量，确实对于纬度稍高处，其变形就很

大；而对于信息系统，并不是也不可能采用手工

量度工具度量。实际上，由于整个空间采用大地

坐标（犅，犔）、大地线尺度进行，只要犅、犔坐标准

确，计算机上量算并没有变形；而定位犅、犔准确

与否，跟投影无直接关系，只跟投影变换和原始资

料的准确性有关。原始资料确定后，资料图上任

一点的（犡，犢）中隐含的（犅，犔）坐标，与准确投影

变换后新的（狓，狔）是没有显著差别的。

不管是纸质图还是电子图，特征点捕捉定位

是依据相互图形特征（如河流或道路交叉点）和图

形本身特征，因此，在信息系统中，视图统一采用

等距圆柱投影与导致精度较差实际无关。在实际

的图像投影变换中，导致高纬度处图像质量变差

是需要注意并采取特定方法予以解决的。

３）无缝技术的目的

无缝有物理无缝和视无缝。如对两个高斯投

影带相邻的两幅１∶５万图，由于其内图廓（实质描

写为曲线）看起来为四边形，因此左右漫游时，可使

这两相邻图幅中的一幅在内存中旋转一个两子午

线收敛角的差角，再放入屏幕，使屏幕上的两图看

起来无缝。然而，由于两相邻带从上到下各相邻图

幅的两子午线收敛角的差角并不都是一样的，那么

一定会集中出现在某一４幅图的交角处。对于犕

×犖幅情况的漫游、多个分辨率（比例尺）情况更

复杂，也难以旋转其上三维甚至犖 维的数据。视

８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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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缝技术一般只适合单分辨率的一个投影及其邻

近区域。真正的无缝不仅需要视无缝，还需要真

正拓扑意义上的任意方向均连续、多分辨率上均

精密匹配，以达到统一度量和分析。这样，地球

信息系统方面的意义是上述解决６个全球范围问

题的无缝，它是物理的，而不是技巧性问题。

３　犌犾狅犫犪犾犌犐犛的球解决方案

针对 ＧＩＳ度量空间的基本矛盾，Ｇｏｌｄ等在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即已开展ＧｌｏｂａｌＧＩＳ的基础研究

工作。由于椭球问题理论和技术上的困难，这一

工作是在“球”的模型上进行的，因循Ｇｏｏｄｃｈｉｌｄ

和Ｄｕｔｔｏｎ的ＯＱＴＭ剖分的技术途径，并力图解

决上述问题。但问题也较明显：度量的准确性是

空间分析正确和准确的前提，基于以下若干缘

由，目前采用球模型（而非椭球模型）已是现代

地球科学及其发展所应慎重考虑的。

１）该技术方案的球面剖分（ＯＱＴＭ，先正八

面体剖分，后４元组递归剖分）本身是一种复杂的

度量剖分，各层次、各单元并不等量，差别相当大。

可先考察第一级４元剖分中３个等腰球面三角形

的底（为π／３）和腰（π／４）及一个等边（π／３）三角

形，它们都应用球面三角计算。如根据 Ｇｏｏｄ

ｃｈｉｌｄ球面ＯＱＴＭ剖分示例图，相差一般造成球

面的各点同性、各向同性变为很复杂的各点异性、

各向异性，任一层次、任一图形向各方向外扩１个

单元，其实际距离最小差异均为３０％以上。此及

以后各级剖分，没有哪个点的各个方向是等度量

的，也同样没有哪两个邻点周围是相同状况的。

同时由表１
［７］可见，各层次、各大小单元面积、各

单元边长相差很大（４０％～９０％），这是一个与球

面度量性质迥异的复杂混合尺度空间。

２）地球大小和形状是地球科学的重要基准，

至今并没有国际标准支撑球模型及其发展，它是

椭球的特例。

３）球模型与扁率约为１／２９８．３的地球椭球

模型相比，在球半径犚最优的情况下，相应的各

方面的度量误差仍十分突出，如仅关于距离度量

方面的误差，１００ｋｍ 内的最大误差将不小于

３３３ｍ，这将在广泛范围内阻碍使用。球半径参

数犚在局部情况下的确定和使用，大地测量学和

地图投影学中均有相应范例；全局情况下确定的

犚一般将更加大于局部情况下确定的椭球的偏

差。

４）实际图形编码、解码相当复杂。理论上到

第２３级可达到１ｍ分辨率，但如此复杂的编码

和辅助巨大的数据量，各种操作都需频繁地编、

解码，尽管各层次上单元的剖分具有规律，但其

巨大的组合排列导致各层次度量问题操作概念上

的困难较大。如表１所示，各级剖分后，各种宽度

缓冲区并没有球面上等距和一般性等距的概念。

表１　球面划分层次的几何信息

Ｔａｂ．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ＭｅｓｓａｇｅｉｎｔｈｅＳｐｈｅｒｅ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ＱＴＭ增分层次 三角形个数 三角形面积（平均） 最大面积／最小面积 三角形边长（平均） 最大边长／最小边长

１ ４×８ １６１２０９３５ｋｍ２ １．４９４４８ ５．０００ｋｍ １．３０５５６

２ １４×８ ４０８０２３４ｋｍ２ ２．７４５８３ ２．５００ｋｍ １．４６５２２

３ ６４×８ １００７５５９ｋｍ２ １．６０６０３ １．２５０ｋｍ １．５９３８４

… … … … … …

２３ ７．０３５９×１０１２×８ １ｍ２ ＜１．９ １ｍ ＜１．９

　　由于地理信息全球性的基本特征，Ｇｌｏｂａｌ

ＧＩＳ并非是ＧＩＳ的一个特定领域，而应属于ＧＩＳ

的基本范畴。它的空间基准、度量特性是整个地

球科学的新型综合性学科———地球信息科学的基

本理论问题，是数字地球战略设想的重要支柱。

４　犌犾狅犫犪犾犌犐犛的椭球方案要点

本方案以地球时空信息度量空间为基础，依据

区域大小、精度要求、对象特点确定具体可操作的

度量空间；针对大多数地球表面的应用场合，确定

投影到地球椭球面为基础的投影方案；针对大多数

可视化需要，确定以等距圆柱地图投影为标准的

主要地图投影方案，保持它与（数学定义的）地球

空间最简单严密的一一对应关系，并主要以它为基

础，实施二维、三维可视化；在地球空间中以两点

在椭球面上投影间的大地线段代替传统二维欧氏

平面中的直线段构造矢量模型中两点间的联系。

４．１　依据区域大小、精度要求、对象特点确定度

量空间

１）中、大区域或高精度或动态情况下，应全

面采用地球的椭球数学定义，这是地球信息基本

定义的空间。但相应地产生了如下问题：它们的

多分辨率可视化差别性和系统性以及由原来的欧

９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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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空间转到非欧氏空间，产生了一系列数据处

理、空间分析基础问题。

２）小区域或低精度或静态情况下，可采用

椭球或球模型加地图投影，构成欧氏空间近似代

替地球的椭球数学定义。这一点同现今 ＧＩＳ所

用的空间一样。

３）针对对象具体特性，局部采用适宜的度

量空间。这表明在地球上的广泛实体对象中还存

在泛度量空间应用。

４．２　针对可视化需要，确定可视化方案

１）针对大多数可视化需要，确定以等距圆

柱地图投影为标准的主要地图投影方案。

２）建议使用改进等距圆柱地图投影。理论

上，一平面与去掉一个点的（椭）球面同胚，也即除

在这一个点及其周围不能外，一幅图和球面其他

处一一对应和双向连续，因此，理论和实践上均用

两幅图（或三幅图）表示整个椭球面。同样，椭球

面上每一点及其邻域都可在这样的两幅或多幅图

组合上找到实现自己及其邻域拓扑等价的区域。

这样，采用改进了的等距圆柱地图投影具有特定

意义。其实质是一般等距圆柱投影（犅：Ｓ９０°～

Ｎ９０°，犔：０°～３６０°）向球（椭球）面剪开线两边各

扩展所需宽度（１８０°），在两极向经线方向扩展到

赤道。这样，其上每一点均可有一个不小于半个

地球范围的可视邻域，使它对于所有地球现象同

时都有一个足够邻域观察它的环境、发生、发展和

变化。如全球各大气环流、洋流，各海陆分布状况

及环境，各大陆块完整而精确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等，这

非常有利于全球现象可视化及形象思维。其缺点

是南、北两极投影为线，导致空间概念难以适应

和图纸上度量变形。对于前者，人们己经在实践

中接受了普通等距圆柱投影，后者在ＧＩＳ中已可

处理。它的投影实质和主区完全没变，延伸部分

仅是部分主区的镜像拷贝，数字状态下增加的工

作量很少。如图１所示

图１　适宜全球信息的推荐地图投影

Ｆｉｇ．１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Ｍｅｓｓａｇｅ

４．３　重视空间数据的表达和组织

欧氏空间中定义了欧氏尺度度量，矢量方式

空间数据的表达和组织如下：点数据采用位置矢

量（犡，犢，犣），线和面的边线采用点串及顺序点间

直线段（并加面上内点）来定义（这对平面的“面”

是严密的），而体是用上述点、线和平面的“面”组

合来定义的。这里直线段和平面的定义是基础

的、隐含的，由于三维结构的复杂性，除必需的位

置数据外，还必须使用必要的顺序和拓扑结构数

据来确保实体空间的确定性和惟一性。这种方式

对于类同复杂地面的面所围成的体以及它们变换

和运算前后的初始化，至今仍不是容易的事。

在椭球空间中和气、水、陆地交互耦合的动态

世界里，难以继续直接使用直线段、平面的基础

的隐含定义，使矢量方式呈现更为复杂和困难的

情况，它的几何与当前ＧＩＳ惯用的解析几何概念

不同，简单、严密表达和组织全面的空间数据并

适应它们的各种变换和运算，即动态性，是大型

ＧＩＳ的前提和基础，这是应予高度重视的。

４．４　空间数据的处理和分析

从文献［２］的宏观角度看待数字地球和国家

安全，当前具有紧迫性的是椭球面上的多分辨率

精密无缝电子地图集集成技术（可与ＧＰＳ和ＲＳ

图像精密匹配）、缓冲区分析、Ｖｏｒｏｎｏｉ分析、三维

分析（尤其是支持全球精密制导的二维无缝集成

技术、精密ＤＥＭ技术和三维无缝集成技术）。

椭球面上的空间分析具有全球性，并需要与

分辨率相当的精密性。如在高斯投影的ＧＩＳ上，

不可避免地具有１．２６‰误差，这是地球信息科学

和技术发展所不能允许的。如图２是欧亚大陆与

北美的（椭球面上）精密等距分界线的等距方位投

图２　等距方位投影下的北极欧洲、

亚洲与北美洲陆地间等距线图示

Ｆｉｇ．２　ＩｓｏｍｅｔｒｙＭａ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Ａｓ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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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图（这是由地图代数按椭球大地线尺度距离变

换来实施的），它们是椭球上全形态图形的大地线

尺度意义上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界线。很明显，这里

空间数据的处理和分析类同图２，必须要使用大

地线尺度，它跟欧氏空间的缓冲区和Ｖｏｒｏｎｏｉ分

析的概念和方法有相当大的差别，必须予以足够

的重视。

５　结　语

围绕地球度量空间的理论问题，根据地球信

息要求的３个元素，即不同的范围大小、目的用

途、分辨率高低等，有两种不同的技术路线和无缝

方案，它们实际对应着欧氏和地球椭球两种不同

的度量空间，ＧＩＳ由欧氏空间向地球椭球度量空

间的转换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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