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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地学信息图谱图形与属性信息的双向查询与检索的实现方法，同时以福建某区域生态环境综

合信息图谱为例，在ＶＢ、ＭＳＡｃｃｅｓｓ的环境中，利用ＧＩＳ组件 Ｍａｐｏｂｊｅｃｔｓ开发系统，实现了信息图谱图形与

属性信息的双向查询与检索的新方法。该工作对福建省生态环境综合信息图谱数据库系统的建立有一定的

指导作用，对其他地学图谱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地学信息图谱；ＧＩＳ；Ｍａｐｏｂｊｅｃｔｓ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Ｐ２８３．１

　　地学信息图谱是计算机化的图谱，它是以地球

空间信息认知理论为基础，以遥感、地理信息系统、

网络通信、虚拟现实、计算机制图技术为支撑发展

起来的一种时空复合分析方法，是研究区域自然

环境与社会发展的一种现代化的科学方法和高新

技术手段［１］。从传统的、静态的地图学方法到动态

的、形象的科学思维与预测，地学信息图谱无疑是

一种新的探索。本文讨论了地学信息图谱图形与

属性信息的双向查询与检索的方法，同时以福建某

区域生态环境综合图谱为例进行系统设计。

１　方法讨论

应用图谱数据库实现信息图谱图形与属性信

息的双向查询与检索方法有如下几种。

１）借助于ＧＩＳ工具软件（如Ａｒｃ／Ｉｎｆｏ、Ｍａｐ

Ｉｎｆｏ、Ａｒｃｖｉｅｗ、ＭＥＧ等）提供的开发语言进行系

统建设与开发，用户可以利用这些宏语言，以原

ＧＩＳ工具软件为平台开发出针对不同应用对象的

应用程序。

２）在ＶＢ、Ｃ或Ｃ＋＋等环境下编程实现，这种

独立开发不依赖于任何ＧＩＳ工具软件，从空间数

据的采集、编辑到数据的处理分析及结果的输出，

所有的算法都由开发者独立设计，然后选用某种

程序设计语言（如ＶＣ＋＋、Ｄｅｌｐｈｉ等），在一定操作

系统平台上编程实现。

３）通过通用软件开发工具或可视化开发工

具（如Ｄｅｌｐｈｉ、ＶＣ
＋＋、ＶＢ、ＰｏｗｅｒＢｕｉｌｄｅｒ等）作

为平台进行二次集成开发。主要有两种方式：

① 采用 ＯＬＥ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技术或利用 ＤＤＥ技

术；② 利用ＧＩＳ组件（如 Ｍａｐｏｂｊｅｃｔｓ），根据用户

需要，实现地理信息系统的各种功能［２］。

上述３种方法比较见表１。由于 Ｍａｐｏｂｊｅｃｔｓ

是一组供应用开发人员使用的制图与ＧＩＳ功能

组件，它们与其他软件结合能实现地图与用户信

息的联系［３］，因此，本文讨论基于ＶＢ等环境下的

ＧＩＳ组件 Ｍａｐｏｂｊｅｃｔｓ的开发模式，实现信息图谱

图形与属性信息的双向查询与检索的功能。

表１　三种方法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实施方案 宏语言开发 独立开发 集成开发

对提供者的依赖性 高 低 中

距系统运行的时间 短 长 中长

初始费用 高 低 中等

人力费用 高 高 中等

风险和不确定性 低 高 较低

灵活性 中等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

对用户技术要求 中等 很高 高

现有资源的利用 高 低 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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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系统设计

２．１　编码原则

数据库编码的大原则可参考文献［４，５］。建

立一个相对统一的数据库，必须设计数据库的结

构，其属性数据库的字段除属性描述指标外，还有

代号、编码和名称。自然景观各要素图谱的属性

数据库结构与此类似，它们是图谱信息系统开发

的重要前提。一般的编码规则如下：① 景观类型

的组合命名方法，一般包括地理与地貌名称＋温

度带、干湿状况＋植被类型或＋主要农业结构与

熟制，个别景观补充特殊土壤类型。② 景观类型

采用三级组合代号。一级类型景观带，按热量、积

温及有关现象（以作物制度为主）划分为北亚热

带、中亚热带、南亚热带，以罗马数字表示，即Ⅰ、

Ⅱ等；二级类型景观亚带，按水分状况及有关现象

（以农业、土壤植被为主）划分为湿润、亚湿润、半

干旱、干旱４类地区，以大写英文字母犃、犅、犆、犇

表示；三级类型自然景观类型，按地形、植被及其

他有关现象划分若干个景观类型，以阿拉伯数字

为代号。③ 景观类型组合代号对应的编码分为

三级，第一级是景观带的代码，也就是编码的第

１、２位，用数字（００９９）表示；第二级是第３、４位

代码，是景观亚带的代码，用数字（００９９）表示；第

三级是编码的第５、６位，是景观类型的代码，用数

字（００９９）表示。

综上所述，景观带图谱数据库编码为７位，编

码的第一位为自然景观综合信息图谱的类型码，

后面６位就是上述景观带的代码、景观亚带的代

码以及景观类型的代码。这种组合代号体现了一

定的谱系结构。

２．２　数据库系统构架设计

福建生态环境综合信息图谱数据库及其查询

系统的建立是在生态环境综合信息图谱各类型单

元的归并与属性信息的提炼、定量指标确定的基

础上，设计符合生态环境综合信息图谱特点的数

据库结构，并利用ＧＩＳ技术实现生态环境综合信

息图谱查询检索系统。

自然景观信息图谱提炼的技术流程包括图像

扫描、配准、数字化、界线的拟定、卫星图像的判读

分析、界线的确定、属性指标体系的建立、数据库

结构设计以及对自然景观单要素信息图谱（地貌

图谱、气候图谱、水文图谱、植被图谱、土壤图谱

等）的构建。福建自然景观综合信息图谱的数据

库设计则参考了文献［４～９］，如表２所示。

表２　福建自然景观综合信息图谱的数据库设计

Ｔａｂ．２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Ｄｅｓｉｇｎｆｏｒ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ｕｐｕ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ｉｎＦｕｊｉａｎ

代号 编码 名称 卫星影像特征 气候类型
地质与构

造类型

地势起伏与

地貌类型

水系结

构特点
植被类型 土壤类型

土地利用与

土地覆被类型

土地利用与

保护方向

１１ 区域１ 深红色调 亚热带山区
ＮＮＥＳＳＷ

构造

中山坡地

３０００ｍ
格子状

硬叶阔叶林

（高山栎）

普通

棕壤
有林地 阔叶林

… … … … … … … … … … … ……

　　本系统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的 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００数据

库管理模式，空间数据为ｓｈａｐｅ格式，系统的数据

流向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利用 Ｍａｐｏｂｊｅｃｔｓ来显

示图谱数据，并对图谱数据进行查询；二是利用

ＡＤＯ组件访问图谱数据的元数据，这些元数据描

述了图谱数据的分类信息以及图谱特征与指标，

通过对元数据的查询可进一步细分查询类型。建

立综合信息图谱特征与指标检索表，将综合信息

图谱特征与指标检索表的内容按编码与代号输入

计算机，建立综合信息图谱检索系统。同时建立

同景观类型名称索引表的双向检索。

３　实验区功能的实现

以福建某区域生态环境综合信息图谱为例，

在ＶＢ、ＭＳ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００的环境中，利用 Ｍａｐｏｂ

ｊｅｃｔｓ开发生态环境综合信息图谱数据库系统，设

计实现信息图谱图形与属性信息的双向查询与检

索的功能。由于不同的人考虑的具体指标不同，

因此，图谱的划分归并是因人而异的。本文采用

廖克教授划分的福建生态环境信息图谱类型，初

步，方案为２１种，如表３所示。

按上述思路建立了图谱数据库图谱查询与检

索系统，同时建立与景观类型索引表的双向检索。

这种方法能按照用户的需求设计界面，实现的功

能也强。基本数据库表的字段显示如表４和图１

所示，图谱图形与属性信息的查询与检索主界面

如图２所示。

地学信息图谱是通过图形思维与地学认识，

对大量的空间数据进行数据挖掘、归类合并、重新

分类定位，并以谱系的形式再现，使图谱表达的内

容具有明确的分类与空间定位概念。运用图谱的

９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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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福建省生态环境综合信息图谱分类

Ｔａｂ．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ｕｐｕ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４类
犃 亚热带山地丘陵台

地生态环境类型

犅 亚热带山间盆

谷生态环境类型

犆亚热带滨海与湿

地生态环境类型

犇 人工建筑生态

环境类型

１高覆盖轻侵蚀针叶林生态

环境类型（代号１１）

１灌草丛生态环境类型

（代号２１）

１防护林生态环境类型

（代号３１）

１城镇居民地生态环境类型

（代号４１）

２低覆盖中侵蚀针叶林生态

环境类型（代号１２）

２果、茶园生态环境类型

（代号２２）

２浸水田生态环境类型

（代号３２）

２农村居民点生态环境类型

（代号４２）

３针阔混交林生态环境类型

（代号１３）

３水田生态环境类型（代

号２３）

３沙地生态环境类型（代

号３３）

３高侵蚀独立工矿生态环境

类型（代号４３）

２１种
４常绿阔叶林生态环境类型

（代号１４）

４养殖滩涂生态环境类

型（代号３４）

４轻污染独立工矿生态环境

类型（代号４４）

５生态环境类型 （代号１５）
５盐田生态环境类型（代

号３５）

５重污染独立工矿生态环境

类型（代号４５）

６灌草丛生态环境类型（代号１６）

７果、茶园生态环境类型（代

号１７）

８农田生态环境类型（代号１８）

表４　图谱特征与指标检索表

Ｔａｂ．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ｄｅｘＦｉ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ｕｐｕ

代号 编码 名称 形状 图幅编号
卫星影

像特征
气候类型

地质与构

造类型

地势起伏与

地貌类型

水系结

构特点
植被类型 土壤类型 …

１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１　数据库字段的窗口显示

Ｆｉｇ．１　ＷｉｎｄｏｗＤｉｓｐｌａｙｉｎｇｏｎＦｉｅｌｄｏｆ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图２　图谱图形与属性信息的查询与检索主界面

Ｆｉｇ．２　Ｍａｉ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ａｎｄＩｎｄｅｘ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多维组合、转换与显示，尽可能较系统地描述空间

格局，并从科学的现状反演历史的过程或推断未

来的态势。实践表明，本文讨论的技术可行有效，

它将为福建省生态环境综合信息图谱数据库及其

查询检索系统的顺利建设提供技术服务，也将为

其他地区地学信息图谱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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