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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围绕国家基础地理信息１∶５万核心地形要素数据库内容的完善，对不同专业领域和部门，通过问卷

进行调研，了解地理信息用户对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的要素内容、属性信息等的需求。针对反馈结果，进行了

统计分析，并提出了３种不同的数据库内容完善方案。方案的最终确定还需要采取空间分析的手段进行修

正，使之可以作为数据库内容完善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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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地理信息用户的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问卷是获取用户信息的一种工具，本次调查

采取问卷的方式。设计者必须明白如何对所有可

能的回答结果进行处理和分析［１］。

本次调查的目标是全面了解国家基础地理信

息在各部门／行业的应用情况，明确地理信息用户

对１∶５万核心地形要素数据库的要素内容、属性

信息、数据精度和现势性等的需求情况。问卷的

设计以国家１∶５万地形图图式为依据，主要针对

某些地理要素进行提问，对于一些已经达成共识

的问题，如某些地理要素的分类和具有重要意义

的地理要素将不再征求意见。

１．１　被调查者对国家基础地理信息应用的基本

情况

本次调查采取小组座谈和网站（页）问卷调查

两种方式［２，３］，自２００４年８月１日开始至２００４年

１０月１日结束，收到反馈问卷２９５份，其中有效

问卷２７４份，问卷有效率为９３％。

调查发现，７５％左右的被调查者使用数字化

的地理数据，表１、表２分别是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的使用目的和对于基础地理信息比例尺的需求情

况的统计。对于数据的现势性问题，７０％左右的

被调查者认为，重要的、常用的要素每半年至２年

更新一次，不太重要、不常用的要素每２年至５年

更新一次。

表１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在各单位的使用目的

Ｔａｂ．１　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ａｔａｔｏＥｖｅｒｙ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使用目的

生产地形图 建立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 制作专题地图 建立空间数据库 本部门的数据分析 其他

人数／个 ５６ ８８ １７４ １０８ １３２ ３２

百分比／％ ２０．４ ３２．１ ６３．５ ３９．４ ４４．９ １１．７

表２　比例尺的需求情况

Ｔａｂ．２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ＤａｔａＳｃａｌｅ

比例尺 １∶１００万 １∶５０万 １∶２５万 １∶１０万 １∶５万 １∶２．５万 １∶１万

人数／个 ６３ ４８ １１０ １１７ １９７ ３３ １２２

百分比／％ ２３．０ １７．５ ４０．１ ４２．７ ７１．９ １２．０ ４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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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地理要素和属性信息需求情况的汇总

本次调查问卷涉及到１０８个要素及属性（每

个要素或属性将被认为是一个样本点，下同）。表

３是调查问卷的反馈结果汇总的一部分，人口数

量为属性信息。

表３　调查表反馈结果汇总（部分）

Ｔａｂ．３　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ＲｅｔｕｒｎｅｄＡｎｓｗｅｒｓ

居民地与建筑物 地理要素名称 同意人数 反对人数 总人数

房屋

棚房 １２２ ８３ ２０５

窑洞 ６０ １４５ ２０５

蒙古包 ４７ １５８ ２０５

人口数量 人口数量 １２１ ８４ ２０５

　　通过汇总反馈结果，根据“同意”和“反对”者

人数上的对比以及被调查者的背景信息（如工作

单位）发现，不同专业部门对于１∶５万核心地形

要素数据库的内容有着不同的需求和应用，并且

得出一些定性的结论。例如，地震部门使用地理

信息数据用于确定地震中心、台站、断层位置、地

震灾害调查等，最需求的要素和属性内容有居民

地（最好注上人口数）、水系、人口数、铁路、公路、

输水管道、输气管道、电力线、泉（地震最关心上升

泉）、泥石流、滑坡、火山等。城乡规划部门关心的

要素有道路、等高线、居民地、境界、河流、电力线、

土地利用等。

２　聚类分析

２．１　聚类方法的选取

为了提出国家基础地理信息１∶５万数据库

内容完善的方案，需要根据反馈结果进行统计分

析，原因是仅仅依据问卷反馈结果的简单汇总得

出的结论，并不能作为数据库内容完善的根据。

基于此，需要从整体上考虑不同专业部门的需求，

以不同的要素及属性信息的总体需求程度为依

据，来选取地理要素和属性，并以此作为１∶５万

核心地形要素数据库内容完善的参考。一种可行

的方法是把具有相同需求程度的要素及属性归为

一类，根据需求程度的高低进行数据库内容的选

取。因此，可以采用分块聚类［４，５］的方法对反馈

结果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对于不同的地理要素及属性信息，不同的用

户有不同的需求，然而在对要素及属性进行聚类

之前，可以根据可能的需求情况，假设分为高、中、

低三大类，分别代表不同的需求程度。当然，最终

是否分为三大类还要对聚类结果进行分析，若不

合理，就要重新确定分类数目，进行聚类。

２．２　应　用

本文在分析过程中采用了ＳＰＳＳ软件，采用

的聚类分析方法为犓均值聚类方法。

第一次聚类时，ＳＰＳＳ软件根据用户的指定分

类数３，凭经验初步确定各类的中心点，未经犓

均值算法迭代，其类别间距离（欧氏距离）并非最

优；经迭代运算后，类别间各类的中心值得到修

正。表４是聚类后各类的中心点值，即聚类后每

一类中所有样本点的平均值，这个值反映了每一

类中的典型样本点的特征。按照同意比例的高低

可以得出，聚类１、３和２分别对应于需求程度的

高、中和低。表５是聚类后各类的中心之间的欧

氏距离，可以发现，聚类１和聚类２之间的欧氏距

离远比聚类１和聚类３之间以及聚类２和聚类３

之间的欧氏距离大，这也正是因为聚类１和聚类

２分别代表不同的需求程度。表６是聚类后每一

类中样本点的数目。

　　　　　　
表４　聚类后各

类的中心

　　　　　
Ｔａｂ．４　Ｆｉｎ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

Ｃｅｎｔｅｒｓ

聚　类 １ ２ ３

同意比例 ０．６９２５０．２５７３０．４６３７

　　　　　　　　　　　　　　　　　　　　　　　　　　　

　　　　　表５　聚类后各类中心

　　　　　之间的欧氏距离

Ｔａｂ．５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ｉｎ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Ｃｅｎｔｅｒｓ

聚　类 １ ２ ３

１ ０．６１６ ０．３２４

２ ０．６１６ ０．２９２

３ ０．３２４ ０．２９２

　　　　　　　　　　　　　　　　　　

表６　聚类后每一类中

　　　样本点的数目

Ｔａｂ．６　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Ｃａｓｅｓ

　　　ｉｎＥａｃｈＣｌｕｓｔｅｒ

聚　类 １ ２ ３

２６ ４１ ４１

有效值 １０８

　　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分类数目犽＝３，即所有样

本点分为三大类，分别代表高、中、低的需求程度，

进行聚类分析是否合理。一种方法是对聚类后的

每个样本点与相应的分类中心的距离进行分析，

观察每一类中有没有样本点严重偏离最后的聚类

中心，如果有很多样本点严重偏离聚类中心，说明

分类数目不合适。图１是箱式图，横轴代表聚类

１、２、３中的样本点数目，纵轴代表样本点偏离聚

类中心的距离，图中的黑粗线为距离的均数，矩形

框为四分位间距的范围，矩形框的上下两条边分

３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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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代表第三、四分位数与第一、四分位数，或上四

分位数和下四分位数，它反映了有１／４的数据小

于下四分位数、１／４的数据大于上四分位数，而有

一半数据介于上四分位数与下四分位数之间。箱

式图的上下两个细线代表距离的最大、最小值。

图１　每个样本点与相应的分类中心的距离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ｓｅａｎｄＩｔ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ｌｕｓｔｅｒＣｅｎｔｅｒ

　　图１中的黑粗线都在矩形框内，说明所有的

样本都没有严重偏离相应的聚类中心，聚类效果

较好，这从一定程度上表明分类数目３是合适的。

３　数据库内容完善的方案

３．１　方案的提出

通过上面的聚类分析，根据聚类后各类的中

心（见表４）发现，聚类１中的样本具有最高的同

意比例，而聚类２中的样本具有最低的同意比例。

因此需求程度高、中和低的样本集合分别对应于

聚类１、聚类３和聚类２。据此，可以得出地理信

息系统数据库内容完善的不同方案。

１）只包括需求程度最高的要素及属性集合，

对应于聚类１，包含２６个样本；

２）包括需求程度最高和中等的要素及属性

集合，对应于聚类１和聚类３，共６７个样本；

３）包括所有要素及属性，即包含聚类１、聚类

２和聚类３中的所有样本。

同时，在问卷设计的过程中，为了减少问题的

数量，没有涉及具有重要意义的地理要素的询问。

因此，为了保证数据库内容完善方案的完整性，应

该加上这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要素。

３．２　方案的比较

方案１）是三种方案的交集，包含最少的要素

及属性，当然包含了地理信息用户最需要的信息，

是最为核心的地形数据，能够为用户提供地理基

础和参考。

方案３）最为详细，不仅包含方案需求程度最

高的要素及属性，而且包含需求程度中等和最低

的信息。但如果采纳方案３）作为１∶５万核心地

形要素数据库内容完善的方案是不合适的，因为

不同专业部门对于１∶５万核心地形要素数据库

的内容有着不同的需求和应用，每个专业部门都

希望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能够包含与其专业

和工作密切相关的所有要素及属性信息。但是要

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包含所有的地理要素

及属性是不可能的，因为包含所有要素和属性信

息的数据库，其数据采集、数据分发、更新和维护

耗资巨大，不适合我国目前的基本国情。虽然方

案３）所包含的内容没有涉及到数字正射影像、地

面高程等，然而，由于其在地形要素内容及属性方

面的全面性和系统性，方案３）可以作为我国国家

地形数据分类、分级的参考依据。

方案２）包含的内容基本上可以满足地质、水

利、交通、电力、地震、城乡规划等专业部门对于核

心地形要素数据库等的需求。

３．３　方案的分析

通过比较，方案２）基本上可以作为１∶５万

核心地形要素数据库内容完善的依据。然而，数

据库完善是一项重大的工程建设，需要满足系统

性原则，数据生产与建库首先要在地理要素的内

容、数据库结构等方面具有系统性，聚类分析只是

根据用户对各个要素及其属性的需求程度进行统

计聚类，因而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方案并没有考虑

空间要素的完整性及其关联性，进而需要通过空

间分析［６，７］对所提方案的合理性进一步论证。

３．３．１　空间要素内容的完整性分析

方案１）和２）在要素内容上作了一定的取舍，

并且可以满足大多数专业部门的需求，但仍然缺

少了部分具有一定重要性和应用价值的要素。如

特殊住房里的“蒙古包”要素对于民政部门、规划

部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当补充“比较固定的

或是季节性的蒙古包”。

３．３．２　空间要素内容的逻辑一致性分析

“高程注记点（地形高程点、特殊高程点、水位

高程点）”和“水深注记点（实测水深、转绘水深）”

是两种具有同等重要级别的地理要素。然而，方

案２）包含了“高程注记点”，却没有“水深注记

点”，这是需要补充的。

３．３．３　空间要素属性复杂程度的一致性分析

对于“常年河”的属性，“高水位岸线”和“水位

线”常常出现在一起，然而在方案２）中只包含了

“水位线”，没有“高水位岸线”。“坝／堤”的属性、

“防洪安全线”和“警戒线”也是出现在一起的，但

方案２）中不含“警戒线”。这些缺陷往往会导致

４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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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要素在属性复杂程度上的不一致，并且这些

属性信息的采集并不困难，所以应该补充。

根据空间分析的结果，对方案２）进行修改，

即添加要素及属性。修改后的方案２）与原方案

２）相比较，内容更加完整，结构更加合理，可以作

为国家基础地理信息１∶５万核心地形要素数据

库内容完善的参考。

４　结　语

１）对问卷调查结果的聚类分析是１∶５万数

据库内容选取的必要手段。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

不可能包含所有专业部门的需求，需要从整体上

考虑不同专业部门的需求，以不同的要素及属性

信息的总体需求程度为标准，来选取地理要素和

属性。通过采用聚类分析中的犓均值聚类方法

对反馈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根据聚类结果，很容易

提出数据库内容完善的不同候选方案。

２）空间分析是对统计分析的有益补充。聚

类分析只是根据用户对每一个要素及其属性的需

求程度进行统计聚类，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方案没

有考虑空间要素的完整性及其关联性，因此，需要

通过空间分析对所提方案的合理性进一步进行论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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