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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ＧＩＳ数据组织是ＧＩＳ的核心和关键问题之一，其对象来源于现实世界的地理现象或客观实体，必须对

现实世界进行抽象和表达。因此，建立ＧＩＳ的过程是以认知科学为基础、以计算机为手段，对地理空间数据

进行有效组织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以地理空间认知为桥梁，对现实世界的地理现象进行逐步抽象，通过一层层

具有不同抽象程度的空间概念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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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计算机技术

的迅猛发展，ＧＩＳ从开拓发展、巩固突破应用阶段

进入了社会化阶段［１］；ＧＩＳ和其他相关学科（如

ＲＳ、测绘学、地理学等）的共同发展，最终形成了

地理信息科学和地球空间信息科学［２～６］。作为地

图科学［７］，ＧＩＳ是地理信息科学和地球信息科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ＧＩＳ为智能决策支持服务，

决策支持的过程就是问题的求解过程，即认知操

作过程，数据组织是问题求解过程的一个必要的

基础组成部分，是ＧＩＳ的重要研究内容。为了实

现ＧＩＳ智能决策的目标，理解人们某些特定方面

的认知是必要的，但这个目标经常很难达到，主要

是因为对ＧＩＳ中认知问题的关注程度不够、理解

不够。因此，目前对认知问题重视程度的不足是

地理信息技术有效性的一个主要障碍［８］。认知研

究将直接导致ＧＩＳ系统的改进，改进后的系统将

充分体现人类的地理感知，因此，认知问题的研究

对设计更有效的ＧＩＳ是有帮助的。

１　犌犐犛认知

在这里沿用认知是研究知识的获得、储存、提

取及运用的定义。发生在地理空间上的认知称为

地理空间认知，它是对地理空间信息的表征，包括

感知过程、表象过程、记忆过程和思维过程，实质

是对地理现象或地理空间实体的编码、内部表达

和解码的过程。地理空间认知是地理学的一个重

要研究领域，是地理认知理论之一和ＧＩＳ数据表

达与组织的桥梁和纽带，研究地理空间认知对

ＧＩＳ的建立具有重要作用。认知、空间认知、地理

空间认知以及ＧＩＳ之间的关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　认知、空间认知和地理空间认知与ＧＩＳ的关系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ＩＳ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随着地图应用的进一步深入以及计算机等技

术的飞速发展，ＧＩＳ成为人们认识、理解世界的另

一重要工具。目前，在现实生活中，地图是人们表

达地理现象（事物）最常用的工具或方式之一，它

是地表空间关系和空间形成的视觉图解表象［１］。

因此，地图是空间表达的一种普通方式。从概念

上讲，它既可以看作是一种图形图像，也可以看作

一种图形几何结构。前者导致了栅格数据模型，

其基本元素是栅格单元，用网格来表达，它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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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的；后者导致了矢量数据模型，基本元素是

点、线、面，在拓扑结构中还包含拓扑关系，它是基

于对象的［９］。可见，ＧＩＳ的矢量模型和栅格模型

实际上是一种基于地图的模型，因此，ＧＩＳ认知是

以地理空间认知为基础，在相关理论（如地图认

知、认知心理学）的指导与支持下，对ＧＩＳ系统建

设整个过程的描述和表达，并以此指导ＧＩＳ系统

建设，使所建立的ＧＩＳ系统既符合人们的认知习

惯，又符合计算机技术原理的基本要求，促进ＧＩＳ

系统的人性化、智能化。

地理空间认知的重要基础之一是认知心理

学，目的是建立地理空间认知模型，利用它可以优

化ＧＩＳ数据组织模型，实现客观世界的计算机管

理，并起到辅助决策的作用。因此，要建立符合人

性思维的ＧＩＳ，实现海量地理空间数据的ＧＩＳ辅

助决策，必须重视空间认知心理学研究。在数据

的处理过程中，应借鉴人脑对信息的处理方式和

思维过程。人脑的地理思维（包括地理抽象思维、

地理形象思维和地理创造性思维）形成了地理意

象，地理意象有地理区域、综合体、地理景观和区域

地理系统４种模式
［１０］。ＧＩＳ对于地理现象或地理

实体的表达与组织、处理与分析要遵循这４种模式

以及其中的关系。目前，ＧＩＳ对于思维的模拟有两

种典型的方法论———连接主义和符号主义［１１］，但

要使其模拟人脑思维并实现人脑的某项功能，必须

具备一定的条件，并发展相应的理论。

ＧＩＳ是对地理空间信息的描述、表达和运用，

其初衷是用计算机模拟分析地表现象、地理时空

过程，并为辅助决策服务，即 ＧＩＳ应该以认知科

学为基础，以计算机为手段（工具），运用地理思维

来模拟分析地理问题。用ＧＩＳ可以解决的地理

学问题如图２所示。

图２　地理学问题的ＧＩＳ回答

Ｆｉｇ．２　Ｒｅｐｌｙｔｏ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ｂｏｕｔ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ｉｔｈＧＩＳ

　　地理知识的描述需要地理思维，它们与ＧＩＳ

相结合会产生基于知识的 ＧＩＳ和基于 ＧＩＳ的专

家系统两种结果。这两种系统都是以地理认知为

基础的。地理认知、地理思维和ＧＩＳ的关系可用

图３来描述。

图３　地理认知、地理思维与ＧＩＳ

Ｆｉｇ．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ＧＩＳ

２　犌犐犛数据组织

ＧＩＳ数据最终要存储在数据库中，因此，ＧＩＳ

数据组织涉及到计算机的有关知识。由于 ＧＩＳ

与其他数据处理系统（如ＣＡＤ）的本质区别在于

ＧＩＳ的空间数据处理与分析（尤其体现在拓扑关

系上），因此，ＧＩＳ空间数据的数据组织是整个系

统能否有效运行的关键。应用认知理论对 ＧＩＳ

数据组织进行认知分析，实质上就是利用信息流、

知识流来分析和表达ＧＩＳ的研究方法。

ＧＩＳ数据库中，地理现象的组织和表达是地

理信息科学最核心、最根本的内容之一［１２］，当然

也是ＧＩＳ的核心和关键问题之一，数据组织问题

涉及到ＧＩＳ系统应用开发的成败。传统意义的

数据组织只注重研究数据模型和数据结构；实际

上，ＧＩＳ数据组织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的理论是

ＧＩＳ、地理信息科学或地球信息科学的基本理论。

ＧＩＳ空间数据组织的对象来源于现实世界的

地理现象（客观实体），因此，必须对现实世界进行

抽象和表达，以建立现实世界的 ＧＩＳ数据模型，

抽象的过程是人们对现实世界进行认知的过程，

表达的过程是人们对现实世界进行计算机再现的

过程（图４）。

图４　ＧＩＳ数据组织的两个过程

Ｆｉｇ．４　ＴｗｏＳｔｅｐｓｏｆＧＩＳＤａｔａ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顾及图形数据本身的特点，ＧＩＳ系统的数据

组织与纯属性数据的组织有很大不同（无特别说

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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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时，文中的 ＧＩＳ数据组织指 ＧＩＳ空间数据组

织），包括微观数据组织和宏观数据组织两部分内

容，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宏观数据组织

具有大区域、大尺度的特点，是真正从地理空间的

角度来研究地表现象的组织与表达方式；而微观

数据组织具有抽象、具体的特点，它注重研究地表

现象个体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

建立地表现象的逻辑组成关系。前者以后者为基

础，并为后者提供关系空间和实验空间；后者为前

者提供逻辑基础，是前者研究的前提。两者均以

地理认知或空间认知理论为基础，利用计算机技

术来实现，两者的关系如图５所示。

图５　宏观数据组织与微观数据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内容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ｉｃｒｏｄａｔａ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ｃｒｏｄａｔａ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２．１　微观数据组织

微观数据组织是指通过研究地表现象的微观

抽象表达，进而研究它们的计算机存储、管理和分

析，如通过地理认知，人们把地表现象抽象为点、

线、面、体等４种类型，为了在计算机中再现这些

地表现象，根据计算机科学的有关理论（如计算机

图形学、数据库、数据结构等），按照点、线、面、体

的组织方式选择合适的数据模型和数据结构，来

实现地表现象的可视化表达。微观数据组织是从

微观上研究ＧＩＳ数据组织的一种方式，是建立任

何ＧＩＳ系统的基础和前提，其内容包括微观颗

粒、数据模型、数据结构、空间关系等。微观颗粒

是指组成地表现象的基本元素，是ＧＩＳ信息组织

的基本单元，有坐标点、栅格像元、地理特征３类。

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地理现象通过认知和抽

象，把地理实体结构化为数学上的点、线、面以及

栅格单元（格网），这种抽象与描述方法造就了基

于分层的数据组织方法。实际上，点、线、面以及

栅格单元是不存在的，这种抽象不是一种对真实

地理空间的描述或表达方式。对地理实体属性和

关系共性的认识是人们认知的开始点［１３］，可见，

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初识是基于地理特征的，这种

认知方式造就了基于特征的数据组织方法。

基于分层的数据组织和基于特征的数据组织

都以实体模型和场模型为基础，但基于特征的数

据组织在面向对象数据模型的基础上使用面向对

象的技术方法来组织数据，而基于分层的数据组

织主要在矢量数据模型、栅格数据模型以及关系

数据模型的基础上使用分层的方法来组织数据。

虽然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分层的数

据组织方法也渗入了面向对象技术，但这并没有

构成真正的面向对象的数据模型。可见，两者存

在根本的差别［１４］。

２．２　宏观数据组织

宏观数据组织是以微观数据组织为基础，以

数字地球为框架，研究大型 ＧＩＳ海量数据的存

储、组织、管理与共享，其内容主要包括宏观颗粒、

数据共享、分布式结构以及无缝数据组织等。宏

观颗粒是指大型 ＧＩＳ中存储和管理数据的基本

组成单位，如图幅、行政单元等。

在ＧＩＳ建立之初，所应用的区域范围是比较

小的；随着ＧＩＳ应用领域的不断推广和深入，应

用ＧＩＳ研究的区域越来越大，区域性ＧＩＳ越来越

受到重视，这种类型的ＧＩＳ具有大、中、小比例尺

的要求，所面对的数据量越来越大，从最初的 ＭＢ

数量级发展到现在的 ＧＢ数量级甚至 ＴＢ数量

级，已经到了海量的程度，所有这些数据都一起推

动着ＧＩＳ向大型化方向发展。大型 ＧＩＳ有不同

的表述方式，如企业ＧＩＳ、政府ＧＩＳ；另外，数字地

球、数字中国、数字流域以及数字城市等都是大型

ＧＩＳ的一种表现形式。海量数据是它们的共同特

征，海量空间数据的管理成了制约ＧＩＳ发展的一

个瓶颈［１５，１６］。因而，解决大区域海量空间数据的

统一管理成了ＧＩＳ广泛应用面临的主要问题
［１７］，

从数据组织的角度在宏观上进行研究有助于这一

问题的解决，它涉及认知理论。把认知理论应用

到数据组织的应用研究中，使得数据组织既符合

计算机技术原理的基本要求，又符合人们的思维

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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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可应用到海量数据组织管理的认知理论主

要有：① 分级分类理论，主要指人们为了组织数

据以及更有效地存储知识而使用的怎样把具有共

同属性的实体组进行分类的方法；② ｗｈｅｒｅ、ｗｈａｔ

和ｗｈｅｎ的认知理论，ｗｈｅｒｅ、ｗｈａｔ和ｗｈｅｎ三个

知识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人们能够正常行

使职能［１８］，ｗｈａｔ涉及实体的标识，ｗｈｅｒｅ涉及实

体的相关空间关系，ｗｈｅｎ涉及实体的变化运动以

及对过程的探测，由于使用上的根本差别，三个系

统在性质上彼此区分，在人脑中独立编码，但它们

相互交织，在空间上相互作用；③ 总体先于局部

原理［１９］，即对于视知觉，总体特征先于局部特征

被知觉，总体加工处于局部分析之前的一个必要

的知觉阶段。

上述理论要根据 ｗｈｅｒｅ、ｗｈａｔ和 ｗｈｅｎ之间

的相互关系，应用有关理论（如分级分类理论）对

海量数据进行从粗到精的组织与管理。另外，由

于ＧＩＳ表现的是地理时空过程，因此，其数据组

织模式必须符合地理规律，地理时空等级组织体

系［２０］对此作了简要概括，为实现具有不同时间和

空间比例尺的海量空间数据的浏览提供了数据组

织模式。海量数据的分布式存储组织符合地理信

息分布的特点与要求，建立分布式地理数据库，实

现ＧＩＳ数据的分布式管理即分布式ＧＩＳ，是一条

较好的实用的解决办法。有两条解决方案［２１］：基

于元数据的异质数据获取方案；基于ＦＤＢＳ的异

质数据库一体化方案。其中涉及的 ＧＩＳ无缝数

据组织［２２，２３］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２３］，即同地数据

库或异地数据库之间不同数据层的无缝组织、不

同比例尺的无缝组织和不同时相的无缝组织。另

外，从计算机的角度讲，还可以使用数据压缩的方

法把ＧＩＳ海量数据变为非海量数据。目前，栅格

数据的压缩和数据简化算法已经比较成熟，但在

矢量数据压缩方面还很不完善，混沌理论、人工智

能、专家系统、分形分析和模糊逻辑系统等都可以

应用到ＧＩＳ海量的矢量数据压缩和简化中。

３　结　语

１）认知是ＧＩＳ的基础理论之一，数据组织是

ＧＩＳ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从认知的角度研究

ＧＩＳ的数据组织，可以丰富ＧＩＳ的研究内涵，充实

ＧＩＳ的基础理论，推动ＧＩＳ自身的发展，还可以促

进地理信息科学、地球空间信息科学的进步。

２）建立ＧＩＳ的过程是以认知科学为基础，以

计算机为手段，对地理空间数据进行有效组织的

过程，这一过程是以地理空间认知为桥梁，对现实

世界的地理现象进行逐步抽象，通过一层层具有

不同抽象程度的空间概念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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