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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讨论了ＧＩＳ空间数据的几个理论问题：空间数据概念的完整性，空间数据量，面向多维空间、动态分

析的空间数据结构，以及ＧＩＳ空间数据的初始化和空间尺度等；深入探讨ＧＩＳ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所面临的困

惑，并在分析了ＧＩＳ所需的空间数据基础上定义了位、邻、近、势４类空间关系数据，由此探讨了地图代数作

为一种解决思路的可行性及其若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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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ＧＩＳ发展的历史
［１］可以看出：① 其发展

轨迹由地图学到计算机辅助制图，然后到今天的

地球科学与信息科学的合成———地球信息科学，

学科本身不断发展、融合其他相关学科；② ＧＩＳ的

应用领域不断拓广，应用层面也不断深入；③ 对

分析功能的关注程度逐渐加强。

ＧＩＳ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数据库功

能、可视化功能和分析功能。当前地理信息的管

理及可视化已囊括了相当范围，包含对地理空间

实体的定位、浏览、查询、管理和动态监测、属性数

据的统计分析等方面，理论较为成熟，在实践中也

有了广泛的应用。然而，空间分析作为ＧＩＳ区别

于 ＭＩＳ或其他信息系统的标志，不管是理论研究

还是实践应用，都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对已

有地理信息数据的深入分析、预测及动态过程的

管理和控制等，实质上会产生更巨大的社会和经

济效益，具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因此，地理信息

的空间分析必将成为今后ＧＩＳ研究的重点和热

点。

空间分析是地理信息分析的重要方面，相对

纯属性数据分析来说更加复杂，学术界对此也倾

注了更多的重视。但是，关于ＧＩＳ空间分析的几

个基础理论问题［２］，如空间数据概念的完整性，空

间数据量、ＧＩＳ的基础空间尺度等，以往的研究还

有所欠缺。正由于此，使得ＧＩＳ的发展在目前遇

到了一些困惑，或者说难以解决的瓶颈问题［３］。

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较为明确的阐述，并尝试

给出这些问题的解决途径，以供讨论。

１　地理信息空间数据

空间数据是实体本身的地理属性，包含实体

本身的位置数据以及实体间的空间关系数据两部

分，是地理信息的本质特征。笔者认为，完整的空

间数据概念由“位”、“邻”、“近”、“势”四类信息综

合描述更为全面和妥当。对于这四类信息，笔者

的定义如下：

“位”即空间点、线、面实体的位置数据。如经

纬度、大地高或笛卡儿坐标狓、狔、狕。这一类数据

是所有数据中最基本、最需要的。

“邻”即空间点、线、面实体的有关”邻”的关系

数据，一般通过“公共元”或“邻接元”描述和区分，

也即学术界讨论得比较多的“拓扑”关系数据。邻

接、关联、包含、连通等常用的拓扑关系莫不与

“邻”有关，故用“邻”代表拓扑数据。“邻”数据是

ＧＩＳ空间分析的基础
［４］，在网络分析中没有“邻”

数据是无法进行的。

“近”即空间点、线、面实体间及附近空间的关

系数据。如地理空间中随着比例尺缩小，两个实

体间在符号化时的压盖、避让等关系数据，它主

要体现在附近对象及其远近、方向数据，这种关系

是一种非接触的、直接的、“可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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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即扣除了“邻”、“近”后，空间全部实体

间的各种关系数据，它也表明空间各实体对空间

任一点的影响。如空间中“场”的概念，类如万有

引力对空间的影响，既有相互间的，又有对空间任

一点的。势数据蔓延整个地理空间，也有远近和

方向，但这是一种非直接的、非“可视的”。

显然，空间中并非只有“位”、“邻”两类数

据，“近”及“势”所描述的是对各实体本身以及实

体外的空间关系，对准确刻画空间实体特征是非

常必要的。这与现代科学关于空间是决定于物质

及运动的观点是一致的。

２　犌犐犛的发展与空间数据

在ＧＩＳ发展的初期———传统的地图学时代，

在纸质图上集中关注的是地理空间中各个实体的

位置。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空间信息的传输由

简单线划变成多媒体形式，尽管这些信息的表达

形式和手段越来越丰富，但其功能的出发点还是

传统 ＧＩＳ研究的角度———主要用于计算机辅助

制图，即把描述或表现的重点放在“位”数据和少

量的关系数据上。例如当时出现的 ＧＩＳ平台

Ａｒｃ／Ｉｎｆｏ、ＭＧＥ等均构造在矢量的分层拓扑模型

之上，它们给出了空间的“位”、“邻”、“层”概念，

对于ＧＩＳ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依赖“位”

和“邻”数据，不仅可以可视化，并且能够对空间

的点、线、面进行统计分析、叠置分析和部分网络

分析。但是社会实际需要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比如缓冲区问题，这时除了“邻”数据外，必然还需

要空间的“近”和“势”关系数据。

ＧＩＳ学科本身的发展历程正说明了这样一

点，要完整地描述空间实体的位置、形态、空间分

布和相互关系，“邻”、“近”、“势”信息是必不可少

的，应用越广越深入，对于空间关系数据的需求也

就越全面。完整的空间数据概念是解决空间数据

的处理、综合和分析必要的数据基础，可以帮助我

们正确认识和解决如下ＧＩＳ难题。

２．１　机助编绘问题

正如“数字地球”所描述的那样，人们期望对

于整个地球表面的地理现象能够进行跨比例尺、

多分辨率、三维虚拟表示，甚至是跨时间维的动态

过程，即地理信息不仅要求在空间上综合，还需要

在时间上综合。

对于单个空间实体的绘制，一般只要知道其空

间位置和类别数据，即可进行符号化，即制图学中

的清绘（图１）。无论它本身的形状怎样综合，都可

以不涉及其他数据，这种绘图系统已十分普遍。

但随着比例尺的缩小，缩小空间内应表达的

要素实体实际上是由要素本身的用途决定的。解

决多个点、线、面实体图形符号新产生的可视化形

式上的矛盾，主要采用压盖、避让等方法，必然

需要“近”数据（图２）。在进行编绘时，对“近”数

据的需要，甚至还是动态的。在人工参与的情况

下，人眼不断扫描，并时刻监视它的移动和压盖，

这一动态过程实际上是以不断变化的“近”关系数

据为基础的。由此可看出，“制图综合”这个国际

难题的关键，实质上是空间数据（”位”、”邻”、

“近”）及其组织问题。

图１　两个线状实体

的清绘

Ｆｉｇ．１　ＤｒａｗｉｎｇｏｆＴｗｏ

ＬｉｎｅａｒＯｂｊｅｃｔｓ

　

图２　比例尺缩小后绘制

两个线性要素要考虑“近”关系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Ｎｅａｒｎｅｓ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ｈｅｎＺｏｏｍｅｄＯｕｔ

２．２　犌犐犛网络分析问题

空间关系数据在网络分析的各个内容上都有

以下体现：① 相应于“邻”问题，如爆管分析中相

关阀门检索及处理；② 相应于“近”问题，如路径

分析中的最短路径，如图３所示的“迷宫导引”问

题；③ 相应于“势”问题，如网络中的犘中心设置、

空间网络设计问题等，需要综合考虑“近”和“势”，

也即需要考虑一切对象的相互关系后，才能决策

的复杂问题往往与势数据相关。

图３　迷宫导引图

Ｆｉｇ．３　Ｇｕｉｄｉｎｇｉｎ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

３　犌犐犛发展的思考

３．１　空间数据量问题

对于描述空间的这四类数据信息，“位”、

“邻”、“近”、“势”四类数据的复杂性依次增强，数

据量也依次增大。下面试以５０００个结点的网络

分析为例，来讨论一下各类数据的量级及其相应

７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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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典型应用问题。值得说明的是，这种讨论是以

必需数据的数据量来进行的，细节数据的数据量

予以忽略，并且是假设性的。

该网络中，“位”数据是最小的，其中有５０００

个结点“位”，以及它们之间的实际联系———实际

边的数目犈（０≤犈≤犆５０００２），可凭借这两种数据

绘出该网络图。显然，这是一个网络可视化的必

需数据量。“邻”关系数据相对于上述位数据则应

增加到犈ｍａｘ＝犆５０００２数，即结点之间的通路可能

达到犆５０００２，约１２５０００００条。不管有无实际边，

是否有拓扑关系，数据必须存在，这时可依据“位”

和“邻”数据进行典型的最优路径分析、最小生成

树、连通分析中的“爆管分析”。对于“近”数据，则

有两个概念：一是绝对量的概念，如缓冲区缓冲宽

度Ｌ的衡量，显然１ｍ和２ｍ的“近”数据量是不

一样的；二是相对量的概念，即“更近”和“最近”的

概念，如在 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衡量中，全区域每一个

点均有自己数据的数据量级，数据量大大增加，

其典型应用如图３中的一般障碍条件下的最短路

径（ＥＳＰＯ）求解问题。“势”数据是描述区域内全

部实体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如物质流、信息

流、能量流，不仅邻、近实体间有作用，遥远实体、

所有实体间如万有引力一样都有作用，关系极其

复杂，数据量也极大。这类数据典型应用如网络

中的犘 中心设置、著名的“货郎担”问题（ＴＳＰ）

等，它们要考虑网络中所有实体间的相互关系，

才能作出最优判断，其规模宏大，至今未有一般

解。

对于空间实体的相互关系，从邻近关系上来

讲有全形态图形的相互关系、不等权和不平衡的

相互关系、有条件的相互关系、复杂约束条件下的

相互关系以及优化过程，这些数据更加复杂，其数

据量是惊人的。如以矢量数据结构为基础的ＧＩＳ

网络分析中，如果有５０００个结点，则其空间关系

数据量估算如表１。表１中对“近”数据的估算，

只是考虑整数点的情况，如果再考虑线、面（各含

有数目不等的多个空间点）上缓冲区的相互关系，

那么“近”数据量远远超过“邻”数据。在现有及将

来可预见的有限硬件条件下，矢量方式下的显式

空间关系数据组织及管理是相当困难的，“势”问

题就更难，更不用说进行空间分析了。

从长远和广义角度考虑，一个理想的、大区域

的ＧＩＳ应用系统要尽可能涵盖多方面的用途，这

就导致ＧＩＳ空间数据矢量初始化的时候不能舍

弃“位”、“邻”、“近”、“势”中影响实际分析结果的

任何一类空间数据。实际上，空间应用问题是无

穷的，意味着难以限制其所需要的数据，这样庞

大的数据量，无论对于数据的初始化组织还是存

储管理，都是一个瓶颈，因而其应对方法已成为

ＧＩＳ发展的重点思考之一。

表１　犌犐犛空间数据量估算

Ｔａｂ．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ＧＩＳＳｐａｃｅＤａｔａ

空间位

置数据

类型　　　　　　　数据量

“位” ５０００个结点数据

空间关

系数据

“邻” 犆２５０００

“近”

只单纯考虑点的“近”数据。限制在整数空

间，即栅格空间近似考虑，“近”数据量与缓冲

区宽度相关。若犔＝１，每一个结点有８个近

点，为８２犆２５０００个关系量；若犔＝２，每一个

结点又增加１６个近点，则为（８２＋１６２）

犆５０００２个关系量；其余类推。

“势”

区域内所有点与这５０００个结点所产生的关

系量，包括两者间、三者间…，即２５０００，几乎

无穷

３．２　适合复杂动态系统的空间数据组织问题

动态ＧＩＳ，即一个区域的多时刻的快照与某

个或某些因素的动力学机理模拟和探索。复杂动

态系统具有多因素、多过程、多周期、多系统特征，

如“厄尔尼诺”、“拉尼娜”等现象的大型地理实体

动态模拟过程，具有很多的单纯过程和衔接过程，

以及各个过程间的转换、分解和合并，相应的数据

准备和组织形式必须系统地针对这种复杂对象而

设置。已经不单单是空间数据能完成的，同时传

统的点、线、面、体组织方式较为适合静态数据，对

于水、气等大型的动态空间对象，则并不完全适

宜。

究竟应该怎样描述这种复杂、动态系统的空

间数据，对于这类问题的空间分析究竟应该采用

什么样的途径或方法更为合适，这也可以说是

ＧＩＳ发展的另一重点思考。

３．３　空间数据的初始化问题

１）空间信息的完整概念包含“位”、“邻”、

“近”、“势”四个方面，ＧＩＳ本身空间数据量非常巨

大，而同时复杂过程和大过程对空间信息的要求

又是非常全面的。

２）目前计算机是按照某些确定的模式和模

型来处理数据并得到数据结果，这种方式和途径

使得多数情况下 ＧＩＳ依赖于矢量结构下显式的

空间数据组织。同时庞大的数据量及显式数据要

求，使初始化过程难以连续动态地实施，数据的

“用而不备”和“备而不用”也就随之出现。

ＧＩＳ数据空间关系数据的组织过程是异常困

难的。而传统方法认为空间数据初始化的过程仅

８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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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包含了空间“位”数据的输入，对于“邻”数据信

息则在后续处理过程中组织，而“近”和“势”数据

基本上没有体现。例如对于矢量空间数据的组

织，其初始化可能会包括以下几个处理过程：

① 实体“位”数据的输入；② “邻”数据的组织；

③ “近”和“势”数据的初始化；④ 根据实际应用

中空间数据的动态变化，对“位”及其他三类关系

数据的动态更新。在这些过程中，仅“位”、“邻”数

据的拼图接边数据就很耗时耗力，且经常达不到

要求。

空间中的“近”数据，在矢量结构中，如果通

过“位”算出则效率极低，而“势”要在矢量结构中

算出来就更为困难。最大的困难在于，各个完整

连续地理过程是由多个交互作用的单纯过程，在

时间上平行或交错或衔接所组成的。人们对单纯

过程可以采用人工方式来组织初始化，而对于地

理过程则没有一个可靠的、卓越的、自动的数据组

织方式，以实施动态初始化，并在各进程中自包含

进行。这样就很难做到动态过程衔接、处理和实

现地球信息较大综合，从而很难实现动力学机理

的探索和数值模拟。

空间数据的初始化是动态复杂地理过程能否

计算这个根本问题的关键。

３．４　空间尺度问题

地理信息的分析与度量空间是分不开的，整

个有关于空间量的部分是由后者决定的。因此，

采用什么样的空间尺度或空间数学基础，才能够

更准确、更客观地刻画现实世界，也是一个基础的

理论问题。

目前所有的ＧＩＳ系统中均使用欧氏空间，笔

者认为这个度量标准不完全合理。因为地球椭球

空间才是ＧＩＳ的主定义空间，欧氏空间所能解决

的只限于相对小的、局部的、静止的问题。地球上

绝大部分位置具有各向异性、尺度的非线性和非

欧几何的特点，目前分析和处理的各点同性、各向

同性以及尺度均衡的欧氏空间假设，只能在小区

域、低精度下才近似成立，这与中、大区域ＧＩＳ和

数字地球的发展趋势矛盾将日趋激烈［５］，即后者

仅是前者的特例。例如相邻两个国家的１２ｍｉｌｌｅ

的领海划分就不能够采用欧氏空间所定义的尺度

空间，因为欧氏空间的线性特点不能够准确刻画

海域中的非线性和各向异性特点，必然会导致不

公平，严重的就会涉及国家权益问题。再如“厄

尔尼诺”、“拉尼娜”现象等主要全球环境问题的空

间分析，显然是不能用欧氏空间尺度来作为度量

空间的。

在度量空间上的困惑，产生了诸如以上许许

多多的实际问题。准确的度量空间，在ＧＩＳ的理

论和实践发展中都是十分急迫的。粗浅地说，

“位”、“邻”数据决定于坐标系统，而“近”、“势”

数据则决定于尺度定义。ＧＩＳ充分发展后，矢量、

栅格方式各自表达和组织数据的能力和地位，以

及如何利用它们各自的优势以互补是应该充分考

虑的。

４　地图代数———空间数据模型解困

的探索

　　不管在二维、三维还是更多维空间中，点集是

最为灵活的，可适应分解、组合等不断变化的动态

数据结构。地图代数正是一种以栅格点集的变换

和运算来解决地理信息的图形符号的可视化和空

间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地图代数对于空间数据问

题的探索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地图代数定义了规范的地理空间。它以

标准的地球椭球体、规范的椭球体定位参数以及

规范的大地坐标系（犅，犔，犎）作为空间基准，定义

了大地线距离的尺度空间。在用途、区域大小、精

度及分辨率综合条件下相对小的空间中，定义为

规范的笛卡儿坐标系（犡，犢，犣）和欧几里德距离

空间。

２）完善了空间数据概念。地图代数认为地

理信息的对象是实体集和空间，并从实践上证明

了以栅格点集为空间数据组织出发点的可行性。

栅格本身包含了“位”数据，其定义准确、简单、统

一、规范，同时也蕴涵了“邻”、“近”、“势”全部关系

数据。

３）实现了空间数据的“０”初始化。栅格

“位”数据简单、规范并蕴涵全部关系数据的基本

特征，在动态数据和动态处理时不需显式地组织

并存储所有的空间关系数据，即具有“０”初始化

特点。

笔者认为，在现代网络计算环境的计算、软件

和数据三大资源中，数据是一个最活跃、最基本的

因素，寻求优化数据准备与组织过程，优化数据

本身结构，达到“０”初始化，这在复杂地理信息软

件工程中成为关键，是复杂动态地理过程可计算

性的重要保证。

传统上认为栅格结构的数据量大，不适于进

行网络分析。这种看法的出发点是只注意到了

“位”数据，忽视了相应的数据精度和其他特征点

问题，也忽视了实体本身及相互间的关系数据量

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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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栅格尽管“位”数据量似乎大，但数据精度

明确，数据有规范化、结构化的优势，且蕴涵了全

部关系数据，无需事先构建，具有“０”初始化的显

著优势，易于网络分析。

笔者采用地图代数的方法，实现了基于栅格点

集的网络分析算法。在实验中采用了５０００个结

点，路径超过万条，计算任两点之间最短路径的最

长时间都在１ｓ以内。如果同时计算网络所有结

点间的最短距离矩阵（网络中心求解的基础算法），

且记录最短路径经过的所有路径弧段，处理时间约

需１ｍｉｎ。以此算法为基础，笔者建立了路径分析、

连通分析、中心选址（网络规划）、流分析（最大流、

最小费用）４个主要应用模型
［２，３］，并开发了网络

分析的一些实用工具。利用此工具，采用武汉市

自来水管网数据进行爆管分析实验，把所有的阀

门、水表和水管组成栅格网络图，能够实时、动态

地进行爆管分析，无需事先准备点线关系数据，大

大减少了工程的空间数据初始化的工作量。

上述网络分析软件包的实现和在实践中的应

用结果，充分验证了栅格途径在网络分析上的可

行性、全面性和特点。结合缓冲区分析、叠置分

析、三维分析上的理论和实践解析，表明点集数据

和结构不仅在理论而且在实践上，都能够很好地

适应地球椭球空间上大型地理信息工程建设中的

基础空间分析，且具有相当的优势和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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