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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理信息系统正处在空间分析系统步入空间决策支持系统的关键时期, 及时总结 GIS 分析理论和技

术体系,展望空间决策发展趋势是值得广大地学工作者深思的问题。在分析回顾空间分析理论和技术发展历

史的基础上,总结了现状研究和应用存在的问题, 指出了空间分析向空间决策支持技术发展需解决的关键问

题,并对空间决策支持系统未来的发展作出了几点思考,以期对空间决策支持技术发展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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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与空间思

维

  地理信息系统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已从

传统的空间数据管理系统发展成为空间数据分析

系统,并将最终向空间决策支持系统过渡,实现空

间数据管理向空间思维的转变。空间数据管理系

统侧重于空间数据结构、计算机制图等基本内容

的研究,实现空间数据的存储、查询空间分析是基

于地理对象的位置形态特征的空间数据分析技

术,其目的在于提取和传输空间信息[ 1]。由于空

间分析对空间信息(特别是隐含信息)所具有的提

取和传输功能使其成为了早期 GIS 区别于一般

信息系统的主要功能特征, 随着 GIS 空间分析工

具的不断开发, GIS 实现了从传统的空间数据管

理系统向空间数据分析系统的转变。地理信息系

统的空间思维就是要利用 GIS 数据库中已经存

储的信息, 通过 GIS 的空间分析工具 (如缓冲区

分析、叠置分析、趋势分析等)生成地理空间知识,

并将其存储于 GIS空间数据库中,用以指导空间

决策行为。GIS 的空间思维功能使人们能够揭示

空间关系、空间分布模式和空间发展趋势等其他

类型信息系统所无法完成的任务, 其实质就是具

有地理空间现象建模、解释与决策的功能,其核心

是地学建模,而地学模型的建立是以空间分析的

基本算法和基本模型为基础的,因此可以说, GIS

空间分析是实现其空间思维的工具, GIS 空间决

策是思维的具体体现, 空间决策是空间分析的目

标。

随着空间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不同来源、不

同格式的空间信息爆炸式增长, 如何利用这些空

间信息来认识和把握地球和社会的空间运动规律

进行虚拟、科学预测和调控[ 2] ,对空间分析工具和

空间决策支持技术提出了要求。地理信息系统面

临着从空间分析系统向空间决策支持系统转变的

机遇和挑战,如何应对这一挑战,迫切需要对空间

分析理论和技术体系、空间决策支持关键技术进

行及时总结,澄清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解

决思路,指明未来发展的方向。

2  空间分析理论与技术体系

2. 1  空间分析理论和技术发展

2. 1. 1  发展现状

纵观国内外空间分析理论和技术发展的现状

可以发现,其主要源于两大传统基础学科 ) ) ) 地

理学和地图学,因此,其发展轨迹也可分两条线索

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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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学者对空间分析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空间

图形分析和空间数据分析的理论和技术方法。从

魏晋时期地图学家裴秀提出制图六体, 到 16世纪

荷兰地图学大师墨卡托研究设计出适于航海和航

空导航的正轴等角圆柱投影(墨卡托投影) ,发展

到今天的地学设计理论、地图信息论、地图传输理

论、地图数据模型以及当代地理信息系统理论和

技术,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纵观空间分析过

程,可将其归纳为传统的地图学理论与技术发展

期y 空间分析不自觉运用期y 空间分析理论与技

术形成期 y空间分析快速发展期。如 1854年英

国医生琼 #斯诺利用地图分析方法发现了伦敦霍

乱流行原因,揭示了霍乱病发病的根源,可认为是

空间分析技术不自觉运用的代表。Unwin 的5空

间分析入门6
[ 3]
、Ripley的5空间统计学6

[ 4]
则是

较早开展空间分析理论和方法研究的著作。到

20世纪 90年代, 随着地理信息的快速发展,空间

分析理论和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 5211] , 如 Good2

child等的5GIS 环境下的空间分析6、李德仁等的

5地理信息系统导论6、郭仁忠的5空间分析6、张成

才等的5GIS空间分析理论与方法6、刘湘南等的

5GIS 空间分析原理与方法6、黎夏等的5GIS与空

间分析 ) ) ) 原理与方法6、朱长青等的5空间分析

建模与原理6等分别从空间信息的获取和传输的

角度研究了空间分析的理论和技术方法,形成了

空间聚类、空间关联、小波、分形分维、不确定空间

分析和空间知识发现与数据挖掘等分析技术, 并

在国家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地球、数字区

域、土地资源规划与管理、城市规划等不同领域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

地理学研究者对空间分析的研究则主要是对

空间数据的统计分析和模型分析, 侧重于对空间

过程的建模和机理的分析。在 20世纪 70、80年

代以前,地理学者对空间分析的研究主要侧重于

单一类型的空间现象和空间过程的分析和建模。

如1950年, Mor an首次引出了空间自相关测度来

研究二维或更高维的空间随机分布现象; 1963、

1967年, Matheron先后提出了地统计和 Kr iging

分析技术以及地统计过程建模和分析的基本思路

和指导方法
[ 12]
。到 70、80年代后,地理学者们开

始对空间分析的理论和技术体系进行了初步的探

讨[ 13221] ,如 Cliff 和 Ord的5空间过程: 模型与应

用6( 1981)将空间线性模型分为主导模型和残差

(含空间自相关结构)的两类模型, 为现代空间分

析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雏形。其他的如

Anselin ( 1988)、Fischer ( 1990)、Cressie( 1991)

等分别从不同侧面对空间分析理论和技术体系进

行了研究。自 90年代后,空间分析的主要理论开

始逐步成熟,形成了多元统计、地统计、人工智能、

空间机理动力学、复杂系统等建模方法,专用的空

间分析技术平台软件[ 22]如 SpaceStat、S2Plus 等

相继推出。

2. 1. 2  存在的问题

空间分析理论和技术经过了几十年的快速发

展,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技术成果。随着空间信

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社会经济信息化发展对

空间分析技术需求的进一步提高, 现有的空间分

析技术在理论和技术方法上仍不能满足应用的需

求。

1) 空间分析理论和技术体系还需进一步完

善。若将空间分析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关其

学科内容、理论方法、研究对象、应用领域等相关

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界定和完善。虽然已有大量研

究,但仍然缺乏一个普遍的研究框架,迫切需要对

空间分析的内涵和外延作出更加明确的界定。

2) 空间分析技术主要停留在第一层次(图形

分析) ,缺乏解释地球空间信息机理的空间信息分

析模型。传统的空间分析技术基于计算几何、拓

扑学、图论等科学基础, 在空间图形分析上,对空

间位置、空间分布、空间形态、空间关系和空间关

联分析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取得了较

好的研究进展。但在对过程建模和机理的分析

上,还有大量的地理现象需要借助空间分析技术

提出一个一致或广泛认可的建模方法体系。

3) 主要支持地理现象的快照建模,缺乏时空

变化的仿真模拟。已有的空间分析技术主要停留

在对空间现象和事物的空间特征的描述上,基于

时点上的快照模型开展空间分析, 而对地理现象

的发展变化过程的建模分析技术比较缺乏。随着

地球信息科学的提出和发展, 要求对地球信息的

认识不能仅停留在对空间特征的描述上,更重要

的是要分析地理空间现象的发展演变过程,以掌

握其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为空间决策提供指导。

时空数据库技术、可视化与虚拟现实等相关技术

的发展为开展地理现象的过程仿真研究提供了前

提。

4) 地理分析模型与 GIS 的系统耦合有待深

入研究。GIS发展已为空间图形分析提供了丰富

的工具支持,然而对复杂地理现象的建模的能力

还非常有限。基于地理领域知识的专业地理模型

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这些专业地理分析模

型还很难实现与 GIS 系统的有机耦合, 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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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的系统耦合,为地理信息的获取、描述、解释、

预测和决策提供一体化的支持。

5) 不确定空间分析理论和技术研究不足。

传统的 GIS 用有限、离散的数字系统来模拟无限

复杂、连续的地理空间现象, 必然导致有限和无

限、离散和连续之间的矛盾。在用确定地理空间

来描述和解释带有广泛不确定性的现实地理世界

是难以深入认识世界的本质的, 必须要用模糊集

合、模糊拓扑空间来研究地理世界的建模问题,相

应的空间分析也要从传统的确定性空间分析向不

确定性空间分析技术转变,这就要求对不确定空

间分析理论和方法作深入、系统的研究,目前这一

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迫切需要加大研究力度。

2. 2  空间分析任务

空间分析是基于地理对象的位置和形态特征

的分析和建模的系列技术,其目的是获取和传输

空间信息,其任务可界定为: ¹ 空间信息的获取。

包括空间信息的调查、量测、提取、形式化描述等

基本过程, 如位置信息的量测、面积的量算、空间

知识的挖掘、空间形态的描述等。 º 空间现象的

解释。基于已经建立的 GIS 空间数据库进行空

间现象的解释是空间分析的另一基本任务,如利

用交通网络的布局和人口分布状况解释城市商务

中心的形成与发展, 基于降雨的时空分布特征以

及流域特征分析洪灾的发生等。 » 空间事物和

现象发展预测。在获取空间事物或现象发展的大

量历史和现状信息的基础上, 通过对这些现象的

解释,提取事物或现象的发展规律,并基于这些发

展规律作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 是空间分析的又

一重要任务。如基于空间插值分析的暴雨预报、

城市扩张规模和形态预测、人口迁移与流动预测

等。 ¼ 空间规划决策与调控。这是空间分析的

高级阶段,它是通过对空间事物和现象的描述、解

释、发展规律分析[ 4] , 掌握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通

过空间预测功能,把握未来发展趋势,为空间决策

提供依据和指导;通过对空间规划实施过程的监

测与实时评价, 为空间调控决策提供基础和技术

支撑。如土地利用规划辅助决策与规划的实施调

控、区域城市化发展水平的规划决策与调控等。

2. 3  空间分析的类型

根据空间分析的对象及分析的技术方法的不

同,可将空间分析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空间图形分

析、空间数据分析和地理模型分析[ 5]。

1) 空间图形分析。其对象为地理空间物体的

空间变量与空间属性,主要包括空间位置分析、空

间分布分析、空间形态分析、空间关系分析和空间

相关分析[ 1]等基本内容。其分析方法主要采用计

算几何、拓扑学、图论等学科的基本技术方法。传

统的地图学在对空间图形的分析上已作出了大量

的理论和方法准备,同时这一空间分析类型也是前

期GIS的主要研究内容,现有 GIS所能提供的空间

分析工具也主要集中在空间图形的分析功能上。

2) 空间数据分析。主要是对空间物体的属

性信息进行的相关分析功能, 其分析技术方法主

要是利用统计学的基本方法进行统计和分类分

析,如空间群目标属性的均值、众数、中位数求取

分析等。

3) 地理模型分析。侧重于对空间过程建模

分析和空间现象发生机理的解释分析, 如对区域

过程 ) ) ) 长三角区域发展与演变过程分析、线过

程 ) ) ) 河流水系发育过程分析、斑块过程 ) ) ) 城

镇体系演化过程分析、点过程 ) ) ) 城市交通站点

布局发展过程分析、地统计过程 ) ) ) 矿产资源的

储量与分布过程分析等[ 4]。其分析技术方法主要

是仿真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地统计分析技术等基

本技术。地理学特别是计量地理学在空间过程建

模分析和机理解释方面作了大量的理论和方法积

累,为 GIS开展地理模型分析开发提供了良好的

基础。从空间分析的技术层次上看, 空间图形分

析和空间数据分析是地理模型分析的基础,地理

模型千差万别,然而其基本原理和方法是一致的,

其技术基础空间图形分析和空间数据分析是一

般、通用的,因此, GIS 不可能实现对所有的地理

现象进行建模分析, 但可以提供对地理现象进行

建模框架和技术平台, 并为其提供方便的接口和

完备的空间图形和数据分析技术工具。

3  空间决策支持及其关键技术

3. 1  空间决策支持与空间分析技术

空间决策支持是应用空间分析的各种手段对

空间数据进行处理变换,以提取出隐含于空间数

据中的某些事实与关系,并以图形和文字的形式

直接地加以表达, 为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应用提供

科学、合理的决策支持。空间决策可以认为是空

间分析的高级阶段, 空间分析技术则是实现空间

决策的工具,二者的关系如图 1所示。

由图 1可以看出,空间分析与空间决策之间

的关系可表达为空间决策= 空间数据/操作/分析

+ 模型。

3. 2  空间决策支持技术发展

空间决策支持系统以空间分析技术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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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空间分析与空间决策支持技术间的关系

Fig. 1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 Analysis and

Spatial Decision2Making

结合专业领域模型, 以从传统的基于数据驱动的

决策支持系统逐步向基于模型、基于知识与规则

的智能空间决策支持系统演变;相应的系统技术

体系也由传统的数据库+ 模型库的两库结构逐步

向三库结构(数据库+ 模型库+ 知识库)、四库结

构(数据库+ 模型库+ 知识库+ 方法库)和集群结

构发展(多个决策主体参与决策) , 如图 2所示。

3. 3  空间决策支持关键技术

3. 3. 1  模型库驱动的空间决策支持技术

由空间决策支持技术体系可以看出, 模型库

图 2 空间决策技术体系发展过程

F ig. 2  Cour se of Spat ial Decision2Making F rame System

是其核心,它是连接空间信息分析技术和专业领

域模型的纽带, 模型库管理技术直接制约着空间

决策支持系统的发展和应用。而模型库管理技术

的关键则包括模型的标准化和模型库管理系统开

发技术,其中,模型的标准化是实现模型的集成与

共享的主要方式, 只有实现了模型的标准化才有

可能用形式化的模型来描述和表达复杂的地理现

象和地理过程。而模型库管理系统则是实现空间

决策支持的工具化的关键,它的建成将直接推动

空间决策支持系统的应用发展。

3. 3. 2  知识驱动的空间决策支持技术

知识驱动的 DSS 可以就采取何种行动向管

理者提出建议或推荐。这类 DSS 是具有解决问

题的领域知识的人2机系统。领域知识包括理解

特定领域问题的/知识0以及解决这些 问题的/技

能0。这一系统可描述为/知识驱动的空间决策支

持系统 = GIS + 决策支持技术 + 专家系统0,

其核心包括知识获取的空间数据挖掘技术和处理

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问题的知识推理技术。

3. 3. 3  仿真决策支持技术

基于仿真的空间决策支持技术是以可视化技

术和地理环境的虚拟建模技术为基础, 通过构建

决策过程的虚拟环境, 以帮助决策者分析通过仿

真形成的半结构化问题,并能对决策的每一个环

节进行实时调控和决策实施效果的预测模拟, 为

决策者反馈正确的辅助决策信息, 实现科学决策。

3. 3. 4  多主体空间决策的协同耦合技术

协同空间决策是空间支持系统与计算机协同

工作环境的集成, 该环境将为工作组决策者提供

包括文本、数据和图形信息的交流,利用工作组分

析、统一意见形成和表决等通用功能,支持工作组

决策者在解决病态空间问题时形成多种决策方

案,它是未来空间决策支持的重点发展方向之一。

多决策主体的协同耦合是实现集群决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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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决策环境为分布式网络环境下的工作组用户,

需要处理的空间决策问题往往更复杂, 对空间决

策工程的可视化和交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且

要求对决策方案进行更全面的分析和实施效果的

评估。

3. 3. 5  工具化决策支持技术

为决策者提供方便、完备的决策支持工具,实

现友好的决策支持人2机交互系统是促进决策支

持技术走向实用化的关键。这就要求基于标准和

开放的环境实现决策模型和决策方法的封装、标

准接口开发以及决策问题解决方法的分解和形式

化描述,搭建基于开放资源管理的集成的问题分

析与解决环境。

4  几点思考

已有的空间分析技术主要集中在对空间图形

信息和空间数据的分析上,重在对空间现象的特

征描述和解释上。空间分析技术在提供了描述、

分析和解释地理现象和特征的基础上, 关键要能

用于指导人们的实践, 即它必然要向其高级阶段

空间决策支持技术发展,为学科决策的制定提供

技术支撑。针对当前空间分析、空间决策支持技

术的发展现状, 结合考虑当前空间信息相关技术

的发展和实际应用的需求驱动, 笔者对空间决策

支持技术发展的相关问题提出了以下几点思考。

1) 要解决海量、高维空间信息分析的理论和

技术。

对地观测技术为从不同视角、不同时点快速

获取海量空间数据提供技术手段, 网络技术特别

是空间信息网格技术的发展为实现多源空间数据

资源的集成提供了技术平台, 而如何基于这些海

量、高维的空间数据资源来获取空间信息或空间

知识则需要空间分析技术的支撑。传统的空间分

析技术都是基于静态、2维或 2. 5维的单一地理

现象(或小区域范围)的分析和处理, 而随着全球

化问题研究的需求, 如何开展大区域尺度、海量、

多维的空间数据分析, 则需要新的理论和技术方

法的支撑。

2) 要加大空间敏感、稳定、灵活、实用的空间

分析工具的开发研究。

空间分析是基本的解决一般空间问题的技

术,它是一切复杂多样的专业领域模型建模和分

析的基础,要实现空间决策的实用化,首先必须要

加大空间分析工具开发研究的力度, 研制出完备

的空间敏感 (能突出空间现象的空间特性和要

求)、性能稳定、实用方便、灵活的空间分析工具。

3) 空间决策支持需要领域知识的指导。

空间分析技术只有和领域知识结合, 才能解

决不同的专业领域问题,即空间决策支持需要在

空间分析提供的一般技术工具的基础上,充分利

用专业领域知识解决其专业的非结构化或半结构

化问题。其关键技术主要包括领域知识的形式化

描述、领域知识的推理以及基于领域知识的智能

化决策过程与体系结构设计等。

4 )空间信息网格、空间数据挖掘和知识发现

有望成为解决智能空间决策最有希望的工具。

智能空间决策技术是未来空间决策支持技术

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核心是知识的获取、知识管理

与推理。网络技术特别是以 3G ( great global

grid)为代表的第三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空间

信息的集成与共享提供了基础平台, 基于空间数

据挖掘和知识发现技术(特别是基于网络的在线

空间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技术) ,为利用这些日益

丰富的信息资源获取辅助决策需要的有用空间信

息提供了可能,同时也解决了智能空间决策的知

识获取困难这一瓶颈问题。

5 ) GIS空间分析技术与专业地理模型集成,

开发空间决策支持系统平台, 实现空间决策支持

的工具化是领域应用的必然需求。

空间分析技术在城市规划、土地资源管理等

领域已取得了广泛的应用,但这些仅限于对空间

位置、形态、分布等基本特征的描述,为决策提供

一些基本的空间信息这一基本层面上, 并且多是

对空间决策支持理论和技术框架性研究,距离真

正实现空间辅助决策还有相当远的距离。而为提

高资源环境、城市与区域建设和规划等管理与决

策水平,迫切需要空间决策支持技术的支撑。在

实现空间分析工具化和专业领域模型标准化的基

础上,其关键是要借助目标相对成熟的 GIS空间

信息平台,集成专业领域模型, 实现 GIS 由空间

分析系统向空间决策支持系统的转变。

5  结  语

由于应用的驱动和相关技术发展的推动,

GIS正处在由空间分析系统向空间决策支持系统

转变的关键时期, 总结过去近半个世纪 GIS空间

分析理论和技术的发展,展望空间决策支持技术

发展趋势和实现的关键技术, 提出解决的方案和

措施是这个时期地学工作者们必须解决的课题。

本文针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几点思考, 望能引起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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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研究者的广泛探讨与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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