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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从不规则网格向规则网格进行社会经济信息转换的方法进行了比较和研究，并采用蒙特卡罗和

ＧＩＳ相结合的方法，以人口数据为例，利用土地利用分类信息将以行政区为基础采集的人口数据转换到规则

网格中。实验证明，转换后的人口分布数据较好地体现了人口在空间的分布情况，并可根据不同的需要，聚合

成不同大小的网格，能较好地满足城市微观建模和宏观社会经济信息统计分析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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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对社会经济信息的统计传统上都按行政

区划进行，采用地图的形式进行表达，如按照市

省国家的方式进行人口数据的汇总，并编制人口

分布地图。而相同等级的行政区面积相差很大，

按统一的分类和分级标准生成的统计调查数据，

在传统地图上的渲染效果可能给人以失真的印

象，无法反映社会经济信息与空间自然现象（山

川、河流等）之间的关系。以行政区作为统计单元

得到的人口分布，是一种按照行政区域统计的人

口分布平均值或密度，很难反映自然村、镇的发展

状况及其与自然、生态、环境、城市、交通的相互关

联，几乎无地理意义。

采用网格的方法则可以避免以上问题。李德

仁等指出了从数字地图到空间信息多级网格的发

展趋势，提出在我国西部、农村和城市采用１０ｋｍ

×１０ｋｍ、１ｋｍ×１ｋｍ、１００ｍ×１００ｍ网格进行

社会经济数据统计［１，２］，并以人口调查为例，设计

了一个带空间信息编码的人口普查多级格网

ＳＩＭＧＰＣ（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ｇｒｉｄｆｏｒｐｏｐ

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ｓｕｓ）应用方案
［３］，对全球表面网格划

分、网格编码策略、存储方式、网格编码与地理坐

标转换方法进行了分析［４］。以适当大小的网格为

单元来表现人口的分布情况，能比较贴切地反映

高原、高山、荒漠、河谷、绿洲、耕地与人口分布的

相互关系，可以提高人口统计分析的地理精度，避

免在规划、管理工作中的盲目性。行政单元与流

域单元的网格化处理，通过网格的四叉树多层结

构，可以把自然与人类活动的空间关系完整地表

达出来［５］。

为充分发挥利用规则网格进行社会经济数据

宏观统计和分析的优势，需要将目前以不规则网

格为基础统计的社会经济数据转换到规则网格

中。

１　转换方法

　　社会经济数据从不规则网格向规则网格转换

时，可采用内插方法。内插法是指在一个研究区

域内，已知在一种分区（网格）系统中各统计单元

的值，求同一研究区内在另一种分区系统下各统

计单元的值。在两种分区（网格）系统中，各统计

单元的边界一般是不兼容的，这两种分区系统分

别称为源区（ｓｏｕｒｃｅｚｏｎｅｓ）和目标区 （ｔａｒｇｅｔ

ｚｏｎｅｓ）。下面以人口数据为例，研究人口数据从

不规则网格向规则网格的转换方法。如图１所

示，虚线分割所形成的部分为不规则网格（源区），

实线分割所形成的部分为规则网格（目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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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将不规则网格中的数据转换到规则网格中

Ｆｉｇ．１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ａｔａｆｒｏｍ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ＧｉｒｄｔｏＲｅｇｕｌａｒＧｒｉｄ

１．１　基于点的内插方法

基于点的内插方法是指统计变量值保持不一

致的面插值法，它是基于点对多边形的插值［６，７］。

其基本思路是将面域的信息用点来表示，通过这

些点进行内插，形成人口密度表面，再将规则网格

与人口表面密度数据叠加，得到规则网格内的人

口数。

该算法的特点是：① 选择质点位置具有很大

的不确定性；② 无法保证源区与目标区的人口数

相等；③ 算法相对简单，结果的准确性与源区、目

标区的大小和点的分布有关。

１．２　简单面域加权法

简单面域加权的转换方法认为，面域区域内

的社会经济数据是均匀分布的，数据的多少只与

面积有关，其计算方法也比较简单［８，９］。其计算

方法为：

犘狋＝∑
狀

犻＝１

犃′犻
犃犻
犘犻 ＝犃′犻·犇犻

其中，犘狋为规则网格中的人口数；犃犻 为不规则网

格的面积；犃′犻 为不规则网格与规则网格相交部分

的面积；犘犻为不规则网格中的人口数；犇犻 为不规

则网格犻的人口密度；狀为与规则网格相交的不

规则网格的数目。

该算法的特点是：① 假定人口在源区内的分

布是均匀的；② 能够保证源区与目标区的人口数

相等。

该方法的假设不符合实际的人口分布状况，

其使用受到很大限制。

１．３　修正面域加权法

修正面域加权法与简单面域加权法的最大差

别在于采用了面积以外的辅助信息。该方法认

为，研究范围内的人口分布是不均匀的，这种不均

匀的分布和城市的土地利用强度密切相关。为此

引入密度区的概念，将研究范围划分为若干个密

度区，在每个密度区内部，其密度是相同的。设研

究范围内有犆个用地类型，犖 个密度区，第犻个密

度区中的第犽个土地利用类型的权重为犠，土地

利用图斑的面积为犃犻，研究区域内的人口总数为

犘狊，则图斑犃犻中的人口数犘狋为：

犘狋＝
犃犻×犠

犽
犻

∑
犿

犻＝１

犃犻×犠
犽
犻

犘狊

　　将人口分配到每个土地利用图斑后，与规则

网格进行叠加，实现人口数据向规则网格的转换。

该方法的特点是：采用控制区的概念将区域

划分为不同的匀质区，或引入与社会经济信息分

布相关的辅助信息。与简单面域加权相比，提高

了精度，并能够保证源区与目标区的人口数相等。

１．４　最大化保留法

最大化保留法（ｐｙｃｎｏｐｈｙｌａｔｉｃ）是简单面域加

权法的扩展，其基本原理就是对面域加权方法计

算出的目标区域属性值采用邻近区域的计算结果

进行修正［１０］。该方法步骤如下：① 对研究区域

生成标准大小的网格；② 对每个网格利用面源比

重法进行赋值；③ 对每个网格利用其邻域单元计

算结果进行平滑；④ 汇总整个源区域网格，得到

源区域属性值；⑤ 对在同一源区域的目标区的单

元网格赋相同权重，保证源区域属性值的稳定；⑥

重复步骤③～⑤，直至达到预定目标，输出的结果

可以是栅格、等值线或连续分布的面状地图。

该算法的特点是：① 保证平滑前后统计单元

的人口数一致；② 不要求统计单元中变量分布的

均质性，但单元边界处变量的较大变化会影响插

值的效果，因此边界处的变量值差别不应太大。

１．５　随机方法

蒙特卡罗（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方法是一种随机方

法，将其与ＧＩＳ进行结合，可将人口数据离散化

到栅格上。由于栅格的大小是相同的，根据概率

统计的基本原理，将数据分配到某一个栅格的概

率为：

狆犻＝
犠犽
犻

∑
犿

犻＝１

犠犽
犻

分配到某一个栅格的人口数为：

犘狋＝
犠犽
犻

∑
犿

犻＝１

犠犽
犻

犘狊

其中，犠犽
犻 为第犻个密度区中的第犽个土地利用类

型的权重；犘狊为总人口数；犘狋为栅格中的人口数。

文献［１１１３］对该方法进行研究，采用该方法将人

口离散到栅格的过程如下。

１）根据城市不同的密度和建设强度，将研究

范围划分为若干密度不同的区域。

２）将城市土地利用数据和密度区数据进行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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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得到每个用地类型所属的密度区，根据土地

利用类型（居住用地、商住用地、商业用地、工业用

地、交通用地、绿地、水域等）和密度区，赋予不同

的权重。

３）将叠加后的城市土地利用数据，根据土地

利用性质，转换成栅格数据，同时将土地利用类型

的权重值也赋给对应的栅格，将所有栅格的权重

进行累加，得到权重之和犠。

４）对每个栅格的权重值进行顺序累加，设第

１～２个栅格的权重为１０，第３～６个栅格的权重

为２０，则第１个栅格的取值范围为１～１０，第２个

栅格的取值范围为１１～２０，第３个栅格的取值范

围为２１～４０，依次类推。

５）从１～犠 中产生一系列随机数，当随机数

落在某一个栅格的取值范围内时，该栅格的值就

加１。重复该过程，直到产生的随机数的个数和

研究范围内的人口总数相等为止。

６）得到离散到栅格的人口数。

７）将规则网格和栅格进行叠加，将落在规则

网格内的栅格中的人口数进行累加，得到规则网

格中的人口数，进而实现不规则网格统计的人口

数据向规则网格的转换。

使用该方法进行离散化后的人口总数与离散

化前的人口总数相同。将人口数据离散到面积较

小的栅格后，可根据人口阈值对网格进行聚合，形

成不同大小的网格，以表示人口的疏密程度。

采用随机方法实现不规则网格中的数据向规

则网格的转换过程中，各种土地利用类型中人口

分配的权重是非常重要的，可采用以下方法来确

定各类土地利用的权重。

１）通过外业调查数据或从其他合适的数据

源中确定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人口比重。

２）通过统计建模的方法确定各类土地利用

类型中的人口分布密度。采用全局回归或区域回

归方法得到回归模型，并将回归系数作为最初的

密度分配比例，再进行适当的调整。

３）通过选取样本的方法确定各类土地利用

类型中的人口分布密度和比例。

２　实验研究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采用武汉市２００４年以行

政区（街）为基础的人口统计数据和武汉市２００４

年城市土地利用数据，利用随机方法，实现人口数

据从不规则网格向规则网格的转换。为提高数据

转换精度，将房屋数据和道路数据进行叠加，得到

房屋的建筑密度，采用详细的城市土地利用分类

数据，提高转换精度。在转换时，采用５０ｍ×５０

ｍ的栅格进行人口数据的离散化，再将栅格中的

人口数据聚合到规则网格中，实现人口数据从不

规则网格向规则网格的转换。

对武汉市２００４年城市土地利用现状数据进

行详细分类，并对各类用地设置不同的权重。设

各类土地利用人口分布权重总和为１００，各类用

地权重分配为：居住用地为７０，商业用地为１５，工

业用地为５，仓储用地为５，农村居民点为５，道

路、河流、湖泊、绿地、山体、耕地为０。封二彩色

插图１是以行政区（街）显示的２００４年武汉市人

口密度分布图。可以看出，这种方式显示的人口

分布是一种平均化的效果，不能真实地反映人口

在城市中的空间分布情况。封二彩色插图２是

２００４年武汉市城市土地利用现状图。在ＡｒｃＧＩＳ

（含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ｔ模块）中根据土地利用类型，

将土地利用数据转换成５０ｍ×５０ｍ 大小的栅

格，采用随机方法将人口数据离散到５０ｍ×５０ｍ

栅格上，如封三彩色插图３所示。可以明显看出，

中心城区人口多，城郊结合部人口少，城市中河

流、湖泊、绿地、道路的人口数为０，城市中公共活

动场所的人口数较少，符合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的

实际情况，离散化之后的人口较好地反映了人口

与城市道路、水系以及其他各类城市用地之间的

关系。根据应用需要，可采用不同分辨率的规则

网格与离散化之后的人口数据进行叠加，并转换

到规则网格中。封三彩色插图４、图５分别是将

离散到栅格的人口数据采用１ｋｍ×１ｋｍ、１００ｍ

×１００ｍ网格进行转换后显示的结果。

与基于点的内插法、简单面域加权法、修正面

域加权法、最大化保留法等方法相比，随机方法具

有以下优点：引入了与城市人口分布高度相关的

城市土地利用为权重进行人口数据的离散化，通

过调整土地利用类型的权重，可以计算白天和夜

间的人口分布；可根据需要将人口离散到不同分

辨率的栅格上；离散前后的人口总数保持不变等。

同时，采用这种方法得到的人口分布具有很强的

可视化效果，可以作为地图产品的补充形式；可满

足城市微观建模的需要［１４］，进行人口在空间上变

化规律的分析［１５］。如将两个不同时间的人口采

用以上方法离散到１ｋｍ×１ｋｍ的规则网格后，

可采用探测性空间数据分析（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ＳＤＡ）方法对人口变化规律进行

分析。同时，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

由于城市扩张、旧城改造等原因，各种行政边界经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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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变化，这种方法相对于采用行政区为统计单元

的人口时序分析具有明显的优势。采用这种转换

方法，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以行政单元为基础的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将其转换到规则网格中去。

对于其他社会经济数据，可采用同样的方法

实现不规则网格中的社会经济数据向规则网格的

转换，如在分析ＧＤＰ的分布情况时，可采用随机

方法，将城市中的工业用地、商业用地、仓储用地

等设置较大的权重，而居住用地、道路用地等的权

重设置为０，就可以方便地将ＧＤＰ数据离散到栅

格上，再根据需要，采用不同分辨率的规则网格进

行数据统计。

３　结　语

采用规则网格的方法，可以较好地反映人口

在城市中真实的空间分布状况。本文对规则网格

与不规则网格之间的社会经济数据的转换方法进

行了研究，并采用随机方法，以城市土地利用数据

为权重，将武汉市２００４年按照行政单元（街）统计

的人口数据离散到栅格，再采用规则网格进行叠

加统计，实现了从不规则网格统计的社会经济数

据向规则网格的转换。实验结果表明，离散化后

的人口数据体现了人口在城市中的真实分布情

况，得到较好的可视化效果，可满足城市微观建

模、人口变化规律分析以及宏观社会经济信息统

计分析等方面的需要。

参　考　文　献

［１］　李德仁，朱欣焰，龚健雅．从数字地图到空间信息网

格———空间信息多级网格理论思考［Ｊ］．武汉大学

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３，２８（１２）：６４２６５０

［２］　ＬｉＤｅｒｅｎ，ＺｈｕＸｉｎｙａｎ，ＧｏｎｇＪｉａｎｙａ．Ｆｒｏｍ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ａｐｔ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ｇｒｉｄ［Ｃ］．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ｍ

ｐｏｓｉｕｍ，Ａｎｃｈｏｒａｇｅ，ＵＳＡ，２００４

［３］　李德仁，邵振峰，朱欣焰．论空间信息多级网格及其

典型应用［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４，

２９（１１）：９４５９５０

［４］　李德仁，肖志峰，朱欣焰，等．空间信息多级网格的

划分方法及编码研究［Ｊ］．测绘学报，２００６，３５（１）：

５２５６

［５］　陈述彭．人口统计的时空分析［Ｊ］．中国人口·资

源与环境，２００２，１２（４）：３７

［６］　ＯｋａｂｅＡ，Ｓａｄａｈｉｒｏ 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ｕｎｔＤａｔａ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ａＳｅｔ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ｒＺｏｎ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ｉｎｐｏｌｙｇ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７，

１１（１）：９３１０６

［７］　ＬａｍＮＳ．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Ｒｅｖｉｅｗ

［Ｊ］．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１９８３（１０）：１２９

１５０

［８］　ＧｏｏｄｃｈｉｌｄＭＦ，Ｌａｍ ＮＳ．Ａｒｅ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ａ

Ｖａｒｉａ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Ｊ］．Ｇｅｏ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１９８０（１）：２９７３１２

［９］　Ｆｌｏｗｅｒｄｅｗ Ｒ，Ｇｒｅｅｎ Ｍ．Ａｒｅ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ｏｆＤａｔａ［Ｍ］／／Ｆｏｔｈｅｒｉｎｇｈａｍ ＡＳ，Ｒｏｇｅｒｓｏｎ

ＰＡ．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ＧＩＳ．Ｌｏｄｏｎ：Ｔａｙｌｏｒ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ｉｓ，１９９４

［１０］ＴｏｂｌｅｒＷ Ｒ．ＳｍｏｏｔｈＰｙｃｎｏｐｈｙｌａｃｔｉｃ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９７９（７４）：５１９５３０

［１１］Ｈｕ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ｄｏｎｇ．Ｄａｔａ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Ｄ］．Ｕｔｒｅｃｈｔ：Ｕｔｒｅｃｈｔ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２００３

［１２］Ｓｐｉｅｋｅｒｍａｎｎ Ｋ，Ｗｅｇｅｎｅｒ Ｍ．Ｆｒｅｅｄｏｍ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ｙｒａｎｎｙｏｆＺｏｎ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ＮｅｗＧＩＳｂａｓｅｄ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Ｍ］／／ＷｅｇｅｎｅｒＭ．Ｓｐａｔｉ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ＧＩＳ：

Ｎｅｗ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ｄＮｅｗ Ｍｏｄｅｌｓ．Ｌｏｎｄｏｎ：Ｔａｙｌｏｒ

ａｎｄＦｒａｎｃｉｓ，２０００

［１３］ＷｅｇｅｎｅｒＭ．Ｎｅｗ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ｓ［Ｊ］．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ａｒ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１，３（３）：２２４２３７

［１４］ＭｏｅｃｋｅｌＲ，ＳｃｈｕｒｍａｎｎＣ，ＷｅｇｅｎｅｒＭ．Ｍｉｃｒｏｓｉ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ｒｂａｎ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４２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ｎ

ｇ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Ｄｏｒｔ

ｍｕｎｄ，２００２

［１５］ＧｒｅｇｏｒｙＩＮ．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Ａｒｅ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ｓｉｎｇ１９ｔｈａｎｄ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ｅｎｓｕｓＤａｔａｔｏＡｌｌｏｗ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Ｊ］．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２

（２６）：２９３３１４

第一作者简介：李德仁，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工程院院士，欧亚科学院院士。现主要从事以遥感、全球定位系

统和地理信息系统为代表的空间信息科学与技术的科研和教学

工作。代表成果：高精度摄影测量定位理论与方法；ＧＰＳ辅助空

中三角测量；ＳＰＯＴ卫星像片解析处理；数学形态学及其在测量

数据库中的应用；面向对象的ＧＩＳ理论与技术；影像理解及像片

自动解译以及多媒体通信等。已发表论文４００余篇。

Ｅｍａｉｌ：ｄｌｉ＠ｗｔｕｓｍ．ｅｄｕ．ｃｎ

８９



　第３２卷第２期 李德仁等：城市空间信息规则网格与不规则网格的数据转换

犜狉犪狀狊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犅犲狋狑犲犲狀犝狉犫犪狀犛狆犪狋犻犪犾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犐狉狉犲犵狌犾犪狉犌狉犻犱犪狀犱犚犲犵狌犾犪狉犌狉犻犱

犔犐犇犲狉犲狀１　犘犈犖犌犕犻狀犵犼狌狀
２，３

（１　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３　ＷｕｈａｎＵｒｂａ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Ｌａｎ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１３Ｓａｎｙａｎｇ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１４，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ａｒｅ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ｉｒ

ｒｅｇｕｌａｒｇｒｉｄｔｏｒｅｇｕｌａｒｇｒｉｄａ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ａｎｄ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ｅａｃｈｍｅｔｈｏｄ

ａｒｅｏｕｔｌｉｎｅ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ＩＳｉｓ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ｇｒｉｄｔｏｒｅｇｕｌａｒｇｒｉｄ．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ｅｄｉｎ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ｇｒｉｄ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ａｒｅｄｉ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ｉｎｔｏｐｉｘｅｌｓ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ｔｈｅｐｏｐｕ

ｌａｔｉ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ｂｙａｓｓｉｇｎ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ｅｉｇｈｔ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ｕｒｂａｎｌａｎｄｕｓｅｔｙｐｅｓ，ｔｈｅｎｔｈｅｐｏｐｕ

ｌａｔｉｏｎａｔｔａｃｈｅｄｔｏｅａｃｈｐｉｘｅｌｉ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ｔｏｒｅｇｕｌａｒｇｒｉｄ．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ｒｇｒｉｄｓｃａ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ａ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ｇｒｉｄｓｃａｎｂ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ｏ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ｅｔ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ｒｇｒｉｄｓｃａｎｍｅｅｔ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

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ｂａｎｍｉｃｒｏ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ｃｒｏ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ｒｅｇｕｌａｒｇｒｉｄ；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ｇｒｉ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ＬＩＤｅｒｅ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ｉａ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ｉａ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

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ｉａ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Ａｓｉ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ｅｉ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ｂｙ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ＲＳ），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ＧＰＳ）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ＧＩＳ）．Ｈｅｈａｓｍａｄｅｕｎｉｑｕｅ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ａｒｅａ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

ｒ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ＧＰＳａｅｒｏ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ＳＰＯＴｉｍａｇｅｒｙ，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

ｔａｂａｓｅ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ＧＩＳ，ｉｍａｇ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ｐｈｏｔｏ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ｂｉｌｅ

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ｔｃ．Ｔｈｅｓ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ｈａｖｅ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ａｎｄａｒｅｂｅｉｎｇｔｕｒｎｅｄｉｎ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Ｈｉ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ａｐｅｒｓａｒｅ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４００．

Ｅｍａｉｌ：ｄｌｉ＠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ｗｔｕｓｍ．ｅｄｕ．ｃｎ

我国陆地最低点艾丁湖开始重测

艾丁湖位于新疆吐鲁番市南约４０ｋｍ处，是我国陆地最低点。１９７９年测得艾丁

湖洼地最低点的海拔高程为－１５４ｍ。２７ａ后，艾丁湖区域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测绘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为掌握更加准确的地理信息，新疆测绘部门决定

重测艾丁湖的最低海拔高程，这次测量数据将至少精确到ｃｍ。

据悉，这次重测艾丁湖洼地最低点海拔高程为期６个月。测绘人员将通过全球

定位系统、重力测量、精化大地水准面等目前世界上最专业的技术手段进行重测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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