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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地理信息时态不确定的概念认知与符号计算方面作了初步探讨，认为地理信息时态不确定性的本

体在于动态地理现象的内在复杂性、机器计算能力和人认知限度的多层次不一致性，解释了时间空间不确定

性运动不确定性动力不确定性的整体时空不确定性语义，选择设计了地理信息时间位置精度指标、不确定

当前值的渐进语义模拟、地图过时性和空间数据库现势性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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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理信息不确定性理论中，“地图固有误差”

和“测量数据真值不可获得”一直作为常识，“固有”

和“真值”表明了确定性存在，而“误差”和“不可获

得”则暗示着不确定性。科学工作者一直在努力寻

求一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关系及其计算形

式的多样性解释，如误差解释、概率解释、模糊解

释［１，２］、熵解释、粗集解释、灰色解释、不一致解释、

不完备解释、非同质解释、非单调解释、非线性解

释、变尺度解释［３］、相对定性解释［４］、现象变异解

释、计算逼近解释和服务质量解释等。

地理信息时态性和不确定性模拟问题已被美

国国家地理信息与分析中心ＮＣＧＩＡ列为优先研究

的课题。国际地图制图协会、地理信息国际标准化

组织ＩＳＯ／ＴＣ２１１、美国联邦地理数据委员会ＦＧＤＣ

等机构先后将时态不确定性定义为地理空间数据

质量的一个新基元［５，６］。然而，相对于大量的国

内外静态地理信息空间和专题属性不确定性研

究［７１２］，业界对地理信息时态不确定性的认识还

多限于空间数据现势性强弱等零碎认识，这无疑

留下了整体地理信息不确定性理论的一个缺憾。

１　地理信息时态不确定性语义

时间和空间统一于运动变化，深刻地反映了物

质（人文和自然现象）间的相互作用（动力）。据此，

可以建议时间不确定性的三个语义层次（图１）。

时间空间不确定性（犛，犜）

运动不确定性（犞）

动力不确定性（犉／犪）

图１　时间不确定性的三个语义层次

Ｆｉｇ．１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ｏｆ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在顶层，时间作为和空间平行的一个独立观

测量，其不确定性可以作一般解释，如时间误差、

时间概率、模糊时间、粗时间、灰色时间、不一致时

间、不完备时间、非同质时间、变粒度时间、非单调

时间等。观测地理时间量的记（授）时仪器包括运

动天体（如记录世界时间的太阳／地球／月亮）、时

钟（各种机械、电子、原子钟表）、周期性变化的自

然和人文地理现象（如记录地质时间的变化岩层、

记录古生物时间的进化生命现象、记录日历时间

的春夏秋冬四季自然现象、记录历史时间的人类

社会形态、记录财政年度和文化时间的周期性变

化经济社会现象等）。不同性能记（授）时仪器的

观测值呈现不同精度的时间不确定性。

在中间层（运动变化背景下），时间静态转化

为空间，空间潜在地表现时间。如汽车运行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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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犿ｋｍ／ｈ，则犃站到犅 站的时间不确定性可以

由犃 站到犅 站的空间不确定性间接表现。此时，

时间距离不确定性归结为空间距离不确定性，时

间结构的不确定性归结为空间结构不确定性。在

交通工具的速度已知的情况下，不确定城市空间

结构图可转变为不确定城市时间结构图来研究。

在运动假设的情况下，空间不确定性理论通过赋

予时间语义直接用于发展时间不确定性理论。在

假设空间距离和结构恒定的情况下，时间不确定

性可以间接表现为运动不确定性，如速度不确定

性。在这种意义下，时间是运动秩序和持续的数

字记录。时间不确定性可以由运动变化的不规则

周期（频率）模拟，如非稳定性时间、混沌时间等。

移动数据库模型通过表示不同的速度序列（包括

最大、最小速度）来模拟移动对象的非规则运动特

性，进而在空间恒定假设下计算移动对象的时间

不确定性。

在底层，地理现象动力不确定性更深层地表

现了地理对象的时间不确定性。典型地，抽象地

物为一个无大小的质点，可以用加速度等效表示

动力。动力的存在潜在暗示空间失衡或空间结构

变化。动力及其变化导致时间不确定性。加速度

作为空间对时间的二阶导数和速度对时间的一阶

导数，它更深刻地表现了时间不确定性。时间不

确定性可以在一定的空间和速度假设下推演出

来。

此外，意识是人脑对物质的主观能动性的反

映。思维经济性原则陈述了人类通过分类（思维

模块化）来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人类理性继承和

非理性想像又赋予了自然无穷的文化涵义。突出

地，无限复杂变化的自然现象和有限简化的认知

计算的差异导致了不确定性。在地理信息系统

中，一般认为不确定性来源于连续地理现象的计

算机离散表示，不确定性来源于人类思维或计算

（机）模型对无限复杂的地理现实的有目的的简

化。形式上，大尺度（粗粒度）和小尺度（细粒度）

地理时空数据转化导致地理时空不确定性。客观

对象上下文缺乏导致了认知不确定性，如遥感上

混合像元（地物电磁辐射记录）的分类（人们的地

理知识体系）不确定性。本体上，动态地理现象的

内在复杂性、机器计算能力和人认知限度的多层

次不一致性导致了地理信息时间不确定性。典型

地，地理信息时态不确定性包括地理信息的有效

时间、计算机时间（如数据采集时间、数据库存储

时间、加工时间、视觉表现时间等）、用户时间（如

社会文化服务时间）各自的不确定性及其多维时

间彼此的不一致。广义地，不确定性在于世界统

一体确定性的缺失，地理信息时间不确定性源于

地理世界统一体下动态地理信息结构的解构。

２　地理信息时态不确定性计算

多层次多维时空语义不同类别（解释）不确定

性可能发生在地理信息加工的每一个阶段，如数

据测量时间不确定性、数据入库更新时间不确定

性、数据表示与变换时间（时间参数值离散化等）

不确定性、数据使用时间不确定性（动态预测的时

变误差等）。

２．１　时间位置不确定性

时间位置不确定性研究把时间作为记时（授

时）器的测量值。常见的记时（授时）器有天体（太

阳、地球、月亮）、机械钟、电子钟、原子钟等时频记

录装置。记时（授时）器自身的时频发生的稳定

性、读数和符号表示的准确性以及环境干扰导致

时间观测值的不确定性，存在记时装置自身的系

统误差、人为（读数或记忆等）粗差和复杂环境影

响的偶然误差。通过检校时频记录装置，可以克

服系统误差；通过多次观测，可以探测并消去粗

差；通过使用误差和中误差等统计量，可以度量或

评定偶然误差。对空间位置偶然误差的观测和度

量，针对的是多个时刻空间位置独立重复的采样

数据。假设整个采样满足时间平稳性（同一空间

点的时序空间位置观测值的期望值、方差等统计

量不变，甚至整个概率分布不变，如全部空间位置

数据服从正态分布），时间位置偶然误差的观测和

度量则针对多个时钟（多个空间位置的时钟）时间

位置独立重复的采样数据，假设整个采样满足空

间平稳性（同一时刻的不同空间位置处的时间观

测值的期望值、方差等统计量不变，甚至整个概率

分布不变，如全部时间位置数据服从正态分布或

均匀分布）。

对某一时刻狋，存在时间观测量狋１，狋２，…，狋狀，

假设观测值独立同分布，那么可以计算其期望值

犈（狋）和标准差σ狋＝ 犈［（狋－犈（狋））２槡 ］。其中，期望

值近似看作真值，而标准差度量了全部观测值和

真值的整体偏离程度，简称时间位置精度指标。

２．２　当前值不确定性

当前值具有实时和真实两种特性。实时性指

该数据的现实世界发生时间、数据库记录时间与

用户使用时间相同。真实性指在场的现实性。比

较过去和未来值，当前值认为最具现实性。

然而，在实际地理信息处理过程中，几乎不可

４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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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到数据的现实世界发生时间、数据库记录时

间和用户使用时间完全统一，实时性只是一定容

差下的近似。因此，在数据库里，常常假设一个不

确定的当前时刻值狏Ｎｏｗ。为了模拟不确定当前

值，可以定义：

狏Ｎｏｗ ＝

犆犐，Ｎｏｗ∈犐

犳（狋犻），Ｎｏｗ＝狋犻

ＮＵＬＬ，ＮＵＬＬ解释为未知、没意义、

　 不相容、

烅

烄

烆 不存在等

式中，犆犐代表包含当前时刻的采样时间间隔（时间

区间犐）里的数据值，可以假设该采样时间区间里

的数据值维持不变（保持常量）；犳（狋犻）为数据值的

时间解析表达式，数据库里该项数据值为动态值，

用函数表示，数据存取或分析时，直接将当前时刻

Ｎｏｗ代入该解析表达式就可以获得当前值。本

质上，犳（狋犻）是犆犐的动态化和连续化，犆犐是犳（狋犻）的

静止化和离散化（采样）。进一步，不仅在数值上

将静止值动态化和将离散值连续化，从语义上将

当前值进行扩展，发展不确定的记号“ＮＵＬＬ（空

值）”表示当前值，赋予当前值包括现象发生但是

数据尚未能获取或观测值相对于真值的不确定

（未知）、目标当前不具有该特征时讨论该项数据

值没意义、某种原因导致不相容当前值、不存在当

前值对应的客观现象（不存在）等语义。具体语义

的选取依赖实际应用的对象和要求。犆犐和犳（狋犻）

诠释了当前值不确定性的变化语义，且它们可以

被视作空值ＮＵＬＬ“未知”语义的量化。更远地，

可以发展含空值的关系或对象数据库理论（空值

关系或对象代数及演算），发展含空值的地理时空

数据分析方法（当前值空值不确定性传播）。

地图学界的传统说法“地图自成图一刻就过

时了”及其当前空间数据（库）现势性评价体现了

地理信息时态不确定性研究的理论和实用意义，

两者涉及到“过时”和“现势”的理解。“地图自成

图一刻就过时了”和空间数据（库）“现势性”均肯

定了地图和空间数据（入库）时间落后地理现象发

生的时间。数据时间滞后现实时间是客观存在

的，因为对现象的观察总是在现象出现之后，这

里，观察区别于预测。然而，地图是否过时和空间

数据（库）现势性的好坏涉及到客观现象、计算机

处理（数据库管理）和用户使用（有目的的应用）的

综合评判。观察时间落后于现象发生时间并不一

定意味着地图或空间数据（库）更新前，地理现象

肯定发生了变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基于地图或空

间数据（库）的决策一定带来损失。

尽管评判地图“过时性”和空间数据（库）“现

势性”标准是人机地综合性的，但是仍可以将这

种综合评判标准数学映射（理想化）为单纯的时间

量统计，可以理想地定义现势性指标：

Δ犆犚 ＝狋狋－狏狋

式中，狋狋表示特定数据（库）时间（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狏狋表示特定现实时间（ｖａｌｉｄｔｉｍｅ）；Δ犆犚表

示计算机里数据（库）时间犜犱犫相对于现实中现象

发生时间犜ｖａｌｉｄ的滞后值。然而，在实际应用中，

现象发生的真实时间很难准确获得，这时可以通

过记录同一现象发生时间的多个观测值（数据库

时间）的统计均值（或期望值犈（狋狋））近似表示，可

以定义实用的现势性指标为：

σ犆犚 ＝ 犈［（狋狋－犈（狋狋））
２

槡 ］

式中，狋狋表示随机时间量同一现象发生时间的多

个独立等精度观测值；σ犆犚表示全部观测值相对于

均值（期望值）的整体偏离程度。

实际上，现实时间是一个假定的理想值，实际

应用测定的时间（数据库时间）总是和现实时间有

所偏差，通过多个观测值来逼近理想的现实时间，

或者记录全部时间观测值（数据库时间）的分散程

度来间接度量数据库时间到现实时间的逼近程

度。对比容易看出，这里的现实时间和数据库时

间、Δ犆犚和σ犆犚类似传统误差理论中的真值和观测

值、真误差和中误差。

３　结　语

在明确地理信息时态特征和不确定性特征普

遍性的同时，强调地理信息时态不确定性作为整

体地理信息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主要

贡献在于地理信息时态不确定的本质认知和计算

模型发展。特别意识到不确定性在于世界统一体

确定性的缺失，信息不确定性源于世界统一体下

信息结构的解构，地理信息时态不确定性的本体

在于动态地理现象的内在复杂性、机器计算能力

和人认知限度的多层次不一致性。进一步地，给

出了时间空间不确定性运动不确定性动力不确

定性的整体时空不确定性语义，并选择设计了地

理信息时间位置精度指标、不确定当前值的渐进

语义模拟、地图过时性和空间数据库现势性计算

模型。本文结论作为传统静态地理信息不确定性

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也是构建整体地理信息不

确定性理论的必要成分。

本文地理信息时态不确定性计算模型的研究

仍处于初级阶段，发展不同粒度、不同类型时态

ＧＩＳ数据在不同加工阶段的不同类别时态不确定

５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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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理论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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