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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犪犻犾犔犪狀犵狉犪狀时空数据模型的统一

舒　红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在辩证认知时间和空间的独立与相关、绝对与相对、动态与静态特征的基础上，将地理时空数据模型

看作是时态地理信息系统（ＴＧＩＳ）的一种缩影，达到对各种类型时空数据模型的概念统一。提出了利用嵌套

立方体、层次复合、高阶差分、变粒度快照四种时空数据模型来丰富ＧａｉｌＬａｎｇｒａｎ时空数据模型的层次结构信

息。进一步地，将改进的ＧａｉｌＬａｎｇｒａｎ时空数据模型综合为多尺度时空数据模型并给出其代数定义，达到对

近１５ａ来时态地理信息系统中主流时空数据模型（ＧａｉｌＬａｎｇｒａｎ时空数据模型）及其众多变种的形式统一，使

ＧａｉｌＬａｎｇｒａｎ时空数据模型及其若干非规范化变种成为多尺度时空数据模型的不同特例。多尺度时空数据

模型对于开发强可伸缩性、尺度透明性和环境自适应时态地理信息系统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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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时空数据模型概念

时空数据分为纯粹时间空间数据和时间空间

相关数据。纯粹时间空间数据坚持绝对的时空观，

时间和空间是一种单纯形式，可以作为运动物质投

影空间或思维组织模式（变化事物分类映射为时间

和空间剖分）；而时间空间相关数据坚持相对的时

空观，时间空间是运动物质（事件、变化等）的表现，

不能脱离运动物质而独立存在，时间、空间和专题

特征共同定义客观实体。时间空间相关数据可以

是表层的时空形式相关，也可以是深层的运动动力

相关。

时态地理信息系统是时变地理现象计算模

型，时空数据模型是时空计算模型的静态结构化

强化，而时空计算模型是时空数据模型的动态变

化强化。当世界简化为事实模型时，时空数据模

型是整个时态地理信息系统的缩影，时空数据模

型表达能力与计算率决定了时态地理信息系统功

能的强大与否。这样，对时空数据模型的研究可

以直接从数据结构化组织方面着手，也可以间接

从其计算模型着手。一般地，信息学工作者把地

理信息作为通用信息的特例。因此，可以从计算

机角度扩展关系或对象数据库模型接纳时间空间

数据来发展时空数据模型，扩展自动机计算模型

接纳时间空间操作来发展时空计算模型。单纯从

计算机角度提出的时空数据模型主要有时空关系

数据（库）模型、时空对象数据（库）模型、时空约束

数据（库）模型等，它们可以分成物理、逻辑和概念

层，如时空ＥＲ（实体关系）概念模型、时空 ＵＭＬ

建模、时空 ＸＭＬ建模等。作为动态化的时空数

据模型，当前时空计算模型有扩展时间自动机、时

间Ｐｅｔｒｉ网、时间进程代数、时间逻辑（包括区段

演算逻辑）、事件演算、时空变化定量定性推理。

相比较，地理信息科学工作者把计算机作为一种

启发和证实地理思想的辅助工具，通用信息作为

复杂地理信息的简化。ＧＩＳ学者提出的典型时空

数据模型包括ＴｏｒｓｔｅｎＨｇｅｒｓｔｒａｎｄ（１９７０）的时

空棱椎体模型（时间地理核心理论［１］，时空作为一

种资源约束人们的地理行为，个体地理行为模式

转化为时空棱椎体元素约束关系）、ＧａｉｌＬａｎｇｒａｎ

时空数据模型［２］、ＤｏｎｎａＰｅｕｑｕｅｔ的ＴＲＩＡＤ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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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模型［３］（地理空间变化／事件序列隐喻时间，

时间、空间、专题属性定义对象及其关系）、Ｍｉ

ｃｈａｅｌＷｏｒｂｏｙｓ时空数据模型
［４］（四维时空中单纯

形剖分及复形拓扑构成）。动态描述时空数据模

型的时空计算模型主要有地理元胞自动机、有限

元变形分析、光流运动计算、多尺度时空小波分

析、随机过程随机场、时空拓扑推理模型等。

２　犌犪犻犾犔犪狀犵狉犪狀时空数据模型及其

改进

　　１９９２年，ＧａｉｌＬａｎｇｒａｎ学位论文《地理信息

系统中的时间》的发表标志着时态地理信息系统

正式成为地理信息科学的一个研究方向。至今，

几乎每一个从事时态地理信息系统研究的学者均

不同程度地参考了 ＧａｉｌＬａｎｇｒａｎ时空数据模型

的思想，ＧａｉｌＬａｎｇｒａｎ时空数据模型对时态地理

信息系统建设的影响最为旷久。ＧａｉｌＬａｎｇｒａｎ四

种时空数据模型分别是时空立方体、时空复合、基

态修正和空间快照模型。时空立方体将一维时间

和三维空间抽象为四维数学空间，记录离散时空

坐标。时空复合体将整个历史数据库叠置到单一

平面（时空复合面），形成若干细小空间单元（时空

复合单元），每个单一空间单元标记其生命期（时

间区间的集合）。基态修正记录基态和变化态序

列。空间快照则记录每个时刻的整体空间，形成

全局的空间时序。空间快照模型有利于时刻全局

空间分析，但局部时变信息的提取较复杂。基态

修正模型空间变化显式表达，但增加了变化分解

入库和全局空间分析工作。时空复合模型空间数

据存储整体最优，且复合单元空间历史上绝对单

纯，但是叠置碎分入库且大范围空间恢复计算性

能差。时空立方体模型低层坐标信息详尽，但其

高层结构信息完全缺失。ＤｏｎｎａＰｅｕｑｕｅｔ基于事

件的时空数据模型可以看作是 ＧａｉｌＬａｎｇｒａｎ基

态修正模型事件语义扩展，ＭｉｃｈａｅｌＷｏｒｂｏｙｓ的

单纯复形可以看作是 ＧａｉｌＬａｎｇｒａｎ时空立方体

结构化扩展。总而言之，ＧａｉｌＬａｎｇｒａｎ时空数据

模型已经公认为时态地理信息系统的主流时空数

据模型。

从观测数据的时空尺度、存储处理的计算复

杂度和用户需求的详细程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评

价，四种时空数据模型各有所长。但是，Ｇａｉｌ

Ｌａｎｇｒａｎ时空数据模型定义在单一层次上，层次

结构信息的缺乏是显而易见的。为了强化 Ｇａｉｌ

Ｌａｎｇｒａｎ时空数据模型的表达和计算能力，可以

作如下改进工作：改进时空立方体为嵌套时空立

方体（图１），改进单一平面时空复合为多层次局

部时空复合（图２），改进基态修正为高阶差分或

多级基态修正（图３），改进空间快照模型为变粒

度空间快照模型（图４）。图２～图４中黑色实心

粗线标记数据库中存储的数据。在这四种改进

中，多层次多基态双向修正思想最初在文献［５］中

进行了论述，并分析了层次基态个数与位置依赖

于具体的观测数据、计算资源和应用需求的综合

决策。

进一步地，可以看出嵌套、层次、递阶、粒度等

本质上都蕴涵着尺度概念。换而言之，可以将尺

度概念解释为嵌套、层次、阶层和粒度。这样，改

进的时空数据模型可以综合或泛化为多尺度时空

数据模型。多尺度时空数据模型不仅来源于笔者

对ＧａｉｌＬａｎｇｒａｎ时空数据模型的观察，更是源自

图１　嵌套立方体时空数据模型

Ｆｉｇ．１　ＡＮｅｓｔｅｄＣｕｂｅ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

图２　层次复合时空数据模型

Ｆｉｇ．２　Ａ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ｐａｔｉｏ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

图３　高阶差分（多级基态修正）时空数据模型

Ｆｉｇ．３　ＡＨｉｇｈＯｒ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ａｔｉｏ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

４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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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变分辨率快照时空数据模型

Ｆｉｇ．４　Ａ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ｎａｐｓｈｏｔＳｐａｔｉｏ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

于笔者提出的时态对象代数［６］。时态对象代数通

过引进几个典型构造子，将时间标记属性字段、时

间标记元组和时间标记关系等时间标记的不同粒

度计算实体统一抽象为时间标记对象。

３　多尺度时空数据模型

多尺度时空数据模型只相对描述尺度的

“多”，不具体给出尺度数量和尺度绝对大小。尺

度数量和尺度绝对大小依赖于观测数据、计算资

源和应用需求等综合决策，具体尺度开放给实际

场景。这种形式化尺度抽象掉了具体尺度的繁杂

内容，增强了信息系统的伸缩性和环境适应性。

多尺度时空数据模型也可以称为尺度透明、变尺

度或无尺度时空数据模型。

定义１　时间原子的集合为原始时间域犜，

表示为犜＝｛狋犻，犻∈Ξ｝。当Ξ为自然数域时，犜 为

离散时间；当Ξ为有理数域时，犜为稠密时间；当

Ξ为实数域时，犜 为连续时间。时间原子不能再

进一步分割，规定为最细小的时间单元。

定义２　原始时间域犜的一个时间粒度剖分

为时间尺度犜τ，犜τ＝｛［狋犻］τ｜［狋犻］τ［狋犻＋１］τ，犻＝１，

…，犿，犿∈犣
＋｝。时间粒度τ为一等价关系，为

时间关系“早于”。原始时间域犜 和时间尺度犜τ

构成一个尺度时间，表示为犜犕τ＝（犜，犜τ）。

在粒度τ下无法区分更细微时刻，而且无法

分辨时间单元狋犻比狋犻＋１到底早多少，特定时间粒度

决定了特定时间尺度。

定义３　存在两尺度时间犜犕τ犪＝（犜，犜τ犪）和

犜犕τ犫＝（犜，犜τ犫），犜τ犪里任意一个时间单元狋犪包含

于犜τ犫里惟一的一个时间单元狋犫中，即狋犪狋犫，则称

尺度时间犜犕τ犪细于尺度时间犜犕τ犫，即可表示为

犜犕τ犪犜犜犕τ犫。

定义４　一个严格的多尺度时间模型定义为

尺度布尔格 Θ＝ （｛犜犕τ｝，犜，犜犕０，犜犕１），

｛犜犕τ｝为尺度时间集合，犜为尺度时间关系“时

间细于”，任意两个尺度时间之间均存在一个下确

界和一个上确界。犜犕０为最细尺度时间；犜犕１为

最粗尺度时间。

类似地，可以给出多尺度空间模型定义。

定义５　空间原子的集合为原始空间域犛，表

示为犛＝｛狊犻，犻∈Ξ｝。当Ξ为自然数域时，犛为离散

空间；当Ξ为有理数域时，犛为稠密空间；当Ξ为

实数域时，犛为连续空间。空间原子不能再进一

步分割，是最细小的空间单元。

定义６　原始空间域犛的一个空间粒度剖分

称为空间尺度犛ρ，表示为犛ρ＝｛［狊犻］ρ｜［狊犻］ρ∝

［狊犻＋１］ρ，犻＝１，…，犿，犿≤狀｝。空间粒度ρ为一等

价关系，∝为空间关系“相邻”。原始空间域犛和

空间尺度犛ρ构成一个尺度空间犛犕ρ＝（犛，犛ρ）。

在粒度ρ下无法区分更细微的空间单元，无

法分辨空间单元狊犻比狊犻＋１到底有多邻近，特定空

间粒度决定了特定空间尺度。

定义７　存在两尺度空间犛犕ρ犪＝（犛，犛ρ犪）和

犛犕ρ犫＝（犛，犛ρ犫），犛ρ犪里任意一个空间单元狊犪包含

于犛ρ犫里惟一的一个空间单元狊犫中，即狊犪狊犫，则称

尺度空间犛犕ρ犪细于尺度空间犛犕ρ犫
，即可表示为

犛犕ρ犪犛犛犕ρ犫
。

定义８　一个严格的多尺度空间模型为尺度

布尔格＝（｛犛犕ρ｝，犛，犛犕０，犛犕１），｛犛犕ρ｝为尺

度空间集合，犛为尺度空间关系“空间细于”，任

意两个尺度空间间均存在一个下确界和一个上确

界。犛犕０为最细尺度空间；犛犕１为最粗尺度空间。

定义９　一个严格的多尺度时空数据模型为

一个严格的多尺度时间模型和一个严格的多尺度

空间模型构成的二元组，表示为＝（，Θ）。

通常情况下，空间是三维正交的，时间是一维

的。然而，注意到时间也可以分解三维，即现实时

间、计算机时间和应用时间。实际时间维数和空

间维数依赖于场景，理论上时间维数和空间维数

可以取０维到无穷维中的任何值。在上述定义

中，时间单元和空间单元的维数没有固定为某一

特殊常数。定义９中时间和空间二元组可以看作

时空运动或动力的隐式表达。

５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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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时间和空间粒度定义为划分原始时间和空

间域的一种等价关系，而粒度包含（于）关系为一

种偏序关系。这样，多尺度时空数据模型通过“早

于”和“相邻”关系形式化表达了最基本的时序语

义和空间相关语义，通过关系“时间细于”和“空间

细于”形式化地描述了最基本的层次结构语义。

４　结　语

多尺度时空数据模型的建立对于多尺度时态

地理信息系统、时空数据多尺度表达与地图综合、

多尺度时空逻辑推理、多尺度时序影像处理等都

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对开发强可伸缩性、尺度透

明性和环境自适应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具有潜在的

实用价值。此外，形式化描述有望为地理信息系

统软件的正确性、安全性、需求验证和证明提供理

论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多尺度时空数据模型中没有

包含地理对象的专题属性，这是因为视时间和空

间为运动地理实体存在的形式，专题属性为运动

地理实体的内容。如§１分析的那样，完全可以

把地理现象内容到形式的投影与地理实体专题到

时空特征的关联从数学上转换过来。

参　考　文　献

［１］　ＨｇｅｒｓｔｒａｎｄＴ．ＷｈａｔＡｂｏｕｔＰｅｏｐｌｅ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９７０，

２４：７２１

［２］　ＬａｎｇｒａｎＧ．Ｔｉｍｅｉ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Ｌｔｄ．，１９９２

［３］　ＰｅｕｑｕｅｔＤ，ＤｕａｎＮ．ＡｎＥｖ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

ｐｏｒａｌ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９９５，９（１）：７２４

［４］　ＷｏｒｂｏｙｓＭ．ＡＵｎｉｆｉｅ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ｄＴｅｍ

ｐｏｒ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４，３７

（１）：２６３４

［５］　舒红，陈军，史文中．时空数据模型研究综述［Ｊ］．

计算机科学，１９９８（６）：７０７４

［６］　舒红，陈军，杜道生，等．时态对象结构的代数模型

［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１９９８，２３（２）：

１３７１４０

［７］　舒红．概念、形式化和逻辑时空数据建模原理初探

［Ｄ］．武汉：武汉测绘科技大学，１９９８

作者简介：舒红，博士，副教授。现主要从事地理时空认知与计算

研究。

Ｅｍａｉｌ：ｓｈｕ＿ｈｏｎｇ＠ｌｍａｒｓ．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犃犝狀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犌犪犻犾犔犪狀犵狉犪狀’狊犛狆犪狋犻狅狋犲犿狆狅狉犪犾犇犪狋犪犕狅犱犲犾狊

犛犎犝犎狅狀犵
１

（１　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ｓ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ｔｉｍｅ，ｓｕｃｈａｓｉｎ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ｃｓ，ｔｈｅｇｅｏｇｒａｐｈ

ｉｃａｌ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ｉ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ａｓａ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ｔｈｅ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ｈｉｓｗａｙ，ｔｈｅｖａｒｉｏｕｓ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ｓａ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ｌ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Ａｌｓｏ，ｎｏｖｅｌ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ｎｅｓｔｅｄｃｕｂｅ，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ｈｉｇｈｏｒ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ｎａｐｓｈｏｔｏｎｆｌａ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ｚｅｄＧａｉｌＬａｎｇｒａｎ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ｓ

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ａ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ｉｓａｌｇｅｂｒａｉｃａｌｌｙｄｅ

ｓｃｒｉｂｅｄ．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ａｉｌＬａｎｇｒａｎ＇ｓ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ｖａｒｉａｎｔｓ

ｉｓ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Ｕｎｄｏｕｂｔｅｄｌｙ，ｔｈｉｓｗｏｒｋｗｉｌｌｇｒｅａｔｌｙｓｐｅｅｄｕｐ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ｃａｌａｂｌｅａｎｄ

ｓｅｌｆ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ｓ；ｍｕｌｔｉ

ｐｌｅｓｃａｌｅ；ｆ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犪狌狋犺狅狉：ＳＨＵＨｏｎｇ，Ｐｈ．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ｇｅ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ｍａｉｌ：ｓｈｕ＿ｈｏｎｇ＠ｌｍａｒｓ．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６２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