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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犐犛时空分析系统的犆犾犻犳犳狅狉犱代数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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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Ｃｌｉｆｆｏｒｄ代数为理论基础与数学工具，构建了时空分析原型系统：① 在兼容多类常用ＧＩＳ数据格式

的基础上，根据Ｃｌｉｆｆｏｒｄ代数空间构建的思想，对现有时空数据模型进行扩展，实现了时间、空间与属性的一

体化表达；② 定义了可支撑多维度时空分析的几何、度量等Ｃｌｉｆｆｏｒｄ代数算子库；③ 基于插件的时空分析模

型算法构建及集成框架，实现了高维邻域分析、网络分析以及时空栅格数据分析等地学分析算法。实验结果

显示，根据Ｃｌｉｆｆｏｒｄ代数所构建的时空分析系统可有效支撑多维时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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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如何有效地表达、分析地理现象的时空演化

特征是现阶段 ＧＩＳ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１］。传

统的ＧＩＳ时空分析多基于时空隔离视角，很难有

效支持依赖于时空变化的状态与结构连续演替的

复杂地理现象（如风暴）发展、演化过程的表达与

建模［２］。对时间和空间进行整合则为时态 ＧＩＳ

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２７］。本文将物理学时空

统一研究思路拓展到地理时空研究中，以 Ｃｌｉｆ

ｆｏｒｄ代数为理论基础与工具，构建了ＧＩＳ时空分

析原型系统。根据Ｃｌｉｆｆｏｒｄ代数空间构建的基本

元素构建了可支撑多维时空对象的时空统一数据

模型，面向时空分析算法构建需求设计几何、度量

算子与算法库，进而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最小联通、

高维Ｖ邻域以及基于时空代数的时空栅格数据

分析等ＧＩＳ时空分析方法。

１　数据模型及算子算法库设计

１．１　时空统一的犌犐犛时空数据模型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代数优越的几何计算和时空表达能

力，为地理现象及其动态变化过程的表达提供了

有益的参考，并有助于实现对地理模型的支撑，从

而实现ＧＩＳ时空分析与地理分析的有机集成。

　　基于Ｃｌｉｆｆｏｒｄ代数的对象表达与运算具有坐

标无关性与多维统一性等特点，且可实现时空统

一表达。因此，与传统的ＧＩＳ将时间多作为属性

处理不同，在Ｃｌｉｆｆｏｒｄ代数框架下，可以直接将时

间作为独立的支撑维度，从而在四维统一时空中

进行对象表达与运算。因此，在地理实体的结构

层次上，常见的地理实体可被划分为点、线、面、体

以及时空对象５类主要要素，不同维度的单体的

复合及相关属性的叠加构成了整个四维时空下不

同维度的要素类。本文根据时空关系及维度特点

对时空对象的关系进行梳理与总结，通过编组方

式将数据存储于时间、空间、属性及其相互组合的

抽象数据类型中，实现对时空对象时、空、属特性

及关系的表达与分析。利用地理空间（欧氏空间）

与Ｃｌｉｆｆｏｒｄ代数空间的转换机制，将地理时空对

象映射至Ｃｌｉｆｆｏｒｄ代数空间后，即可利用不同维

度的Ｂｌａｄｅ对象与 Ｍｕｌｔｉｖｅｃｔｏｒ对象对不同维度

地理对象进行表达，结合Ｃｌｉｆｆｏｒｄ代数所提供的

维度运算和关系运算即可实现对复杂地理现象的

位置、形态及时空关系的统一表达与运算。上述

时空数据模型较好地体现了Ｃｌｉｆｆｏｒｄ代数在多维

统一表达与运算上的优势，并实现了时间空间

属性以及位置关系的统一表达与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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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面向多维时空分析的犆犾犻犳犳狅狉犱代数算子与

算法库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代数
［８］是基于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四元数和

Ｇｒａｓｓｍａｎｎ扩张代数发展起来的用于描述和计算

几何问题的代数语言。基于Ｃｌｉｆｆｏｒｄ代数基本运

算构建适合地学分析所需的几何算子库是有效利

用Ｃｌｉｆｆｏｒｄ代数工具解决地学问题的基础。在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代数的内积、外积、几何积、几何变换、关

系运算与表达的基础上，结合地学时空分析的实

际需求，本文构建包括基本算子与复合算子两大

类常用的Ｃｌｉｆｆｏｒｄ代数时空分析算子库（见表１）。

在时空分析算子库中，基本算子主要用于实现空

间构建与空间转换、几何度量与几何关系计算、特

征提取与运动表达等时空分析的基本功能。而针

对ＧＩＳ时空分析和地理分析需求，本文构建了复

合算子实现几何分析、网络分析和统计分析等

ＧＩＳ基本分析功能，以及时间序列、空间统计、时

空分析等基本地学分析功能，进而扩展出满足各

类地理分析需求的综合分析模型。

２　系统架构

２．１　整体架构

本文利用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方法和Ｃ＋＋

语言构建原型系统的基础架构，采用了基于 Ｗｘ

ｗｉｄｇｅｔｓ的三层次架构体系（见图１）。系统的核

心功能模块如下所示。

图１　时空统一分析原型系统架构

Ｆｉｇ．１　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Ｕｎｉｆｉｅ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ｙｓｔｅｍ

１）数据Ｉ／Ｏ。在集成遵循 ＯＧＣ 规范的

ＧＤＡＬ／ＯＧＲ引擎的基础上，面向地学分析常用

的Ｅｘｃｅｌ电子表格及气候、海洋领域常用的观测

数据编写扩展数据引擎，实现对现有常用时间、空

间数据格式的兼容与整合。

２）时空数据管理与编辑。根据 Ｂｌａｄｅ及

ＭｕｌｔｉＶｅｃｔｏｒ构建可支撑多维统一时空的统一时

空数据模型，进而定义出不同数据类型间的数据

接口与消息通信机制，实现多源异质时空数据的

管理、存储、表达与运算。

３）时空转换与时空运算。通过基替换法、投

影法以及共性映射等方法构建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代数空

间，实现地理时空向Ｃｌｉｆｆｏｒｄ代数空间的转化，进

而构建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代数核心计算引擎，实现基于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代数时空运算的算子库与算法库。

４）模型分析与功能扩展。采用插件式功能模

块设计，并通过构建插件识别与控制模块实现插件

的自动识别和动态加载。对常用的地学分析模型

进行梳理与重组，并封装成独立的插件嵌入系统。

５）多维数据联动可视化。根据ＶＴＫ构建高

维时空数据的动态可视化模块，实现了高维时空

数据的动态显示以及多要素分层着色渲染。针对

地学时空分析需求，加强了常见统计分析图表如

散点图、直方图以及折线图等绘制、分析功能，并

引入诸如“观察者”等设计模式，实现不同类型可

视化间的联动显示与动态控制。

６）用户交互与系统控制。结合常用的时空

分析需求与操作规范对系统功能进行功能区划分

与流程整合，提供基于主界面、批处理脚本以及应

用程序开发接口等多种方式实现系统的交互与控

制，并制定了完善的消息控制与错误处理机制。

２．２　多维时空分析模型构建与集成框架

本文基于插件机制构建了如图２所示的时空

分析模型构建与集成框架：① 在对基本的数据

ＩＯ、数据对象与数据结构以及常用的工具类库及

辅助类库进行抽象、整合与功能分类的基础上，形

成核心ＡＰＩ类库；② 对基本的Ｃｌｉｆｆｏｒｄ代数算子

以及已有的部分地学分析模型及相关元数据进行

抽象，形成用于插件构建的抽象数据对象库；

③ 构建参数传递的数据对象与控制类库，进而实

现用于插件发现的消息通信机制及模块识别、控

制类库；④ 在上述基础上利用 Ｗｘｗｉｄｇｅｔｓ的动

态库管理功能实现了时空分析模型插件与 ＧＵＩ

的交互，并实现了模型的自动发现与集成。

３　典型犌犐犛分析功能实现

３．１　基于犆犾犻犳犳狅狉犱代数的最小联通分析算法

借鉴于Ｃｌｉｆｆｏｒｄ代数在多维时空统一表达，

８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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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基于犆犾犻犳犳狅狉犱的时空分析算子与算法库

Ｔａｂ．１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ａｎ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Ｌｉｂｒａｒｙｆｏｒ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Ａｌｇｅｂｒａ

基本运算 公式 描述

内积 ＩＰ（犪，犫）＝犪·犫 计算距离、关系、降维等

外积 ＯＰ（犪，犫）＝犪∧犫 构建几何体、计算关系、升维等

基本算子
几何积 ＧＰ（犪，犫）＝犪·犫＋犪∧犫 基本运算，同时包含维度与关系运算

几何反 犃＝犃·（－１）
１
２
犽（犽－１） 调整运算位序，用于简化计算等

几何逆 犃－１＝犃／（犃犃） 基本逆运算，用于代数方程的求解等

求模 ‖犃‖＝＜犃犃＞１
／２
０ 类似于复数的模

投影 犘＝（犃·犅）犅－１ ｂｌａｄｅ犃在ｂｌａｄｅ犅上的投影

反射
犚＝犕狓犕－１

犚＝－犕狓犕｛ －１
对象狓在犕 上的反射

基本运算 旋转
犚＝ｅ－ｉφ

犚＝犚犡犚｛ －１

旋转的指数表达与三明治表达，另在共形

空间下也可统一表达平移、旋转和缩放

对偶 犃＝犃犐－１ 广义垂直子空间求解关系化简与计算

缩放 犐（狓犲）＝ρ
２（狓犲－犮犲）

（狓犲－犮犲）２
＋犮犲 基于球或圆的缩放

运动表达
反射 犙′＝π犙π－１ 基于平面π的反射

平移 犜犪＝１＋
１

２
犪犲∞＝ｅ

－
犪
２
犲
∞ 距离为狋的平移

旋转 犚θ＝ｃｏｓ（
θ
２
）－ｓｉｎ（

θ
２
）犾＝ｅ

θ
２
犾 以犔为转轴、θ为旋转角度的旋转

点 犃 点犃

点对 犃∧犅 由点犃、犅构成的点对

几何对象构造
圆 犃∧犅∧犆 经过犃、犅、犆的圆

直线 犃∧犅∧犲∞ 过犃、犅的直线

球 犃∧犅∧犆∧犇 经过点犃、犅、犆、犇的球

平面 犃∧犅∧犆∧犲∞ 经过点犃、犅、犆的平面

点点距离 犱２（犃，犅）＝－２犃·犅 点犃到点犅 距离的平方

点线距离 犱（犃，犾）＝（犲∞∧犃′∧犾∧犅′） 带符号的线犾到点犃 的距离

几何关系 点圆关系
犃′∧犅′∧犆′∧犇′

犲∞∧犃′∧犅′∧犆′
为正则点在圆内，为负则点在圆外

圆圆关系 （（犃′∧犅′∧犆′）∩（犇′∧犈′∧犉′））２ 为正则两圆相交，为零则两圆相切，为负则两圆相离

线圆关系 （（犲∞∧犃′∧犅′）∩（犆′∧犇′∧犈′））２ 为正则线与圆相交，为零则线与圆相切，为负则线与圆相离

左缩进 犃 犅＝犃·犅 左收缩运算符

拓扑关系
右缩进 犃 犅＝犅·犃 右收缩运算符

Ｍｅｅｔ 犃∩犅＝犅·犃 犃、犅的交

Ｊｏｉｎ 犃∪犅＝犃∧（犕－１·犅） 犃、犅的并

微分算子
"＝∑

狀

犽＝１
犲犽犽，犽＝



狓犽
多重向量场的微分计算

微积分算子
梯度算子 "（）φ ＝



犲１
Φ，


犲２
Φ，


犲３（ ）Φ 基于微分算子的梯度计算

散度算子 ｄｉｖ（狏）＝"

·狏＝
１

２
狏＋狏（ ） 梯度场和原始场的内积

旋度算子 ｃｕｒ（狏）＝"∧狏＝
１

２
狏－狏（ ） 梯度场和原始场的外积

工具类 数据转换、时空转换、坐标变换、相交检测、数据采样、数据切片与透视等

复合算子／算法 分析类 主成分／主张量分析、邻域分析、网络分析、自适应拟合、时空场关系识别等

模型类 时空格局模型、时空动态模型、时空耦合模型、时空协同模型等

以及在高维空间几何计算不依赖于坐标的优势，

构建了基于Ｃｌｉｆｆｏｒｄ代数的最小联通算法。其主

要算法流程为：① 对传统路网进行空间转换，并

对节点和边进行Ｃｌｉｆｆｏｒｄ向量编码并排序；② 初

始化生成树和子树后，对每个向量与子树进行求

并操作，并分别计算向量维度、子树维度以及结果

维度；③ 根据维度运算的结果修改相应的标记参

数，进而确定是否将当前向量形成新的子树或将

当前向量加入到对应子树或合并由当前向量连接

的两棵子树，并且决定是否将当前向量加入到最

９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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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基于插件的时空分析模型构建与集成框架

Ｆｉｇ．２　Ｐｌｕｇｇ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小生成树中；④ 遍历所有向量后完成最小联通的

构建。上述算法的核心计算通过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积和

Ｇｒａｄｅ运算完成，其计算过程实现了路径搜索与

权重叠加的分离，使网络分析过程中动态权重调

整成为可能，且由于所用算子与数据对象均具有

维度无关性，使算法具备高维扩展的潜力。

３．２　基于犆犾犻犳犳狅狉犱代数的多维犞邻域算法

Ｖ邻域分析是ＧＩＳ空间分析功能的核心问

题之一，在诸多ＧＩＳ分析算法中均有广泛应用。

然而，受高维 ＧＩＳ时空数据的复杂性等因素影

响，三维乃至高维Ｖ邻域分析算法及其应用仍不

多见。Ｃｌｉｆｆｏｒｄ代数的坐标无关性及其对不同代

数空间的有机集成使其拥有优越的高维几何计算

能力和时空表达能力，从而为高维Ｖ邻域分析算

法的构建提供了有效的数学工具。有效利用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代数不同维度空间中对象的几何特性以

及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剖分、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以及凸包之间的相

互转化与对应关系，可构建支撑高维分析的Ｖ邻

域算法（见图３）。该算法在算法原理及结构上具

有简明性，且可有效实现不同维度Ｖ邻域算法流

程及数据结构的统一。

３．３　基于时空代数的时空栅格数据分析

图３　多维Ｖ邻域算法流程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ｌｏｗｏｆ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Ｖ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在时空代数框架下，利用Ｌｏｒｅｎｚ变换可给出

地理现象的动态演化过程在不同模拟参数下时空

特征参数的变化，从而解析出原始时空过程的时

空特征与过程特征。该思路的算法流程见图

４（ａ），基于赤道太平洋海面变化的实例分析结果

见图４（ｂ）。结果显示，赤道太平洋海面高在时间

投影的标准差与 ＭＥＩ指数间具有很好的对应性，

而模拟的空间型亦可有效揭示出ＥＮＳＯ产生、发

展、消亡等过程中海面的空间格局及重心迁移特

征，显示了本文算法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根据该

思路进一步深入研究，尤其是引入时空微积分等

分析工具，对于提升时空栅格乃至时空场数据的

时空分布特征及演化过程特征均具有较好的借鉴

作用。

图４　基于时空代数的时空栅格数据分析算法

流程及系统演示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ｌｏｗ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Ｒａｓｔｅｒ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Ｗｉｔｈ

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Ａｌｇｅｂ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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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本文借鉴Ｃｌｉｆｆｏｒｄ代数在物理学等相关学科

的成功经验，从时空统一数据模型、时空分析模型

构建及集成框架以及典型时空分析算法实现等角

度，对基于Ｃｌｉｆｆｏｒｄ代数的时空分析系统构建过

程中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结果显示，基于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代数所构建的时空分析系统可有效支撑

多维时空分析，是对以时空统一表达与运算为特

征的ＧＩＳ的发展，以及能够表征多维时空一体变

化的地学分析技术的发展的有益尝试，也为时空

统一的时空分析方法的拓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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