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犠犲犫２．０地图的双向地图信息传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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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柯拉斯尼模型的基础上，借助因特网通信体系的分层方法，提出了 Ｗｅｂ２．０地图作为空间信息平

台的双向传输体系，丰富和完善 Ｗｅｂ２．０环境下的地图信息传递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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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ｅｂ２．０地图是 Ｗｅｂ２．０平台与地图相结

合的产物，除具有纸质地图的双重功能外，还具有

用户制图特性。通过参与制图，用户还能实现与

其他用户的双向交流和协作。这意味着人们期待

地图作为平台的传递理论。

作为信息载负的媒介和信息传递的工具，地

图具备信息传输的通道特性。捷克地图学家柯拉

斯尼采用数据通信系统的信道模拟地图，并提出

了地图信息传输系统模型。

然而，到目前为止，地图信息传输论仅由处理

地图作为空间信息载体的传输理论组成。本文将

通过扩展这些理论来研究地图作为平台的传输理

论。在传统制图模式下，地图由专业人士制作，以

中心下发的形式传播，最后是业余者使用。而在

Ｗｅｂ２．０地图中，由于用户参与制图，信息不断地

被创建和交叉引用，并向各个方向传播［３］。因此，

Ｗｅｂ２．０地图平台附加的用户制图特性会对传输

特征产生影响。本文将研究这些由 Ｗｅｂ２．０地

图平台驱动的地图信息传输特征的理论基础。

１　地图信息传输方式

１．１　单向传输方式

数据通常是在两个站（点对点）之间进行传

输，按照数据流的方向可分成两种传输模式：单

向、双向。一个点对点数据通信系统可以划分为

发送端、传输系统和接收端３大部分。其中，发送

端包括产生数据的源点和进行编码的发送器，接

收端包括接收信号的接收器和进行译码的终

点［４］。柯拉斯尼采用点对点数据通信系统的发送

端、传输系统、接收端分别模拟制图者及符号化、

地图通道、用图者及认知（见图１）。

图１　柯拉斯尼模型

Ｆｉｇ．１　ＴＭＭＩｏｆＡ．Ｋｏｌａｃｎｙ

在传统制图模式中，制图者和用图者的身份是

固定的，信息从制图者单向流向用图者，因此，柯拉

斯尼模型是一种点对点单向模式。在用户参与的

Ｗｅｂ２．０制图模式中，由于制图者与用图者既有明

确的角色界限，又相互转化，在不同的阶段扮演不

同的角色，点对点之间的信息传递呈双向特点。

１．２　双向传输方式

柯拉斯尼模型是用户参与制图程度为０的模

型，这意味着该模型联系了传统制图模式和 Ｗｅｂ

２．０制图模式，为 Ｗｅｂ２．０地图的信息传输方式

的构建提供了地图学角度的原型。由于制图者和

用图者是分离的，柯拉斯尼模型可以转换为线性

方式（见图２）。其中，犝３为用图者通过地图的认

知所领会的地理环境；犝４为制图者在地图中所要

表达的地理环境。

全双向通信是两个单向方式的结合，这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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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柯拉斯尼线性模型

Ｆｉｇ．２　ＬｉｎｅａｒＴＭＭＩｏｆＡ．Ｋｏｌａｃｎｙ

着全双向地图信息传输模型可以通过两个单向柯

拉斯尼模型的结合获得（见图３）。

图３　基于单向柯拉斯尼模型构建的

双向地图信息传输模型

Ｆｉｇ．３　ＡＴｗｏＷａｙＴＭＭＩ

由于犝′３和犝４位于同一用户的大脑中，因而

犝′３和犝４可以建立联系，主要是通过人特有的思维

加工能力将犝′３＇转化为犝４，即犝′３→犝４，实现信息

传递方式由线性向封闭环状的跨越（见图４），为

用户参与制图提供了制图者心像。

图４　封闭循环的双向地图信息传递模型

Ｆｉｇ．４　ＡＣｌｏｓｅｄＣｙｃｌｅＴＭＭＩ

用户在吸收信息过程中还涉及到：犝１，为用

图者通过地图刺激所联想起来的已有地图知识；

犝２，为用图者从地图中吸收的信息；犝′３不仅包含

来自于地图的信息犝′２，还包含用户原有地图知识

犝′１。这样，犝′１经过犝′３→犝４的转换并由制图者表

达在地图上，实现地图′→地图的螺旋上升式循环

演进。因此，为了便于连续地理解地图信息的传

递，在封闭环状模型中还需区分和融入犝′１、犝′２，建

立开放式环状模型（见图５）。

图５　开放循环的双向地图信息传递模型

Ｆｉｇ．５　ＡＯｐｅｎＣｙｃｌｅＴＭＭＩ

　　制图者将犝４符号化后在地图上所形成的对

应信息称为犝５（见图６）。犝２中包含了来源于犝４

且被正确符号化和认知的过时信息犈１（非现势的

客观信息）和虚假信息犈２（伪装的非客观信息）。

犈１和犈２是由用户的不可控性和 Ｗｅｂ２．０的开放

性等环境引起的，因而开放的信息传递需要考虑

信息环境的影响。

图６　地图信息传递过程中不同信息形态

Ｆｉｇ．６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ＴＭＭＩ

２　地图信息传输环境

国内外学者对 Ｗｅｂ２．０地图的信息传递进

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５７］，这些研究探索了 Ｗｅｂ

２．０地图的双向传输特点。但在这些讨论中，对不

同地图信息形态及其关系的分析较少。此外，缺

少对地图信息环境问题的关注，而地图信息环境

会影响到制图和用图两个环节。

在影响制图方面，互联网往往基于匿名，匿名

性促使广泛的参与和自由交流，但也会遭受恶意

信息的破坏［８］；政策控制过严会制约 ＶＧＩ的供

应［９］；用户在供应 ＶＧＩ时缺乏对引证、出处和其

他凭据的供应，故ＶＧＩ是尚待确认的
［１０］，其完整

性、可得性是未知的；用户是不可控的［１１］，同一数

据会出现不同质量、不同语义的多次供应；网站所

有者对地图很少修改、控制或限制［１０］等。这些会

给 Ｗｅｂ２．０地图资源带来可能的风险，主要是出

现无辜错误和故意破坏。

在影响用图方面，文献［１２］认为无辜错误和

故意破坏在降低信息质量的同时也降低了人们对

Ｗｅｂ２．０地图资源作为一种可靠数据源的信任，

从而阻碍地图的使用［１１］。文献［１３］指出技术障

碍会抑制 ＶＧＩ的生产和消费。互联网、政策、

Ｗｅｂ２．０地图资源和技术分别属于信息环境的基

础设施、法规、资源和技术等要素。

因此，地图信息环境通过对作为一个完整传

输过程的制图与用图环节的影响，最终影响着信

息资源自身的价值和利用效率，也就影响着信息

传输的有用性和效率。这意味着地图信息环境在

本质上也是地图信息传输（过程）的环境。地图信

息环境不仅是 Ｗｅｂ２．０地图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也是 Ｗｅｂ２．０地图信息传递的基础。

４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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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地图信息环境的双工传输理论至今未提

出。文献［１１］提出了地图信息生态可作为一个例

外，但尚未分析地图信息环境的传输效应。地图

信息传递环境具有开放性、复杂性、网状等特性，

这些与因特网通信体系的特点一致。因特网通信

体系采用分层的方法将庞大而复杂的问题转换为

较小的局部问题，便于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柯拉

斯尼借用点对点通信模拟用户不参与制图的单向

传输模式，人们也可以借用网络通信模拟 Ｗｅｂ

２．０地图的双向传输模式。

３　地图信息传输体系

从信息（传递）的角度，将地图分为地图信息

和作为载体的信息资源，地图符号化、地图搜索及

认知作为信息技术，地图信息的采集、传播和利用

等所涉及的法律法规作为信息法规，网络等作为

信息基础设施，从而形成地图信息的传递环境。

由于地图信息环境系统及其传递效应复杂，因此，

Ｗｅｂ２．０地图的双向传输系统也是复杂的。这种

复杂性可通过互联网体系的分层方法转化为局部

问题，从而易于地图信息环境的传递效应研究和

机理分析。

本文借助互联网通信的层次化体系，将这些

环境因素融入到柯拉斯尼模型的制图和用图过程

中，提出地图信息的单向传输体系（见图７）。这

样，柯氏模型的符号化和认知环节重新分类到地

图信息环境的信息技术中，而地图载体则分类到

信息资源中。进一步，在单向地图信息传输体系

的基础上，结合双向地图信息传输模型，建立

Ｗｅｂ２．０地图的双向传输体系（见图８），它也是

地图作为空间信息平台的传递模型。作为平台的

地图具有空间信息载体的功能，因此，柯氏模型理

论仍可用于分析 Ｗｅｂ２．０地图的符号化及其认

知效应等问题。

图７　单向地图信息传输体系

Ｆｉｇ．７　ＯｎｅＷａ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

Ｍａｐ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图８　Ｗｅｂ２．０地图的双向传输体系

Ｆｉｇ．８　ＴｗｏＷａ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

Ｗｅｂ２．０Ｍａｐ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参与制图的过程是用户利用来源于犝′３的心

像犝４改变地图，同时，变化后的地图通过映射也

修正自己的心像犝′３，从而深化地图的消费。由于

制图者和用图者的界限不再区分，制图过程和用

图过程趋于统一，统称为用户参与制图过程，从而

也深化了地图信息传递过程中制图和用图环节的

联系，进一步揭示了 Ｗｅｂ２．０地图的传递系统

实质。

４　结　语

本文借用因特网通信模拟 Ｗｅｂ２．０地图的

双向传输模式，提出了地图作为空间信息平台的

传递模型。该模型不仅构建了点对点的双向传输

方式，还考虑了地图信息（传递）环境，从而能分析

地图信息环境的传递效应，为地图信息传递环境

的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后续研究将主要采用地

图信息熵方法定量分析地图信息环境的传递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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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ｂｌｉｃｆｏｒＲａｐｉｄＦｌｏｏ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Ｃ］．Ｔｈｅ６ｔｈＧｅ

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ａｙｓ，Ｍüｎｓｔｅｒ，２００８

［１２］ＬａｋｓｈｍｉＭ，ＪｏｈｎＫ．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ｆｒｏｍ Ｕｓｅｒｓ′Ｍａｐ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Ｊ］．Ｇ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８，７２（３）：２１５２２７

［１３］ＥｌｗｏｏｄＳ．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ｅ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ｂｙ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ａｎｄＦｅｍｉｎｉｓｔＧＩＳ［Ｊ］．Ｇ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８，７２（３）：１７３１８３

［１４］王世民，周沂，尹章才，等．Ｗｅｂ２．０地图信息生态系

统失衡及其平衡措施［Ｊ］．测绘信息与工程，２０１０，

３５（６）：４９５０

作者简介：尹章才，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时间地理与 Ｗｅｂ

２．０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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