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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工程和生命科学的可靠性概念出发，结合地理信息科学的自身特点，强调空间数据及分析的全过程

质量和分析结果的决策可用性。首次给出了可靠性空间分析的概念，分析了可靠性空间分析的特点、面临的

主要问题和研究方法，探讨了可靠性空间分析的主要理论、研究方向和应用领域，促进了空间分析从不确定性

研究向可靠性空间分析方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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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分析是从空间数据中提取空间信

息［１，２］，可靠性空间分析将立足于提取更加可靠

的空间信息与空间知识，为空间决策提供有效支

持。目前，空间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５个方

面［２，３］：空间分析操作（叠置分析、缓冲区分析、网

络分析等）、空间统计分析（地统计数据分析、面

域／格／样方数据分析、随机点过程分析等）、空间

数据分析（空间数据的描述性和探索性分析、

ＤＥＭ数据分析）、空间建模（构建机理模型、表达

地理过程及预测分析）以及空间分析的不确定性

建模［４］等。不确定性空间分析的早期研究主要集

中于空间数据的不确定性和空间分析操作的不确

定性两个方面［４］。

可靠性空间分析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海量的地

理数据。地理数据及其相关技术已应用于许多领

域，如环保、地矿、土地、气象、地震、水利、交通、电

力、海洋、石油、通信、公安、农业、林业、卫生、航

天、科研、教育等。大量的地理空间数据在其来

源、位置、属性、逻辑一致性、完整性、时间和语义

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质量问题，加之数据采集

和处理过程中的不合理因素［４６］，导致空间分析结

果不可靠，给空间决策带来严重的后果。

在地理数据广泛应用及风险规避意识日渐增

强的背景下，各领域十分关注在数据、模型及方法

层面的不确定性［４］，考虑获取的数据是否可靠，采

用的空间分析方法是否可信任。各个行业急需对

数据本身、分析的方法及过程、最终结果等进行质

量评价与控制。可靠性空间分析将为地理信息科

学研究提出一个新的基础性理论方向，对地理信

息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１　可靠性空间分析的定义、研究内

容、特征与关键问题

１．１　可靠性空间分析的定义

可靠性的概念源于对产品的可靠性的描述，

指产品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

功能的能力（Ａｇｒｅｅ，１９５７）
［７，８］。相应地，空间分

析的可靠性是指在规定的时空环境和规定的条件

下完成规定的空间分析功能，并取得正确的（ｃｏｒ

ｒｅｃｔ）、有效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完整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结果

和服务的空间分析能力和水平，特别关注分析结

果的决策有效性，强调空间分析过程从局部到整

体的可靠性。局部可靠性包括数据的可靠性（可

以用数据的不确定性、适用性、完整性等来描述）、

方法的可靠性（可以用鲁棒性、完整性、准确性、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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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等来描述）、过程的可靠性（通过空间分析、空

间数据挖掘过程中可靠性的传递来估计）、结果的

可靠性（用结果的实用性及其应用决策风险大小

来刻画）。整体的可靠性是指贯穿在整个空间分

析过程中的可靠性的传递，是综合的、整体的，偏

重于空间分析结果的可用性与可信性及其对决策

的风险。

空间分析的整体可靠性是局部可靠性的函

数，但不是局部可靠性的简单相加，不同的空间分

析方法及应用具有不同的函数表达式。

可靠性空间分析中数据、方法和结果的可靠

性包括绝对可靠和相对可靠两种，绝对可靠依据

外部参考，相对可靠指内部一致性。

１．２　可靠性空间分析的研究内容

可靠性空间分析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可靠性

空间分析的基础理论、空间数据、空间分析方法及

其结果的可靠性分析；空间分析的不确定性传播

机理及其对可靠性的影响；可靠性空间分析方法；

基于可靠性分析的空间决策的风险评估等。

可靠性空间分析是对传统空间分析的概念、

机理和方法等多层面全流程的改进。本文提出的

可靠性空间分析旨在通过减少不确定性来提高空

间分析过程及结果的可靠性。为了达到这一目

的，可靠性空间分析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１．２．１　空间数据的可靠性及其度量

在现实世界中，复杂的地理现象并非全都是

空间匀质分布的。地理实体多相互混杂，甚至界

限不分明，ＧＩＳ利用纯几何意义上的点、线和面对

现实世界观测的高度抽象或形象化的表述难以表

达复杂的地理现象［１］。这一方面是由于客观世界

自身的复杂性、动态性和人们认知的不完备性；另

一方面，在数据获取、存储、处理、分析和表达过程

中产生的各种系统误差或随机误差［３］导致了不同

加工级别空间数据的不确定性。可以说，这是一

种广义误差，包括可度量和不可度量误差、数值和

概念误差等。因此，数据的不确定性具有随机性、

模糊性、不完整性、不一致性和未确知性等复杂特

征。本文的关注点之一是空间数据不确定性分析

和度量，以及空间数据不确定性对空间数据可靠

性的影响与度量。

１．２．２　可靠性空间分析方法

如果空间分析方法忽略了空间数据的不确定

性、空间异质性、时间异质性和时空自相关性［８，９］

等数据的内在特性，将导致空间分析方法的不可

靠性。在研究策略上，可以依据可靠性空间分析

的基础理论以及不确定性传播机理，首先对典型

方法（如地统计分析、空间聚类、空间数据分类和

空间关联分析）的不确定性进行评估和度量，重点

分析其在鲁棒性和适应性等方面的不可靠性成

因，逐步发展可靠性时空地统计分析方法、可靠性

空间聚类方法、可靠性空间数据分类方法和可靠

性空间关联分析方法，进而提出一般性可靠性空

间分析方法体系。

１．２．３　空间分析过程的可靠性

在质量工程中，过程定义为将输入转化为输

出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一组活动（ｈｔｔｐ：／／

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ｖｉｅｗ／４６００７２．ｈｔｍ）。相应地，

空间分析过程可以定义为将观测数据转换为分析

结果（信息和知识）的一系列空间数据分析活动。

空间分析过程的可靠性影响因素包括模型和方法

的选取、模型连接和方法运用的顺序、变量和参数

的选择、不同水平分析结果的精度等。通过对空

间分析过程的不确定性进行整体调控来提高其可

靠性。

１．２．４　结果的可靠性评估

由于空间数据误差在空间分析过程中的传递

和累积［９］，使空间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变得复杂，需

要创新性的可靠性评价基础理论以及构建结果可

靠性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来分析和度量空间分析

中的结果可靠性及其辅助决策的风险评估。

从上述对可靠性空间分析研究内容的论述可

以看出，可靠性空间分析在本质上属于空间分析

的范畴。但是可靠性空间分析的研究重在解决空

间分析的数据、方法、过程和结果中不确定性的度

量、描述和控制技术，从而提高空间分析结果的可

靠性。这与传统空间分析主要注重空间对象的隐

含空间信息发掘和提取技术是有区别的。换句话

说，可靠性空间分析的研究更加侧重于解决空间

分析中的不确定性问题，探索可以获取高可靠性

空间信息的理论、技术和方法。

１．３　基本特征

可靠性空间分析研究是指在不确定性传播机

理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过程和结果的可靠性进

行评价与控制，在完整性、一致性、正确性、鲁棒性

和适用性等可靠性准则下，提出可靠性空间分析

方法。

可靠性空间分析的内涵包括空间数据不确定

性的度量、空间分析过程不确定性的度量和传播

机理、空间数据及其分析方法的不确定性对可靠

性的影响，及在此基础上提出可靠性空间分析方

法和过程质量控制机制。

基于可靠性空间分析的内涵，空间数据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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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指标主要包括正确性、准确性、完整性和一致

性。空间分析预处理可靠性指标主要包括准确

性、完整性、一致性、鲁棒性和适用性。空间分析

和过程可靠性指标主要包括正确性、完整性和适

用性。空间分析结果可靠性指标主要包括正确

性、完整性和一致性。其中，准确性即空间数据对

客观现实描述的精度，包括时间精度和空间精度；

正确性指空间分析方法及结果在时间维和空间维

的真实性；完整性包括数据的完整性、方法的完整

性、模型因素的完整性等；一致性主要指空间数据

预处理后的结果与原数据的一致性；鲁棒性即数

据及分析方法对抗外部干扰的能力，关联着数据

和方法对（时间维和空间维）异常值和粗差的敏感

性；适用性即空间分析所选取的数据和方法对具

体应用领域问题表达和问题求解在时间维和空间

维的适应性。表１列出了可靠性空间分析的基本

特征。

表１　可靠性空间分析的基本特征

Ｔａｂ．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准确性／

正确性
完整性 一致性 鲁棒性 适用性

空间数据 √ √ √

数据处理 √ √ √ √ √

分析与挖掘

方法／过程
√ √ √

分析与挖掘

结果
√ √ √

１．４　关键问题

空间分析的目的是利用地理对象之间的固有

关系挖掘隐藏于显式空间信息背后的潜在空间信

息。它作为地理信息系统的核心与灵魂，其可靠

性的重要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可靠性空间分析旨

在通过减少不确定性来提高空间分析过程及结果

的可靠性，为此需要在传统空间分析的基础上解

决以下关键问题。

１）空间分析中不确定性及其传播建模。准

确地对空间分析中的数据、方法、过程和结果的不

确定性及其在数据、方法、过程和结果中的传播、

相互作用机理和规律进行建模，是有效降低空间

分析中的不确定性、提高可靠性的基础和关键。

２）空间分析中不确定性控制或消除技术经

过长期的研究与应用已形成了包括空间网络分

析、空间统计、空间量算、空间分类等在内的一系

列理论与方法［１０］，如何在这些理论方法中融合不

确定性及其机理模型，以达到控制不确定性的目

标，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关键问题。

２　可靠性空间分析的基础理论问题

２．１　不确定性基础理论

随机性和模糊性是空间数据、空间分析内在

不确定性的两个重要表现［１０］，可以使用不确定数

学（随机数学和模糊数学）来发展可靠性空间分析

的数学基础。特别地，基于概率统计对空间数据

及空间分析过程的随机性研究，重点研究随机几

何和随机场的空间统计理论；基于模糊数学对空

间数据的模糊性进行研究，重点考虑不确定类别

边界表达的模糊拓扑理论；基于云模型的空间数

据及分析的综合不确定性分析（模糊性与随机性

的多水平关联分析）。

以空间分析的随机性和模糊性两种不确定性

为主线，通过对其数学基础的研究，提出不确定性

传播机理与可靠性基础理论的基本思想。对于不

确定性传播机理，首先将空间分析过程分为空间

数据的预处理、空间分析、结果表达及应用等阶

段。其次，研究不确定性的阶段性度量和过程传

播模型。对于随机不确定性，基于空间误差传播

模型和空间误差的分布规律，发掘空间分析不确

定性传播机理。对于模糊不确定性，将通过对过

渡边界分析构建模糊不确定性的表达与传播模

型。

２．２　可靠性基础理论

可靠性数学是可靠性研究的形式化工具，主

要研究与解决各种可靠性问题的理论方法和数学

模型［１０］。传统可靠性问题求解的数学模型主要

为与寿命数据相关的概率统计模型，如根据系统

或产品的可修复与否将系统分为可修复系统和不

可修复系统。如上所述，基于概率统计理论和模

糊数学理论，可以建立空间分析的可靠性理论，内

容包括：① 数据的完整性、正确性、一致性对结果

可靠性的影响模型；② 方法的适应性、正确性对

结果可靠性的影响模型；③空间分析的可靠性传

递模型。

２．３　空间分析质量控制基础理论

空间分析的不确定性分析到空间分析的可靠

性分析是空间分析质量改善和控制的研究思路。

质量是相对于特定用户的价值［７］，此定义明确了

质量的相对性和质量不能脱离人而抽象存在的性

质。

空间分析的质量是相对于某个具体应用而言

的，指其结果的可靠性与决策的可用性，不能脱离

具体应用而存在。对于空间分析中实际发生的质

５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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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问题，也不能脱离人而抽象存在。

空间分析质量具有相对性和时空性等特性。

质量的相对性可以解释为一个用户认为某个空间

分析结果在某一应用领域中质量完全过关，而另

一个用户则可能认为质量并不完全过关，或者空

间分析的结果在某个尺度、某个时刻、某个地区其

质量完全过关，而在另一个尺度、另一个时刻、另

一个地区其质量不过关。通过对空间分析的质量

分析与控制，提高空间分析结果的可靠性。由可

靠性空间分析的定义知，其质量控制包括两个方

面：空间数据可靠性和空间分析过程可靠性。对

空间数据的质量控制可参考现有的标准，如美国

数字制图标准国家委员会（ＮＣＤＣＤＳ）制定的数字

制图数据标准。对可靠性空间分析的过程质量控

制目前还没有参考依据，这将是空间分析和空间

数据挖掘的研究趋势。Ｌｏｎｇｌｅｙ、Ｇｏｏｄｃｈｉｌｄ等
［９］

将空间信息分析模型分为整理模型、评价模型、采

样模型、探索模型和模型驱动的经济数理模型。

对可靠性空间分析的过程质量控制可以从这些模

型构建中的数据转换和融合的一致性、参数的准

确性和适应性、模型的准确性和适应性、结果表达

的无二义性和简单性等方面进行考虑。可靠性空

间分析的质量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可靠性空间分析的质量模型

Ｆｉｇ．１　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ｏｆ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可靠性空间分析的质量是一个复杂问题，不

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空间分析的质量会有不

同的理解。从用户的角度看，质量就是满足客户

需求、服务于应用决策或结果实用。从执行空间

分析的角度看，质量就是与客观现实保持一致，可

以重复执行，可帮助了解所分析客观现象的规律。

对于空间统计分析而言，质量涉及空间数据

抽样质量和模型构建质量。对于空间分析操作而

言，质量依赖空间数据质量及空间分析操作模型

的有效性。对于空间数据分析而言，空间数据的

质量、模型、过程的控制、时间一致性、逻辑一致性

则非常重要。

３　应用领域

可靠性空间分析通过从数据源、分析方法和

过程到分析挖掘结果的不确定性分析度量、传播

建模和质量控制，最终控制和降低决策风险。建

议优先开展可靠性空间分析应用的问题或领域，

包括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地震灾害及

其损失评估和矿产资源评价等。

３．１　城市规划

在城市规划领域，由于城市系统的时空复杂

性，传统的空间分析方法往往运用得过于简化，对

空间知识及其不确定性研究不足，结果缺乏定量

的可靠性分析，应用传统空间分析的结果进行辅

助决策带来较大的风险与损失。结合本文的可靠

性理论和方法，对应用于城市规划领域中的各种

方法，如城市交通拥堵和职住平衡状况分析、城镇

体系与结构分析的空间聚类分析、城市服务设施

优化与资源配置的空间关联分析、城市土地利用

分类的空间分类方法中参数的不确定性与完整

性、时空鲁棒性等进行定量分析，将获得可靠的空

间分析结果，服务于更加科学的城市规划。

３．２　环境保护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具有复杂性、潜伏

性、持续性、广泛性等特点，而且呈现出复杂结构

化和多元复合化的趋势。传统的空间分析对其时

空特征、周期规律等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分析模

型较为简单，难以更准确地模拟和分析复杂的真

实情况。基于可靠性理论与方法，构建环境领域

如大气污染、河流污染等的时空统计模型，对此类

模型的时空鲁棒性、完整性与正确性进行分析建

模，获得可靠性时空地统计分析方法，将可靠性时

空地统计建模应用于土壤重金属污染和水体污染

含量的空间分布分析，最终可得出具有可靠性保

证的分析结果。

３．３　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中的疾病时空扩散规律、资源分配

评估、疾病监控规划等问题具有时空复杂性、潜伏

性和不确定性。传统的空间分析对其时空发展态

势模拟不够，周期规律缺乏系统的研究。通过引

入可靠性空间分析方法，为公共卫生管理与辅助

决策提供可靠的知识支持。将可靠性空间聚类分

析、关联分析和时空地统计建模应用于公共卫生

中的传染病扩散趋势分析、危险因素的分层分析

和高危人群的分布规律分析，最终结合实测数据

验证得出可靠性空间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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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地震灾害及其损失评估

地震灾害的损失评估具有复杂性、模糊性和

多维性等特点。传统的空间分析对地震灾害发生

时影响的范围、灾害严重程度的空间分布及相应

物质资源调配的分布结果评估缺乏完整性、正确

性和一致性的度量，引入可靠性空间分析方法，将

为地震灾害及其损失评估提供更为可靠的数据支

持，降低决策风险。

３．５　矿产资源评价

矿产资源评价是一项结构繁杂、功能综合、因

素众多的复杂系统工程，具有复杂性、综合性、模

糊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传统的空间分析方法对

矿产资源与水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因素的考虑

不够系统，通过引入可靠性空间分析，对矿产资源

评价模型所涉及的因素、参数以及模型本身的不

确定性进行评价，可以提高评价模型的准确度。

４　结　语

可靠性空间分析的理论基础主要建立在地理

信息科学理论、概率统计、模糊集、粗糙集和证据

论等理论上。在工程和生命科学里，概率统计是

可靠性数学和可靠性统计的原始理论基础。可靠

性理论主要包括可靠性数学、可靠性统计和极值

理论等。可靠性数学是可靠性问题及其求解的数

学模型和方法；可靠性统计是研究可靠性参数、指

标的统计方法和模型，可用于空间分析过程和结

果的质量控制；模糊数学侧重于描述集合内部元

素的内涵不确定性，可用于可靠性空间分析模型

元素内部不确定性的度量；粗糙集理论侧重描述

集合核心和边界范围的不分明性，可用于可靠性

空间分析模型元素取值不确定性的度量。

可靠性空间分析可以分成可靠性的空间图形

分析、可靠性的空间数据分析和可靠性的地理模

型分析。可靠性的空间图形分析是可靠性的地理

空间位置数据（可靠的绝对位置数据和相对位置

数据）的一系列空间图形操作的分析；可靠性的空

间数据分析是可靠的空间位置数据和属性数据的

可靠的空间点模式分析、可靠的空间连续面拟合

分析、可靠的空间面数据相关分析和可靠的空间

相互作用分析；可靠性的地理模型分析就是对连

续地理过程的演变机理构建可靠的地理模型，用

于未知数据的预测与辅助应用决策。

当前，众多对地观测技术的发展使得获取实

时和高精度的多源空间数据成为可能，为可靠性

空间分析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高性能计算

（尤其是并行计算及云计算）技术使得空间分析模

型可以顾及更多的因素，为可靠性的空间分析方

法提供可行的计算环境支撑，可靠性空间分析有

望为人们了解自然提供更可靠的信息和知识。空

间分析理论与技术愈来愈成为发展地理信息科学

和应用的关键推动力，而可靠性空间分析理论与

技术将使得在地理学规律框架内建立的分析模型

可以更准确地对现实世界进行动态模拟、预测及

评估，获得更高质量的信息和知识来有效地辅助

应用决策。

致谢：感谢秦昆、张鹏林、黄长青、余洋等老师

在本文撰写过程中的大力贡献。同时，感谢项目

申请课题组成员，他们参与撰写的项目申请书是

本文研究的重要基础。

参　考　文　献

［１］　ＧｏｏｄｃｈｉｌｄＭ，ＨａｉｎｉｎｇＲ，ＳｅｔａｌＷ．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ＧＩＳ

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９９２，６：４０７４２３

［２］　王远飞，何洪林．空间数据分析方法［Ｍ］．北京：科

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　ＵｎｗｉｎＤ，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ａｎｄＳｏｎｓ，２００３

［４］　ＳｈｉＷｅｎｚｈｏ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ｉ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Ｇｒｏｕｐ／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５］　史文中，王树良．ＧＩＳ中属性不确定性的处理方法及

其发展［Ｊ］．遥感学报，２００２（５）：３９３４００

［６］　邬伦，承继成，史文中．地理信息系统数据的不确定

性问题［Ｊ］．测绘科学，２００６，３１（５）：１３１７

［７］　赵宇．可靠性数据分析［Ｍ］．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１

［８］　曹晋华，程侃．可靠性数学引论［Ｍ］．北京：高等教

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９］　ＬｏｎｇｌｅｙＰＡ，ＧｏｏｄｃｈｉｌｄＭＦ，ＭａｇｕｉｒｅＤＪ，ｅｔａｌ．地

理信息系统（上卷）———原理与技术［Ｍ］．２ｎｄｅｄ．

唐中实，黄俊峰，尹平．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０］程侃．可靠性理论中的一些数学问题［Ｊ］．运筹学学

报，１９８８，７（１）：１１８

第一作者简介：史文中，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

不确定性与可靠性理论、ＧＩＳ与遥感。

Ｅｍａｉｌ：ｓｈｉｗｚ＠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下转第９９１页）

７８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