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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测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兴起，数据缺乏不再是一个问题。可是，现有的测绘

数据处理技术一直追求数据的准确性（微观），而大数据研究则恰恰允许数据的混杂性、不确定性（宏观）。因

此，尽管传统测绘数据处理理论在微观数据处理方面积累了大量的技术优势，而大数据的规模性和复杂性使

得传统的计算模型和分析算法无法有效地支撑大数据的高效分析处理。作为开启智能时代“大门钥匙”的数

据处理理论与方法，如何适应新技术的挑战与机遇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在大数据驱动下，大规模的数据

挖掘、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新思想和新方法正在蓬勃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场景内外多源异质大数据的融合，

从而有效地从多种传感器数据中提取地表特征信息，不断提升测绘信息获取和分析能力。因此，测绘数据处

理理论也需要同步跟进，现有的数据处理方法也需要进行智能化。结合智能测绘的前沿热点、发展趋势和存

在的挑战，探索数据处理理论扩展的方向，一是希望能够推动测绘数据处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二是希望为有

兴趣研究测绘大数据领域的研究生提供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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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测绘是人工智能与测绘科学技术相融

合的新技术，它使测量数据的类型、规模发生了

深刻变化，传统的测绘数据处理方法转向了智能

数据处理方向，一些新的数据处理方法在测绘数

据处理中不断呈现，如基于深度机器学习的方

法、人工神经网络方法、智能目标识别算法等［1-4］。

在实际测绘工程中，位置服务和测绘技术需要测

量数据具有准确性，而这些新型的测量数据并不

满足这一要求，它通常具有混杂性、不确定性［5］。

对于小规模数据，虽然经典的数据处理理论有着

丰富的算法，但对于大数据时代的新型数据也无

能为力。在智能测绘中，只能近似或逼近地描述

工程实际问题，无法建立精确的数学模型，这是

因为模型参数和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总会出

现一些不可忽略、难以估计或预测的不确定性。

虽然现有的观测数据丰富，可很难满足独立性和

平稳性等经典统计假设。如何实现某些非结构

化和半结构化测绘数据的结构化，如何从大量非

规范的数据中提取符合规范的数据，如何对位置

大数据的复杂性、不确定性特征进行描述，如何

降低位置大数据的异构性并从中获取有用的信

息，是测绘大数据时代面临的挑战［5］。从数据处

理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些问题可以描述为：一是

对于带有不确定性的大数据如何保证参数估计

或自适应学习算法的有效性，以及保证大数据中

含有多少有效信息量；二是如何建立自适应学习

或识别算法与控制算法的理论；三是如何计算由

数据驱动的反馈控制机制应对不确定性的最大

能力；四是如何调控复杂系统中具有“博弈”行为

的对象等。上述 4个问题是数据处理中基本的科

学问题［6］，这需要我们研究宏观数据处理层面的

新方法、新思维。作为开启智能时代“大门钥匙”

的数据处理理论与方法，如何适应人工智能新技

术的挑战与机遇，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经典参数估计理论必须建立一个准确的数

学模型（平差模型）。测绘大数据来源于多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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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数据，且混杂许多的错误信息和粗差，其

表现为不准确、不精确、不完整以及过时和冗余

特征，这些特征对于建立准确的数学模型通常非

常困难［6-7］。大数据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主要是数

据挖掘和机器学习，其强调的是数据之间的关联

性，而对于数据的精确性和数据间的因果联系并

不注重，表现为重数据、轻模型。随着大数据与

超级计算方法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基于深度神经

元网络的机器学习算法得到了迅速发展。来自

各种反馈机制的复杂开放动态系统的学习数据

通常不会满足经典统计分析所关注的独立性和

平稳性等假设。因此，我们需要利用类似自适应

估计的思想，研究和探讨测绘大数据场景下机器

学习算法的预测或收敛情况。

1 测绘大数据的特征以及测量数据

处理面临的挑战

测量数据处理理论是关于测绘数据处理方

法的科学，它融合了数学、统计学、概率论、误差

估计理论、测量平差基础等计算理论的现代数据

科学，其核心任务就是对测绘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从中提取所需要的数据信息。李德仁［8］在《展

望大数据时代的地理空间信息学》中，将测绘大

数据的特点归纳为 5个——体量大、速度快、模态

多样、真伪难辨、价值巨大，并针对测绘大数据的

数据海量、信息缺失、知识难觅特征，分析了时空

数据挖掘理论和算法研究的重要性。从测量数

据处理理论的角度，可以对测绘大数据概括为以

下三大特征：

1）大规模、分布式、泛在性

测绘大数据也称为时空大数据，它可以是无

组织的专业测绘大数据，如多分辨率、多用途的

卫星遥感、定位信息、摄影测量、地球物理、地形

测绘等专业数据集合，也可以是空 -天 -地 -海一体

化的有组织的协同观测大数据，高精度实时测绘

体系实现从静态到动态、地基到天基、区域到全

局、室内到室外、被动到主动的快速智能测绘。

这些大数据来源于多个学科，其特点是跨尺度、

跨平台、跨参数，规模巨大、类型多样的大数据为

地表变化的研究提供了海量信息支持。然而，测

绘大数据都是从复杂的工程环境中产生的，数据

之间、系统之间、层次之间、环境之间具有较强的

耦合作用，数据质量和数据分析的结果无法得到

有效的保证［9］。由探测数据、飞行数据、仪器状态

数据组成的原始数据具有复杂多变性，准确解耦

出测绘成果是非常困难的。大数据模态多样、真

伪难辨的特性是复杂系统构建的难题，如何解释

不同平台、不同尺度、不同参数之间的随机与非

线性关联作用影响大数据的演化形态是现代测

绘数据处理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

2）多源、异构、周期性

随着测绘对象范畴的扩大，多尺度、个性化、

智能化、全天候的测绘服务型需求越来越多，复

杂对象的数据感知面临大数据多源、异构等复杂

的数据形态。不同学科和不同技术之间、不同观

测工具和不同分辨率之间以及不同对象之间的

观测将使得观测数据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这些

数据的类型、统计性质和数据结构完全不相同，

形成了异构数据，它们随时间和空间交替变化表

现出某种循环、重复或叠加，呈现周期性变化的

特点。因此，测绘大数据通常表现出多源、异构、

周期涌现等特征。传统的测绘数据处理理论已

无法有效分析和预测大数据之间的变化规律和

真实价值。大数据需要新型的不依赖于全体数

据的算法理论支持，需要降低大数据中的不确定

性影响，以提高非确定化和局部增量的机器学习

能力，需要突破小规模数据处理中独立同分布的

假设［7］。

3）高速、更新快、时效短

空 -天 -地 -海不同的观测技术以及各类观测

设备的高速发展，使得数据获取的速度、更新周

期越来越快，信息量也越来越大，时效性越来越

短。例如，当前在轨能够获取到高分辨率影像的

卫星重访周期约为 1~5 d，而无人机、移动测量

车、背包式的三维激光扫描仪等新型测绘技术则

可以实时获取到相应的地理信息数据。再如，卫

星对地观测数据也是一种高速、更新快、时效短

的大数据，它不仅具有海量大数据的特征，同时

也具有实时更新的数据流特征［10］。数据的快速

处理与决策的及时性是大数据高速性的前提，如

地图导航中路况的实时信息、共享出租车的行驶

轨迹数据等，每隔 10 s至 1 min数据中心就需要

进行更新。增强测绘数据的处理速度必须建立

在测绘大数据的快速分析之上，如为了更好地预

报地震发生的地点、时间和强度，地震观测中不

仅需要快速获取数据，更需要数据的快速分析和

处理。时空大数据处理的实时性需要利用各种

方法进行有效的挖掘，如何快速地处理海量时空

数据是当前数据处理中需要重点研究的一个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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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测绘大数据时代数据处理理论的

发展方向

当前大数据的多源、异构以及跨平台、跨尺

度、跨参数等形态特征导致了大数据处理的复杂

性，现有的测绘数据处理方法是理论驱动和模型

驱动，其优点是能够将不充足的数据与已知理论

结合起来建立相关模型，但也有局限性，如不能

处理大数据量，不能处理很多新类型数据、多媒

体数据和高分辨率的遥感数据等。当前测绘数

据量越来越大，并且还将更快地增长，而测绘技

术对数据处理的有效性、精确性、实时性要求越

来越高，传统的常规数据处理技术已无法适应测

绘新技术的发展。

2.1 多源异构大数据的感知、融合与快速识别

地表观测大数据感知的核心是从大规模、分

布式、泛在性的大数据中获取有价值的数据。如

何从细粒度的个体层面更有效地感知数据并利

用群体智能来提升大数据的感知能力，是数据处

理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

1）高质量数据的感知和获取技术

由于测绘对象范畴的扩大，数据感知将面临

多源、异构以及跨平台、跨尺度、跨参数等复杂的

数据特征，这使得数据采集容易出现缺失、冗余、

粗差等问题，因此，数据的信噪比降低，利用大数

据精准还原系统本征属性的智能学习方法变得

困难［9］。人工智能算法在数据处理和理解等方面

有较强的优势，如何对其进行改进以有效处理复

杂数据特征的大数据，缩短信息提取的时间，是

数据处理方法需要研究的新问题。例如，日均新

增超过 100 TB的出租车轨迹大数据集蕴藏着道

路交通状态、城市居民出行规律、城市结构及其

他高价值信息，可以结合神经网络、贝叶斯分类、

支持向量机和遗传算法等对交通流量、市民出行

目的、城市区域用车需求预测、电动出租车充电

站选址等信息进行提取［11］。此外，德国宇航局

Koyama等［12］首次利用星载合成孔径雷达（syn⁃
thetic aperture radar，SAR）影 像 大 数 据 集（300
TB）和降雨数据集联合深度学习算法，深入挖掘

了降雨条件对 L波段 SAR数据后向散射性能的

影响，并提出结合人工智能算法对受降雨影响的

SAR影像自适应修正定标因子。现有的小规模

数据或静态数据处理理论显然不能适应上述数

据处理方法的变化，需要研究针对多源异构大数

据的精确感知和高效获取新算法，分析算法精

度、稳定性与数据规模之间的关系，研究兼顾精

度和性能的高效获取模型。

2）大数据信息融合与质量控制

跨平台的多时序观测数据之间的信息融合

可以弥补单一模式观测数据的不充分或数据缺

失的问题。多维、多源、跨平台的异质观测数据

中既有可量化的数值型观测数据，也有其他非数

值型数据，如图像、视频数据和描述性的文字信

息等，因此异构信息的融合非常困难。大数据一

般来源于复杂环境，与地质环境关联［7］。数据与

数据之间、不同的尺度之间、不同的系统环境之

间存在错综复杂的耦合作用，新旧数据的更新交

换等问题严重影响着数据的质量和数据分析的

结果。数据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不同分辨

率、不同物理意义、不同统计性质的数据，使得多

传感器数据融合变得困难。此外，时序观测数据

中还存在着各种噪声、不确定度、数据不完整和

观测不同步等问题，因此大数据的质量问题更需

要引起重视。在大数据数据挖掘方面，随着人工

智能算法研究的不断推进，深度神经网络在大数

据分析中表现出的独特优势越来越明显，从动力

学角度对多源异构数据进行解耦与重建，利用数

理统计规律，在时间尺度上降低各时间段间的相

似性和大数据的样本数，从海量数据中智能学习

提取关键信息，可以形成测绘大数据的一般性方

法。例如，在地质灾害监测方面，通过对地震重

灾区 62个县市内的滑坡灾害与地质环境、降雨之

间的关联分析，运用改进 BP（back propagation）神

经网络、动态粒子群优化 BP神经网络、深度置信

网络等机器学习理论和方法，可建立滑坡灾害气

象预警模型［13］。在全球地形测绘方面，可利用神

经网络模型融合多源全球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产品（SRTM1、ASTERG⁃
DEMv2及激光雷达测高数据 ICESatGLAS等），

获得相比传统 DEM精度更高的融合 DEM产品，

其具有精度稳定、无空间空洞等优势［14］。现有的

数据融合和质量控制技术是建立在数据规模小、

数据结构化语义清楚的基础之上［7］。为了有效解

决大数据信息获取的全面性和一致性问题，需要

对大数据的多维、多源、跨平台以及相关性开展

大数据融合和集成的新方法以及质量控制问题

的研究。

3）基于智能算法的目标快速识别技术

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识别算法通过模仿人

脑神经网络结构对大数据进行学习、分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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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已成功应用于地下目标识别［15］和遥感地物目

标识别等领域［16］。智能视觉融合了计算机和人

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将它与深度学习方法相

结合，智能目标快速识别算法将更加有效，只需

要简单的加、乘运算，就能够快速生成目标分类

结果。目前，除了输入实数域特征（高光谱参数、

激 光 雷 达 数 据 等）进 行 模 型 训 练 及 目 标 分 类

外［17-18］，有学者已针对 SAR数据复数特性提出复

数域深度神经网络，进一步提高了极化 SAR影像

数据的目标分类精度［19-20］。然而，深度学习方法

也有许多不足，如要求较高的训练数据，数据不

充分或数据质量低时应用效果差。因此，需要在

无监督学习、弱监督学习领域探索新型的智能算

法，这样才能充分利用目标识别算法和智能算法

为智能测绘服务。

2.2 大数据内容的理解与特征提取

人工智能算法能够对特征逐层理解并进行

自动分析，完成几何观测、特征和要素解译等任

务，实现从信息感知到结论判断的高级理解过

程。在高精度几何观测和多维特征感知方面，机

器有独特的优势，如何充分利用人机各自的优

势，快速有效地研判地表形变的变化趋势，是机

器人实现自主测绘的关键科学问题。

1）基于智能算法的特征提取技术

随着卫星遥感和航空遥感测绘技术的发展，

土地资源、森林覆盖、环境变化的调查和动态监

测，城市扩张和土地利用变化的趋势研究获得了

海量的观测数据。这些海量遥感数据具有多源、

多时相、多波段、多分辨率的特征，给数据处理带

来了新挑战。基于深度学习模型对多源遥感数

据进行时空特征的提取，可以获得高效的时空决

策支持信息，能够动态感知和理解地球复杂系统

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通过引入神经网络融合

全波形 LiDAR（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和极

化干涉 SAR数据信息，可以对大范围森林区植被

高度、冠层覆盖度、植被垂直结构等空间特征进

行较为准确的预测，极大地简化了传统基于模型

反演的森林区特征提取过程［21］。此外，基于遥感

大数据的地表连续覆盖特征提取技术也逐渐成

熟，不同传感器的优势和信息互补，使得深度学

习成为目前能满足数据驱动下信息提取的最优

智能模型之一［22］。

2）基于智能算法的空间特征理解技术

基于智能算法的空间特征理解技术，一方面

可以充分挖掘与利用信息，将目标状态信息转换

为空间特征理解，并对时域空间进行预测；另一

方面又可以通过表征学习，提取潜在的地理空间

特征，对模型进行准确预测。例如，将基于迁移

学习的卷积神经网络融入侧扫声呐沉船图像识

别算法中，能够克服传统侧扫声呐图像人工判读

存在效率低、耗时长、资源消耗大及主观不确定

性强和过分依赖经验等问题［23］。从案例学习的

角度出发，段佩祥等［24］利用朴素贝叶斯机器学习

方法进行训练，得到主支流分类模型，进而对河

段主支流关系进行识别，实现对树状河系的主支

流自动识别、分类与分级。因此，空间特征学习

或表征学习是基于智能算法的空间特征理解的

关键技术。

3）基于智能算法的时域空间预测技术

根据多维属性变量估计一个目标对象或地

理变量在未知地点（时空）的数值是时域空间预

测的基本原理。利用已知位置的属性数值推测

未知点相同属性的数值称为空间插值法，它是

GIS中常见的空间分析功能，包括反距离加权、不

规则三角网络和克里金法等。可以运用机器学

习和深度学习方法探索时域空间预测和空间插

值的新方法，并将其广泛应用在测绘领域。部分

学者已在相关领域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例如刘

青豪等［25］提出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 InSAR（inter⁃
fero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地表沉降预测

方法，其克服了传统预测方法因模型参数难以获

取或相关数据缺乏而难以得到可靠预测结果的

缺陷，对大范围时序形变的短期预测较为有效。

在城市时空预测方面，基于极限学习机的城市扩

展元胞自动机模型已被用于城市空间结构扩展

模拟与预测方面，其相比于神经网络的模拟精度

更高，训练时间更短，且在小样本条件下仍能保

持较高的模拟预测精度［26］。在GNSS（global navi⁃
gation satellite system）导航定位中，对一个或多个

运动目标进行采样，可以建立运动学模型对目标

的运动状况进行预测。为此，需要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去理解目标的运动行为，学习目标运动的行

为模式，挖掘目标行为与目标行动间的关联关

系，从而对目标的运动行为进行预测。

3 结 语

为了适应大数据时代的新挑战，测绘学科需

要根据测绘数据的特点建立数据科学体系，培养

测绘领域的数据科学人才［27］。当今测绘大数据

和智能测绘正在兴起，数据处理智能化逐渐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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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学科的焦点。本文就传统的测量数据处理

算法无法有效支撑大数据高效分析处理的问题

展开讨论，结合智能测绘的前沿热点、发展趋势

和存在的挑战，探索数据处理理论扩展的方向，

一是希望能够推动测绘数据处理理论的进一步

发展，二是希望为有兴趣研究测绘大数据领域的

研究生提供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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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and Development of Data Processing Theory in the Era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Big Data

ZHU Jianjun 1 SONG Yingchun 1 HU Jun 1 ZOU Bin 1 WU Lixin 1

1 School of Geoscience and Info⁃Physic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ris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lack of data is no longer a problem. However, the exist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data processing technology has been pursuing the accuracy of data (micro), and big data research just allows
the data to be mixed and uncertain (macro). Therefore, although the tradition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data
processing theory has accumulated a large number of technical advantages in micro data processing, the
large ⁃scale and complexity of big dat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which traditional calculation
model and analysis algorithm cannot effectively support the efficient analysis and processing of big data.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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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ey to the intelligent era, data processing theory and method, how to adapt to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
tunities of new technology is worth our deep thinking. Driven by big data, new ideas and methods such as
large⁃scale data mining, machine learning and deep learning are booming, which greatly promote the fusion
of multi⁃source heterogeneous big data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cene, effectively extract surface feature infor⁃
mation from a variety of sensor data,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abilit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forma⁃
tion acquisition and analysis. We think that the theor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data also needs to be fol⁃
lowed up, and the existing data processing methods need to be intelligent. Combined with the frontier hot
spots, development trends and existing challenges of intelligent surveying and mapp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xpansion direction of data processing theory. One is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urveying
data processing theory, and the other i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graduate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en⁃
tering the field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big data.
Key words：intelligent surveying and mapping；big data；artificial intelligence；data processing theory；
challenges；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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