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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思考地理空间数据在计算机网络系统中的表示方法出发，分析了网络计算机环境对 ＧＩＳ 提出
的挑战。在较详细回顾和总结了近二十年来在地理空间信息技术方面已取得的主要成果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作
者提出了一种既能适合网格计算环境又充分考虑到地球空间的自然特征和社会属性的差异性及经济发展不平衡的
特点的空间信息表示新方法——空间信息多级网格。
文中进而介绍和阐述了空间信息多级网格的体系结构、信息表示与数据存取、与传统各种比例 ＧＩＳ 空间数
据库之间的数据转换问题。文章对这些方面应深入开展研究的关键技术进行了阐明，并对空间信息多级网格技术
在国家和省市宏观决策中的应用可能性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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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１．１． 数字地图是地理空间数据在计算机中表示的唯一方法吗？
自从发明了纸张之后，地理（地球）空间信息是以地图形式（地形图、专题图、透视／晕渲图和断
面图等）在纸介质上表示的，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所以当电子计算机问世后，要把空间数据放到电子
计算机去的时候，人们就自然地想到了“地图数字化”地道路。于是出现了用离散而且有拓扑关系的
点串来描述点线面体各种空间要素。但是我们仔细地想一想，数字地图难道就是空间数据在计算机中
表示的唯一方法吗？
不妨举几个例子来分析。当一个人拥有土地、房产时，他首先关心的是土地的面积和房屋的面
积。人们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直接而精确地量出这些面积。但要从数字地图和计算机空间数据库中得
到这些面积值，必须由描绘土地和房屋边界地点串坐标用计算方法求得。而且坐标系选择不同，这些
点串就有不同的坐标。其实，面积并不会因坐标系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显然，用离散点串的坐标系描
述地理空间要素的相对量并不是最好的方法。
另一个例子如人口普查。国家是想知道每个空间关系中人口的数量、年龄结构、文化结构、职业
结构等信息。这要用地图来表示就得从 ＧＩＳ 中去搜索每个空间关系中的住房数，从每个住房的属性库
中查找上述信息并进行累加和分类。这种操作涉及到的计算对统计一个国家、一个洲和全球也是十分
庞大的。如果当初人口调查时就直接按一个规定的网格单元来存贮这些数据，使用起来不是更方便
吗？
所以不少的知名 ＧＩＳ 学家都把地理空间数据在计算机中的表示方法列为 ＧＩＳ 理论研究命题之一
［１］［２］。
１．２． 网格计算环境对 ＧＩＳ 的挑战
网格（ｇｒｉｄ）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一个研究领域。当前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技术实现了计算机硬件的连
通，Ｗｅｂ 技术实现了网页的连通，而网格技术是要把整个因特网上的各种资源整合成一台巨大的计算机，
从而实现资源共享与协同工作［３］。用户分享网上资源，感觉如同个人使用一台超级计算机一样。网格
技术将各种信息资源（内容）连接起来，比现有网络更有效的利用信息资源。
对网格的研究工作分为三个层次：计算网格、信息网格和知识网格［４］。计算网格是网格的系统
层，它为应用层（信息网格、知识网格等）提供系统基础设施。信息网格研制一体化的智能信息处理
平台，消除信息孤岛，使得用户能方便地发布、处理和获取信息。知识网格研制一体化的智能知识处
理平台，消除知识孤岛，使得用户能方便地发布、处理和获取知识。
对比这样的网格计算环境，不难发现，现有的空间信息技术确实难以适应了，网格计算对 ＧＩＳ 的
挑战是显而易见的。
传统的空间信息系统没能很好地解决空间信息的共享和利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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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过去几十年已经花费了大量的财力收集各种地下、地面、大气的各类资源数据，采用的手
段包括地下勘探、地面人工测绘和监测、航空遥感、卫星遥感等。但目前由于零碎地分散在不同的地
方，共享困难，利用率低。虽然地理信息系统在过去的十年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很多部门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但总的所来，信息的共享程度不高，各个部门建立的与地理信息系统不能相互利用，形
成信息“孤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包括政策方面和技术方面。在政策方面，国家还没有出台适宜
的有关政策、法律和规章来有效地协调和指导整个国内空间信息发展，为全社会所充分使用，影响了
空间信息共享的进程。在技术方面，还没有建立完善的空间信息共享标准体系，包括空间数据标准和
互操作标准。
与一般的信息不一样，空间信息具有关系复杂、非结构化、数据量大、多比例尺、随时间变化等
特点。在处理空间信息的拓扑关系、存储非结构化数据方面，传统的地理信息系统都已经比较成熟。
对于海量数据处理，目前的 ＧＩＳ 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然而，在实际应用中，由于不同行业、不同
部门有不同内容的专业信息，空间数据的生产、维护都分散在不同的单位进行，很难进行全部统一集
中。因此，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各个行业、部门相对集中的分而治之，通过合理的技术途径，为其它部
门提供服务。这正是网格技术要解决的问题。
空间数据种类繁多、数据格式各异、存在多种比例尺、多种空间参考系和多种投影类型。这给需
要使用空间数据的用户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不利于空间信息的共享。然而，不同的应用需要不同比例
尺的空间信息的支持，对空间参考系和投影类型也有相应的要求。目前的 ＧＩＳ 数据大都来自地图数字
化，而不是直接的测量数据。地图以某种统一空间基准测量得到的结果，经投影变换后地物在平面上
表示，很难适应基准变化的要求。同时，由于测量技术、方法和设备仪器的限制，原来数据结果可能
在不远的未来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现在的空间数据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必须重建，而这种情况随着
技术的进步依然会存在。现有的空间数据组织和管理技术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很难适应未
来空间信息共享和利用的要求。
要解决空间信息的共享问题，必须从根本上研究适合于空间信息共享的基础理论和方法，从空间
信息的表示、数据的组织和管理、共享和服务模式上提出有别于目前空间信息系统的一套体系框架。
网格技术与空间信息技术结合，有望解决共享和服务模式方面的问题，而适应空间信息网格的数据表
示、组织方法则是需要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
以 上 的 种 种 问 题 ， 向 我 们 提 出 的 挑 战 是 必 须 不 失 时 机 地 开 展 空 间 信 息 网 格 （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ｒｉｄｓ）的研究，努力探求空间信息技术与网格技术的有机结合方法，更好地解决空间
地理信息资源共享、分析应用与服务的问题。国家“十五”八六三计划，将它列为研究主题是完全适
时而且十分必要的。
２． 地理空间信息技术目前已取得的成果与存在问题
为了深化对空间信息网格的认识和开展相应的研究，有必要对 ＧＩＳ 问世的三十年来空间信息技术
已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问题作扼要的回顾。
２．１． 地理信息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在过去的十年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 ＧＩＳ 的应用体系结构发展上表现为：以主机
（ｍａｉｎｆｒａｍ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为中心的 ＧＩＳ 系统技术应用体系结构；基于桌面 ＰＣ 机（微机）为核心的 ＧＩＳ
系统技术应用体系结构和当前刚刚兴起的支持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ｎｔｒａｎｅｔ 网络技术标准的分布式 ＧＩＳ 以及
Ｗｅｂ 和 ＭｏｂｉｌｅＧＩＳ 系统技术应用体系结构。在数据管理上表现为［５］：文件系统方式；几何数据以文件
管理方式，属性数据以关系数据库管理方式；全关系数据库方式，对象关系数据库方式。在开发方式
上表现为：从专用环境下的专用开发包，发展为开放环境下的通用组件开发。在数据管理能力上，从
小数据量管理，向海量数据管理发展。在应用领域上，从专业应用领域向公众信息发布、决策支持方
面发展。
虽然地理信息系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总的所来，空间信息的利用并不高，各个部门建立的与
地理信息系统难以相互利用，形成信息“孤岛”。传统的空间信息系统没能很好提解决空间信息的共
享和利用问题。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ＧＩＳ 是面向空间数据，特别是地图数据的，而不是直接面向空间信息的。空
间信息必须用某种算法由空间数据导出来的。所以对用户特别对大型用户的大任务，它是不友好的，
不方便的，有时也是十分费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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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多比例尺空间数据与信息的表示
地图是空间数据的一个重要数据源，ＧＩＳ 最初也是由计算机辅助地图制图系统发展而来，而比例
尺则是地图的一个基本而重要的概念。因此 ＧＩＳ 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表示各种不同比例尺的空间数据。
不同比例尺的地图，表示了地面上地物目标的不同细节程度，同一地物目标在不同比例尺的地图上的
表现形式也可能不同，如在大比例尺图上用面来表示的目标，在小比例尺上可能表现为点目标。然
而，传统的模拟地图数字化变成了数字化产品后，在数字化世界里是否还需要比例这一概念成为一个
有争议的问题。实际上，目前的数字化地图还不可能离开比例尺的概念，一方面，客观应用离不开不
同比例尺的地图；另一方面，即使制图综合问题得到完全解决后，也不可能完全从最大比例尺的地图
自动综合生成其他各种小比例尺的地图。也就说，地图综合只能在一定比例尺范围内进行。因此，多
比例尺空间数据的表示与处理是 ＧＩＳ 的一个固有问题。
多比例尺的概念在影像和 ＤＥＭ 数据中表现为不同的分辨率。用金字塔结构来组织不同的分辨率的
影像和 ＤＥＭ 数据已基本形成共识，这种表示对于数据的表现有较高的效率，可以实现不同分辨率数据
之间的无缝浏览，在与矢量数据的一体化表现方面也具有优势。从某种程度上看，多比例尺的影像或
ＤＥＭ 数据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互动。但影像数据和矢量数据之间，目前还不能自动从影像数据中提取
矢量数据，还不具备互动能力。
对于矢量数据，多比例尺的数据组织与表示方法主要有三种［６］。
第一种是建立同一数据库的多个比例尺版本，如 １：５ 万、１：２５ 万、１：５０ 万、１：１００ 万等各自建立
一套数据库版本。这一方法的主要优点是简单，通过程序的方法可以实现多比例尺的之间跨越显示问
题，可以实现不同比例尺的矢量数据之间的显示互动，但问题很多，如投入费用大，生产周期长，各
数据库之间同一地理目标之间缺乏联系，导致数据更新和维护困难，自动更新几乎不可能实现，这种
更新互动在目前的 ＧＩＳ 中无能为力。
第二种方法主要是针对第一种方法的缺点而展开的研究。开发更好的数据模型来支持空间数据的
多级表达，包括运用面向对象方法，语义数据模型等技术。如文献［７］［８］提出的 ＳＤＳ（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数据结构，采用建立所有地物坐标点的详细三角形来表达地面，并允许包括移位和
融合等操作的综合运算。这种方法着眼于用同一数据库表达同一地物的多个层次的比例尺版本，并建
立内在的联系，试图解决不同比例尺数据版本之间的更新和维护互动问题。这种数据结构理论上可以
分成任意层次，但实际上仍然是存在于有限的离散比例尺层次上。
第三种方法试图通过自动地图综合的方法来自动生成同一数据库的多个版本，虽然已经研究了很
长时期，但仍未解决。地图综合的研究主要包括算法理论研究、模型和概念框架的设计、专家系统的
应用以及制图特征的建模等几个方向［９］。迄今为止，大多数综合研究工作主要着重于与比例尺变化相
关的“制图”综合的研究，而缺乏对“模型”综合的研究。对专家系统应用于自动综合研究也偏重于
对知识的“获取途径”和“获取方法”的研究，而没有或很少考虑到从多比例尺或综合的角度对蕴含
更多知识的空间数据库本身的组织结构的研究和对数据库建立过程的研究，很少研究考虑如何使空间
数据库本身更好地支持地图综合或多比例尺表达与处理［１０］。同时，对综合算法的研究虽然经历时间
最长，研究成果最多，但一直难以很好地解决多比例尺表达的问题，对算法的研究仍然需要更多的努
力。
如果从地图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空间信息的表达、统计、分析是不一定需要，有时也不应当进行
综合取舍的。例如统计全国森林面积、耕地面积、人口数、房屋数等的空间分布时，可以对发达地区
和欠发达地区采用不同的空间关系（网格大小）来统计，并不存在从大比例尺专题图对地物（如房
屋、街道、不同土地分类等）进行逐级综合到成小比例尺专题图后再作统计的必要。
纸面上的空间是有限的。当研究范围扩大后，才出现通过由大比例尺地图向小比例尺地图的综合
问题。而面对海量空间的计算机网络时，研究范围的扩大并不要求先对空间数据和空间信息进行综
合，缩小数据量后再进行分析。
２．３． 空间数据标准的发展状况
信息共享的关键是信息的标准化问题。标准化是技术性、管理性兼长的综合手段，是在生产力发
展的一定阶段，根据经济、技术、管理等社会实践的需要，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作的统一规定的过
程，以建立社会秩序和获得最佳的经济社会效益。空间信息来自对于地理空间实体的抽象和描述，是
对其空间特征和属性特征的内涵表达。空间信息系统又通过计算机网络技术对空间信息集进行了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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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抽象和结构化组织管理，是一种可用于建立地理空间对象描述标准的载体。因此空间信息系统共享
的标准化贯穿在空间信息采集、处理、分发、传输、应用的全过程。
地理信息共享早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自 １９９４ 年以来由几十个国家的专家组成的
ＩＳＯ／ＴＣ２１１ 专业委员会，正在为全球制订 ３４ 个国际标准，促进国际信息交换与共享而努力。这些标准
由 ３ 方面组成，即：数据标准化（例如“空间数据交换标准”）、技术标准化（例如“ＧＩＳ 软件互操作标
准”）和应用标准化（例如“ＧＩＳ 应用互操作标准”）。
国外地理信息标准化工作大体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以已经发布实施的信息技术（ＩＴ）标准为基
础，对于空间信息共享而言，可以直接引用或者经过修编采用。二是研制地理空间数据标准，包括数
据定义、数据描述、数据处理等方面的标准，是空间信息共享所特需的。
就标准的级别和内容而论，国外地理信息标准分为五个层次，即国际标准、地区标准、国家标
准、地方标准、其他标准。国际地理信息标准是最高一层的标准，一般为推荐性标准，实用于全球各
国。与地理信息国际标准研制有关的国际组织主要有：国际水道测量组织（ＩＨＯ）、国际制图协会
（ＩＣＡ）、国际标准化组织下设的地理信息／地球信息业技术委员会等。与地理信息标准有关的最主要
的机构是地理信息／地球信息业技术委员会，编号为 ＩＳＯ／ＴＣ２１１。
标准体系是一定范围内的标准，按其内在联系形成的科学有机整体。ＩＩＳＯ 作为最大的国际标准化
组织之一，其下设的技术委员会 ＩＳＯ／ＴＣ２１１ 的工作范围为数字地理信息领域标准化。其主要任务是针
对直接或间接与地球上位置相关的目标或现象信息制订一套标准，以便确定地理信息数据管理（包括
定义和描述）、采集、处理、分析、查询、表示、以及在不同用户、不同系统、不同地方之间转换的
方法、工艺和服务。该技术委员会目前正开展 ３４ 个标准项目的研制工作，其内容主要涉及地理信息框
架和参考模型、地理空间数据模型和算子、地理空间数据管理、地理空间数据服务和专用标准等，标
准项目包括关系模型、地理信息术语、一致性与测试、空间模式、时间模式、数据分类方法、数据质
量、空间参照系统、元数据、数据编码、影像和栅格数据、实用标准等。
目前我国在空间信息共享方面的标准制订相对滞后，当前已经出台的主要标集中在专业的代码标
准，支持空间数据网络共享的标准仅有空间数据格式转换标准，为此这一方面的标准化工作任重道
远。为了实现网络环境下空间数据共享及现有工作基础，还需要研究和完善空间数据元数据标准，制
定地理空间信息编码规则，修改完善地球空间数据转换格式标准，修改完善基础地理信息符号标准，制
定地理空间信息互操作标准等等。
２．４． 大地坐标系的发展及对空间信息系统的影响
大地坐标系一直是大地测量中最基本的问题［１１］。空间数据是各种测量手段的到的结果，空间信
息与大地坐标密不可分。我国大地坐标系的建立经历了从参心坐标系到地心坐标系的发展过程。我国
目前主要使用的坐标系有：全国统一的法定国家大地坐标系，高精度地心坐标参考框架，地方坐标
系。
全国统一的法定国家大地坐标系。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我国以 ５４ 坐标系为基础完
成了大量的测量工作，并依据这个坐标系，采用分区平差法建立了我国天文大地网，测量了各种比例
尺地形图。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５４ 坐标系存在明显不足。为此国家测绘局和总参测绘局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共同建立了我国 ８０ 坐标系和新 ５４ 坐标系。使得精度大大提高；在全国范围内，参考椭球面和
大地水准面符合很好。５４ 坐标系与 ８０ 坐标系均属参心坐标系。其特点是短距离精度高，密度大，使
用时间长。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参心坐标系未与地心发生联系，加之缺乏高精度的外部控制，长距
离精度较低，在空间技术推广应用的今天，难以满足用户的需求。同时更不能满足中国数字地球框架
的需要。目前的数字化的空间数据的一个主要来源是纸质地图数字化得来的，属于 ５４ 坐标系与 ８０ 坐
标系，或者是城市地方坐标系。
高精度地心坐标参考框架。从 ７０ 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在空间大地测量方面以取得了一批重要
的成果，建立了多种地心坐标系。地心坐标系的特点是精度高，直接与世界坐标系发生联系，并将随
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服务目标需求而不断发生变化。但密度还远远满足不了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
５４ 坐标系和 ８０ 坐标系以及部分城市的地方坐标系是 ２ 维坐标系统，地心坐标系是三维系统。目
前 ＧＰＳ 测量的数据属于 ＷＧＳ８４ 地心坐标系。实用中这几种坐标系并存，即 ５４ 坐标系、８０ 坐标系和地
心坐标系。造成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年代所使用的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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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系统不一致，从而给国民经济的各个应用部门、基础建设、军事应用带来极大的不便。ＧＩＳ 空间数
据以上述坐标系统的数据为基础，在数据共享和应用服务带来的不便是很自然的。
大地坐标系，即全球时空基准与框架，总是随着技术进步而不断精化，它的变化对传统空间数据
表达的数字地图带来的麻烦是至今无法解决的问题。特别要指出的，由于 ＧＰＳ 技术和整个卫星大地测
量、卫星重力测量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时空基准与框架不断精化，其周期越来越短，必将走向实
时动态化。因此，以存贮某一坐标系下的坐标串为主要方式的空间信息系统是适应不了这种变化的，
需要从地理空间数据在计算机中的表示方法来寻求非地图表示的新方法。
２．５． 空间索引
空间数据是包括不同时空和不同尺度数据源的集成。早期的 ＧＩＳ 软件，大多采用文件系统存储空
间信息，属性则存储在关系数据库中。空间信息一般采用网格索引。由于 ＧＩＳ 应用的逐步推广和关系
数据库技术的发展，基于关系数据库或者对象关系数据库的空间数据管理正在逐步成为 ＧＩＳ 发展的潮
流。因此，研究基于关系数据库技术下的空间数据组织成为当前 ＧＩＳ 研究的趋势。目前许多关系数据
库平台厂商推出了一系列支持空间数据的数据库管理平台，如 Ｏｒａｃｌ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ｉｘ，
ＤＢ２，Ｓｙｂａｓ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ｘｔｅｎｄｅｒ 等。
目前，大多数空间数据库平台厂商都提供了自有的空间索引技术，如 Ｏｒａｃｌ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就采用了
四叉树和 Ｒ 树作为其空间索引。但是，不同的空间数据库平台之间的空间索引却不能通用，Ｏｒａｃｌｅ 空
间数据库的索引机制就不能应用于 Ｉｎｆｏｒｍｉｘ 数据库中。这就给数据库应用者和数据库开发人员造成了
很大不便，他们不得不面对各种不同的开发环境和开发模式，与数据库技术发展的通用化，模块化，
接口标准化背道而驰。因此，建立在通用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空间数据索引机制的研究就越来越有
其价值。
国内外常见的空间索引一般是自顶向下、逐级划分空间的空间索引，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网格空
间索引、四叉树索引、ＢＳＰ 树、ＫＤＢ 树、Ｒ 树、Ｒ＋树，分别简述如下：
网格空间索引：思路简单明了，容易理解和实现。其基本思想是将研究区域用横竖线条划分大致
相等和不等的网格，记录每一个网格所包含的空间实体。当用户进行空间查询时，首先计算出用户查
询对象所在的网格，然后再在该网格中快速查询所选空间实体，这样一来就大大地加速了空间对象的
查询速度。
四叉树索引：它是在规则格网的基础上，按空间目标在格网上的分布密度不同进行一分为四的逐
级划分。目标密集的区域，四叉树的格网小，目标稀疏的区域，格网大。查找空间目标时，首先查找
四叉树格网包含的空间目标，加快查询速度。
ＢＳＰ 树空间索引：是一种二叉树，能很好的与空间数据库中空间对象的分布情况相适应，但深度
较大，对各种操作均有影响。
ＫＤＢ 树空间索引：是 Ｂ 树向多维空间的一种发展。它对于多维空间中的点进行索引具有较好的动
态特性，删除和增加空间点对象也方便，其缺点是不直接支持占据一定时间范围的空间对象，如二维
空间中的线和面。
Ｒ 树和 Ｒ＋树索引：Ｒ 树是一个与 Ｂ 树类似的动态平衡树，根据地物的最小外包矩形建立，可以直
接对空间中占据一定范围的空间对象进行索引。由于 Ｒ 树结点对应的空间区域可以重叠，因此，Ｒ 树
可以较容易地进行插入和删除操作；但正因为区域之间有重叠，空间索引可能要对多条路径进行搜索
后才能得到最后地结果，因此，其空间搜索的效率较低。
在 Ｒ＋树中，结点对应的空间区域没有重叠，使得空间索引搜索的速度大大提高，但由于在插入和
删除空间对象时要保证结点对应的空间区域不重叠，而使插入和删除操作的效率降低。
目前国内外现在一些大型的 ＧＩＳ 软件和空间数据库系统有许多采用 Ｒ 树和 Ｒ＋树建立空间索引，如
Ｏｒａｃｌｅ 数据库等。
２．６． 空间仓库技术
数据库系统作为数据管理手段，从它的诞生开始，就主要用于事务处理。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
试图让计算机担任更多的工作，而数据库技术也一直力图使自己能胜任从事务处理、批处理到分析处
理的各种类型的信息处理任务。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在目前的计算机处理能力上，根本无法实现这
种功能，而且，事务处理和分析处理具有极不相同的性质，直接使用事务处理环境来支持决策是行不
通的。要提高分析和决策的效率和有效性，分析型处理及其数据必须与操作型处理及其数据相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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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把分析型数据从事务处理环境中提取出来，按照决策支持系统（ＤＳＳ）处理的需要进行重新组织，
建立单独的分析处理环境，数据仓库正是为了构建这种新的分析处理环境而出现的一种数据存储和组
织技术。
各类 ＧＩＳ 应用、决策需要从大量的信息上进行处理和分析，空间信息在这种分析处理中起作极其
重要的重用。由于各种类型的空间信息的来源不同、格式不同、类型不同、时间不同，进行决策分析
是非常复杂和费时的。ＧＩＳ 在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多维信息的空间分析能力不足以及空间分析的结
果不实用越来越明显。在实际应用中，使用者不仅要从 ＧＩＳ 中得到详细的多维信息，也要得到概括的
多维信息，这些信息往往对提高空间辅助决策分析的能力非常有用。为此有必要引入数据仓库技术。
数据仓库在空间数据库上表现为空间数据仓库。
９０ 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积极开展空间信息处理、空间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技术的基
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９０ 年代中期以后进一步强调了空间数据仓库、空间数据联机分析和空间数据
挖掘的研究，并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我国在空间数据仓库、空间数据联机分析和空间数据挖掘
的研究方面还比较落后。发展空间信息共享，建立空间数据基础设施，空间数据仓库、空间数据联机
分析和空间数据挖掘是一项基础研究工作。
然而，目前的空间数据仓库的研究主要依托于现有的 ＧＩＳ 提供的结构。目前的 ＧＩＳ 已不足于描述
地理要素的多维信息结构［１２］，从而不能方便地进行多维信息地空间分析和多维信息地概括分析。这
已严重地制约了 ＧＩＳ 地发展。因此空间数据仓库技术的发展，需要有新的地理要素的多维描述结构的
支持。
综上所述，从目前地理信息系统与相关技术的发展及相互集成中存在的问题，和从数字地球到数
字城市及其它应用所提出的要求两大方面来看，需要人们突破几千年来传统的以地图方式表示地理空
间数据和信息的框框，去探求地理空间数据与信息在网络计算机系统中的新的表示方法，去创造与全
球开展的网络计算相适应的空间数据表示的新方法，这就是本文探索性研究的出发点。
３． 网格技术——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第三次浪潮
如上文所述，网格是高性能计算机、数据源、因特网三种技术的有机组合和发展，它把分布在各
地的计算机连接起来，用户分享网上资源，感觉如同个人使用一台超级计算机一样。从数量上来说，
网格的带宽更高，计算速度和数据处理速度大幅提高，结构体系比现有网络更有效的利用信息资源。
网格的根本特征是资源共享，消除资源孤岛。
目前网格技术研究工作主要在网格计算、信息网格等方面。
网格计算（Ｇｒｉ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通过网络连接地理上分布的各类计算机（包括机群）、数据库、各
类设备和存储设备等，形成对用户相对透明的虚拟的高性能计算环境，它的应用包括分布式计算、高
吞吐量计算、协同工程和数据查询等诸多功能。网格计算被定义为一个广域范围的＂无缝集成和协同计
算环境＂。
信息网格是要利用现有的网络基础设施、协议规范、Ｗｅｂ 和数据库技术，为用户提供一体化的智
能信息平台，其目标是创建一种架构在 ＯＳ 和 Ｗｅｂ 之上的基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新一代信息平台和软件基础
设施。在这个平台上，信息的处理是分布式、协作和智能化的，用户可以通过单一入口访问所有信
息。信息网格追求的最终目标是能够做到服务点播（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ｎ Ｄｅｍａｎｄ）和一步到位的服务 （Ｏｎｅ
Ｃｌｉｃｋ Ｉｓ Ｅｎｏｕｇｈ）。 信息网格的体系结构、信息表示和元信息、信息连通和一致性、安全技术等是
目前信息网格研究的重点。
网格作为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第三次浪潮，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计算机方面的世
界级大公司竞相推出了网格技术基础平台和相关的协议标准。
目前，网格研究主要以美国和欧洲为首，尽管网格技术还远不如互联网和 Ｗｅｂ 技术那么成熟，但
却已有政府、部分公司和研究所进入了使用或试验阶段。其中英国政府已投资 １ 亿英镑，用以研发
“英国国家网格”（ＮＫ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ｉｄ）。美国政府用于网格技术的基础研究经费则高达 ５ 亿美元。
美国军方正规划实施一巨型网格计划，名为“全球信息网格”（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ｒｉｄ），预计
在 ２０２０ 年完成。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美国海军陆战队另推动一项耗资 １６０ 亿美元、历时 ８ 年的项
目，包括系统研发、制造、维护及升级。美国能源部的山地亚国家实验室也宣布，其“先进战略运算
创新计划网格”将用于核武器研究，此外，美国国防部与欧洲能源机构等都已先后开始采用网格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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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论及网格的应用范围，放眼国内诸多领域，如能源、交通、气象、水利、农林、教育、环保等都
对高性能运算网格及信息网格的需求有迫切的要求。
产业界已经在大力推动这最后一种工作，包括惠普公司的 ｅＳｐｅａｋ 和 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ＢＭ 公司的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微软公司的．Ｎｅｔ、以及太阳微系统公司的 Ｏｐｅｎ Ｎｅ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ｕｎ ＯＮＥ）。这些公司
已经在使用 ＸＭＬ、ＳＯＡＰ、ＵＤＤＩ 等标准接口方面达成共识。
在国内，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对网格技术的研究已较为深入，其研究的项目称为织女星网
格，研究工作分为三个层次，即计算网格、信息网格、知识网格。
在 网 格 的 体 系 标 准 方 面 ， 国 际 上 有 一 个 非 常 大 的 组 织 ＯＧＳＡ （ Ｏｐｅｎ Ｇｒｉ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制定网格服务体系标准。ＯＧＳＡ 已经成为了国际上公认的标准，ＩＢＭ 在倡导推广。另
外还有一个全球网格论坛 ＧＧＦ（Ｇｌｏｂａｌ Ｇｒｉｄ Ｆｏｒｕｍ），是一个独立从事研究、开发、发布和支持有关网
格活动的组织。网格论坛里已经有很多单位都围绕 ＯＧＳＡ 来做研究和应用。
网格技术与空间信息处理结合（称空间信息网格）的研究目前还刚刚开始。空间信息网格目前主
要涉及三个技术：网格计算、基于 Ｗｅｂ 服务的信息共享技术和空间信息互操作技术。前两项属于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标准问题。后一问题，两个国际化标准组织 ＯＧＣ 和 ＩＳＯ／ＴＣ２１１ 已经作了大量的研
究工作，发布了一系列技术标准，如基于 Ｗｅｂ 的地图服务规范（ＷＭＳ）和基于 Ｗｅｂ 的要素服务规范
（ＷＦＳ）等，从技术上解决了异构数据库的互操作问题。但是如果数据存在坐标系不一致、基准不一
致、数据的比例尺不一致等问题，从不同的数据源获得的数据产生矛盾，即使能相互叠在一起，也会
产生应用上的矛盾。因此，空间信息网格需要适合于网格技术的空间信息表示、空间数据组织等方面
的技术支持。
在地球空间全球网格划分研究方面，全球地理信息多尺度表示和数据组织一直许多人关注的问
题。多年来地学领域的有关专家、学者为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探索。
１９９２ 年 Ｇｏｏｄｃｈｉｌｄ 和 Ｙａｎｇ 就提出了全球地理信息系统一种层次数据结构［２］。其思想在后来
Ｄｕｔｔｏｎ 的全球层次坐标网格体系被采用和发展。
１９９８ 年，Ｓａｈｒ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 讨论了离散全球网格系统（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ｒｉ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ＧＧＳ）
［１３］，阐述了以经纬度来划分地球网格的方法，以及以 ４ 面体、立方体、八面体、１２ 面体和 ２０ 面体
等 ５ 种理想的立体型状为初始状态嵌入地球体来划分全球网格的方法。
２０００ 年 ， Ｄｕｔｔｏｎ 在 Ｇｏｏｄｃｈｉｌｄ 思 想 的 基 础 上 提 出 全 球 层 次 坐 标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方 法 ［１４］， 通 过 对 地 球 进 行 八 面 体 的 四 分 三 角 形 网 格 （ Ｏｃｔａｈｅｄｒａｌ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ｔｒｉａｎｌｇｕｌａｒ ｍｅｓｈ： Ｏ－ＱＴＭ）逐级划分，形成全球多级网格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ｍｅｓｈ）， ＱＴＭ 使用
称为 Ｌｏｃ８ 的二进制概念来描述位置信息。Ｄｕｔｔｏｎ 讨论了 Ｌｏｃ８ 编码方法和结构，阐述了 ＱＴＭ 层次坐标
系统。按 ＱＴＭ 层次划分，划分 １０ 级得到约 １０ｋｍ 分辨率级网格，划分 ２０ 级得到约 １０ｍ 分辨率级网格，
划分 ２５ 级得到约 １ｍ 分辨率级网格，划分 ３０ 级得到约 １ｃｍ 分辨率级网格。
但是上述网格的划分，在技术层面上更多地属于用于解决 ＧＩＳ 空间定位、空间检索机制的网格划
分，对于解决当前 ＧＩＳ 所使用不同坐标系统基础数据管理，这一 ＧＩＳ 的先天不足没有根本性解决。为
此，我们提出的‘地球空间信息多级网格’立足于上述网格技术的基础上，重点考虑网格的基准问
题、网格的投影技术和网格内不同坐标系的基础数据表示、转换方法和标准体系。
地球空间信息多级网格中的“网格”概念与网格技术中“网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要立
足于对地球空间的划分、空间数据的组织以及检索等技术，而后者主要强调在广域网上整体资源的整
合与利用。然而，在广域网络环境下的空间信息资源如何有效整合才能够有利与空间信息的共享与利
用，目前的技术不能很好解决。本文作者试图将“网格”的两种概念加以结合，以地球空间信息多级
网格的空间划分、空间数据组织与表示方法作为网格节点上空间数据组织与管理的基础，便于网格计
算环境下空间信息资源的整合、共享与利用。提出的建立空间信息多级网格体系结构正是为了适应这
一要求的一种大胆的尝试。
４． 空间信息多级网格理论方法体系的初步设想
基于以上对现有空间信息技术的分析和网格计算时代的即将到来，空间信息走网格化道路是大势
所趋。但是考虑到地球空间的自然特征和社会属性的差异性以及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特点，本文提
出一种适合网格计算环境支持下的空间信息多级网格技术。下面简要介绍作者所提出的空间信息多级
网格（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Ｇｒｉｄ： ＳＩＭＧ）的体系结构、信息表示与数据存取、与传统空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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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系统之间的数据转换、空间信息多级网格处理与分析的技术以及空间信息多级网格的主要应用领
域。
４．１． 空间信息多级网格的体系结构
空间信息多级网格的核心思想是：按不同经纬网格大小将全球、全国范围划分不同粗细层次的网
格（如四层），每个层次的网格，在范围上具有上下层含盖关系。每个网格以其中心点的经纬度坐标
（网格中心点）来确定其地理位置，同时记录与此网格密切相关的基本数据项（如经纬度，全球地心
坐标，各类投影参数下的坐标）。落在每个网格内的地物对象（细部地物）记录与网格中心点的相对
位置，以高斯坐标系或其它投影坐标系为基准。根据实际地物的密集程度确定所需要的网格尺度（分
层密度），如地物稀疏的地方只需要粗网格，而地物密集的地方（如城市）则按细网格存贮空间与非
空间数据。
将不同的网格层次同全国、省、地市、县等行级别建立关联，同时结合我国国家级、省市级空间
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信息网格技术，建立我国空间信息多级网格（ＳＩＭＧ）的体系结构，具体内容包
括：
（１） 空间信息多级网格的划分。确定多级网格的层次数，各级网格的大小，不同地域网格粗细层
次程度的确定原则。
（２） 每个网格点属性项的确定。包括应具备哪些基本属性、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经济属性、文
化属性……。
（３） 行政区划与空间信息多级网格对应关系的确定。这为以行政区划目标的信息统计、宏观分析
与决策提供基础。
（４） 基于网格计算技术的空间信息多级网格结构。研究空间信息多级网格结构与网格计算技术结
合，提供空间信息服务的体系与服务模式。
这四项内容应当成为标准，数据采集、更新、维护、管理和使用部门均服从这个统一的空间信息
多级网格标准，以利于网格分布计算。
空间信息包括几何与属性数据按多级网格的存取与多比例尺地图空间数据库的区别在于所有数据
直接按由粗和细网格组成的统一网格系进行存贮、查询、分析和应用，而不需要通过地图综合为每一
级网格（每一种比例尺—）存贮一个完整的数据集。即所形成的是一个变网格的统一数据集。从而保
证了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４．２． 空间信息多级网格的信息表示、数据存储与快速查询技术
以传统 ＧＩＳ 空间数据表示、数据组织和查询技术为借鉴，研究空间信息多级网格的信息表示、数
据存储与快速查询技术。具体内容包括：
（１） ＳＩＭＧ 数据表示。ＳＩＭＧ 数据同样包括几何数据和属性数据。传统的 ＧＩＳ 几何数据存储用一个
统一的坐标单位，而 ＳＩＭＧ 空间数据存储的是相对与每个网格中心点的相对坐标，这种表示
方法可以保证由于参考系变化、测量技术进步而带来的数据变化时只改变网格中心点坐标，
细部地物的增量坐标不用改变，同时具有数据压缩的能力。ＳＩＭＧ 数据表示需要研究这种方
法带来的空间几何数据表示上变化，与属性数据表示的关系，数据输出表示上带来的差别。
同时，研究基于 ＳＩＭＧ 的矢量数据与栅格数据的一体化表示。
（２） ＳＩＭＧ 数据和网格编码方法。需要研究不同层次的网格的统一编码方法，以及网格内部空间
目标的编码。编码方法要求能够做到将不同比例尺层次的空间信息以一个一体化的数据库进
行统一存储与管理。
（３） ＳＩＭＧ 数据组织。由于 ＳＩＭＧ 方法以网格中心来表示有关的信息，这为信息的统计、分析与宏
观决策带来了很大的好处。按 ＳＩＭＧ 网格组织，与网格计算相结合，按不同层次的网格建立
分布式的空间信息服务，在进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与决策时可以转化为一般的属性分析过
程，做到不需要空间几何运算参与。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研究基于 ＳＩＭＧ 的数据组织方
法。
（４） 基于 ＳＩＭＧ 数据存储。基于 ＳＩＭＧ 结构，数据包括网格层次数据和网格内部数据，这两部分如
何存储，需要深入研究和对比分析。
（５） ＳＩＭＧ 快速查询技术。按空间信息多级网格的划分思想，空间目标存在固有的两级索引，一
是网格间索引，二是网格内部索引。可以分析目前的索引方法，比较选出或提出基于 ＳＩＭＧ
的索引方法，实现空间信息的快速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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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基于 ＳＩＭＧ 的数据更新方法研究。
只有解决了这里所列出的技术关键点，空间信息多级网格才有可能成为现有数字地图和空间数据
库的补充或替代产品得到真正的应用。
４．３． ＳＩＭＧ 与各种比例尺地理空间信息系统之间数据的自动转换
ＳＩＭＧ 是一种空间信息表示与组织的新思想和新方法，以这种结构建立的空间数据库，其数据最初
必然来自现有的空间数据库，当然，ＳＩＭＧ 的表示适合于直接测量数据的存储。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１） ＳＩＭＧ 与各种比例尺地理空间信息系统之间的自动转换算法。
（２） 转换尺度与信息损失的研究。
（３） ＳＩＭＧ 与 ４Ｄ 产品的转换工具。
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可以尽可能地借助已有的空间数据产品来自动建立空间信息多级网格，做到
对已有空间数据成果的继承。
４．４． 空间信息多级网格处理与分析技术
基于 ＳＩＭＧ 处理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网格层次，一是网格内部。网格内部的处理与分析，可以在
传统 ＧＩＳ 空间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同时结合网格计算技术，实现空间网格信息结点内的处理与分析服
务。网格层次的上的处理与分析需要空间网格信息结点上之间的协同，同时考虑 ＳＩＭＧ 的特点。主要内
容包括：
（１） 基于 ＳＩＭＧ 结点内部的处理与分析技术。
（２） 基于 ＳＩＭＧ 的 处理与分析模型与服务模型。
（３） 空间信息多级网格处理与分析基本算法的研究与实现。
（４） ＳＩＭＧ 与空间数据仓库、空间数据立方体结合，进行联机数据分析技术研究。
这里提出的空间信息多级网格处理和分析的技术关键到它能否有效地融合到网格计算的环境中，
来满足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面向全社会服务的需要。
４．５． 空间信息多级网格在国家和省市宏观决策中的应用研究
空间信息多级网格研究的主要目标是空间信息的共享与服务。以网格中心点为数据附属体，通过
网格内部空间数据处理与分析，提供以网格为单位的主题数据，这些数据构成基于多级网格信息的基
础，在 ＳＩＭＧ 软硬件环境的支持下，为国家和省市宏观决策提供空间信息服务。主要内容包括：
（１） 基于 ＳＩＭＧ 的、面向国家和省市宏观决策的主题信息组织结构研究。研究主题可以面向教
育、人口、资源环境、交通等领域。
（２） 以人口普查为例，研究空间信息多级网格在国家和省市宏观决策中的应用。
空间信息多级网格作为一种新的空间信息在计算机中的表示方法，其最主要而且最有效的应用应
当是在国家和省市自然、经济、社会发展信息的及时获取、分析和在宏观决策中的应用。由于其数据
结构与传统空间数据库的差别，在这类应用中空间信息多级网格将发挥其独特的优越性。
５． 结束语
与几千年使用地图的历史相比较，电子计算机问世才五十年的历史，把空间信息放到电子计算机
中去建立地理信息系统的历史就更短了。
地球是一个复杂的球体，在数学上用椭球体描述。地球表层是人们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空间，它由
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和生物圈四大圈层组成。自然界的变化，人类社会的活动使其在时空上不断演
化。
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已把我们推向信息时代，电子计算机、网络通信、网格计算为我们创造越来
越好的 Ｃｙｂｅｒ（赛伯）空间。
本文从这些客观现实出发，探讨了作为地理空间信息在网络计算机环境下表示的一种新方法的空
间信息多级网格，它的概念、技术关键和应用前景。希望能使大家放思路去大胆求索。文中不妥之
处，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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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０ ｅｄ． Ｓ． Ｗｅｉｓｂｅｒｇ，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ｃ．， Ｆａｒｔａｘ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ＶＡ．， １９９８．
［１４］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Ｄｕｔ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ｖｉ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ｒｉｄｓ， ３／２０００， 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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