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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地理信息可视化是可视化发展的方 向之一. 通过对地理信息的概念和运动模型的分析, 并从可视

化的定义出发, 总结了地理信息可视化的特点, 同时提出了地理信息可视化研究的一个基本框架. 最后针对地
理信息系统中的可视化过程进行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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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图形图像专题组提交的报告中首次引用了 科学计算可视化( visualization in scient if ic computing ) 一词, 由此开始了这一新兴技术的研究, 并成为计算机图形学中的重要
领域. 科学计算可视化的研究目标是要把通过实验获得或数值计算方法得到的大量数据表现为人们的
视觉可以直接感受的计算机图形图像, 由此为人们提供一种可直观地观察数据、分析数据、
揭示出数据
间内在联系的方法, 并能在地理、
地质、环境等地学领域获得广泛的应用.
1 地理信息的概念及其运动过程模型
1. 1 概念
地理信息是关于自然、
人文现象的空间分布与组合的信息, 它表征地理环境的数量、
质量、
分布特
征、
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 1] . 同时, 由于地理信息所描述的是地理实体、地理系统特征和具有时间变化、
空间分布等的空间信息, 因此空间性、
属性和时间性是其三要素.
1. 2 地理信息运动过程模型
地理信息存在于一定物质、
能量载体, 并能从一个载体向另一载体传递, 形成信息流. 按照认知关
系, 可将地理信息载体划分为两个基本类型
地理主体和地理对象. 地理对象状态与方式是本体论意
义的地理信息, 其载体是地理对象本身. 一旦地理对象被主体感知进入意识层面, 即成为认识论的地理
信息, 其载体为人的感觉器官和人脑. 经过人脑加工和重构的地理信息可以利用、
改变和影响地理客体,
促成新的本体信息的发生与重构. 我们把地理信息的发生与发展、
获取传输、
处理以及感受、
响应与反馈
的全 过程 称为 一个 地理 信息 运动 过程 ( 图
1) [ 2] . 可以看出, 连接 2 种基本地理信息载体
之间还存在着描述地理实体的文字、
数字、
地
图和影像等符号信息载体以及纸质、
磁带、
光
盘等物理介质载体. 对于地图及在地图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 GIS, 不仅作为地理信息的载
体, 也是信息传播的媒介.
1. 3

地理信息可视化的必要性
地理信息不仅反映了地理巨系统的海量

信息, 同时又是对地理现象近似的描述, 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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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地理信息运动过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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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性、
复杂性、
不精确性、
不确定性等特点使得地理现象的信息表达普遍存在着模糊性, 往往使人类对
信息的获取不能准确地反映到人类的意识层面上. 研究表明, 在人类所获取的各种信息中通过视觉而得
到的占 60% 以上, 所以国际地图学会于 1995 年成立了一个可视化委员会, 并在 1996 年 6 月与计算机
图形学会进行了跨学科的合作, 开始了一个名为 Carto- Project 的研究项目 [ 3] , 其目的是探索计算机图
形学的技术与方法如何有效地应用于空间数据可视化, 探讨如何从地图学的观点和方法促进计算机图
形学的发展, 从而开始了地理信息可视化发展的第一步.
2 可视化的含义和过程
2. 1

可视化的基本含义
可视化或称视觉化, 它的基本含义是将科学计算中产生的大量非直观的、
抽象的或者不可见的数

据, 借助计算机图形学和图像处理等技术, 用几何图形、
色彩、
纹理、透明度、
对比度及动画技术为手段,
以图形图像信息的形式, 直观、
形象地表达出来, 并进行交互处理, 这一技术正成为科学发现和工程设计
以及决策的强有力工具[ 4] .
由于可视化刚刚发展起来, 各界分别对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定义. 首先, 在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的
专家特别会议中所提交的报告上, 将可视化定义为 可视化是一种计算方法, 它将符号转化成几何图形,
便于研究人员观察其模拟和计算
, 可视化包括了图像理解与图像综合, 这就是说, 可视化是一个工
具, 用来解译输入到计算机中的图像数据和从复杂的多维数据中生成的图像, 它主要研究人和计算机怎
[ 3]

样一致地感受、使用和传输视觉信息. 此定义主要是从计算机科学的角度拟订的 .
对于地图学来说, 其主要从认知的角度去认识可视化. 如 M acEachren( 1990 年) 等将可视化理解为
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是一种认知行为, 它是人类在发展意念表示上的能力, 这种意念表示有助于辨别
模式, 创造和发展新次序

[ 3]

.

在地理信息系统中, 可视化则是运用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技术, 将复杂的科学现象、
自然景观及十
[ 5]
分抽象的概念图形化, 以便理解现象, 发展规律和传播知识 . 主要从图形学的角度来认识可视化.
总的来说, 地理信息可视化是一门以地理信息科学、
计算机科学、
地图学、
认知科学、
信息传输学与
地理信息系统为基础, 并通过计算机技术、
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动态, 直观、形象地表现、解释、传输地
理空间信息并揭示其规律, 是关于信息表达和传输的理论、方法与技术的学科.
2. 2

可视化过程
地学工作者利用计算机技术, 从大量的原始数据中通过分析、
提取有效数据开始, 通过映射生成绘

制成图的几何原语( 包括零维的点原语, 一维的线原语, 二维的面原语, 三维的体原语和多维的图标原
语) , 随之利用交互控制对几何原语选定合成色彩、
纹理和阴影等参数并完成绘制图像的过程, 最终显示
出所绘制的图像 [ 6] . 上述过程用数据流模型来实现, 该模型客观地描述了可视化过程, 如图 2 所示.
3 地理信息可视化的特点
传统上, 纸质地图一直作为地理信息的

原始数据

过滤

映射

绘制图形

显示

传媒载体, 其本身集数据存储与数据显示于
反

一体, 限制了许多事物和现象的直观表示, 不
能很好的解释地理事物和现象形成、发展的
原因, 从而为地学的研究造成了一些不足. 随

图2

馈

可视化过程示意图

着可视化技术在地理信息系统中的应用, 形成地理信息可视化, 人们可以在数字地图、影像和其他图形
的显示中来分析它们所表示的各种类型的空间关系, 从而推断地理现象的成因和发展. 总的来说, 地理
信息可视化有如下特点.
3. 1

直观形象性
现代地理信息可视化是通过生动、
直观、形象的图形、图像、影像、
声音、
模型等方式, 把各种地理信

息展示给读者, 以便进行图形图像分析和信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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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源数据的采集和集成性
运用地理信息可视化技术, 可方便地接收与采集不同类型、
不同介质和不同格式的数据, 不论它们

被收集时的形式是图形、图像、
文字、
数字还是视频, 也不论它们的数据格式是否一致, 都能用统一的数
据库进行管理, 从而为多源数据的综合分析提供便利.
3. 3

交互探讨性

在大量数据中, 交互方式有利于视觉思维, 在探讨分析的过程中, 数据可以灵活的被检索, 信息可以
交互地被改变. 多源地学信息集成在一起, 并用统一数据库进行管理, 同时具有较强的空间分析与查询
功能, 因此地学工作者可以方便地用交互方式对多源地学信息进行对比、综合、分析, 从中获得新的规
律, 以利于规划、
决策与经营.
3. 4

时空信息的动态性
地理信息不仅仅是空间信息, 并且具有动态性, 即所谓的时空信息.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时间

维的加入, 使地理信息的动态表示和动态检索成为可能.
3. 5

信息载体的多样性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 表达地理信息的方式不再局限于表格、
图形和文件, 而拓展到图像、
声音、
动画、
视频图像、
三维仿真乃至虚拟现实等, 真实再现地理现象.
4 地理信息可视化的研究框架
4. 1

时空信息数据库模型的研究
GIS 的核心是时空信息数据库. 目前, 空间信息数据库的基本载体是关系数据库, 并辅以特殊结构

的空间信息数据文件. 在关系数据库中, 可以获得原本缺乏的对空间对象的表现力, 结合特殊结构的空
间信息数据文件则可获得优秀的数据操作能力, 两者结合可为用户提供更好的 GIS 服务[ 7] . 但在空间
信息数据库上扩充的时空数据库的管理, 尚未有很好的模型, 主要原因是时间维的加入, 使得数据的复
杂程度再一次上升, 如何兼顾时间域和空间域而获得较好的数据访问能力是时空数据的一个研究方向.
4. 2

符号系统的研究

由于地理信息是通过一系列的符号进行表达和传输的, 因此, 为了更好地揭示空间信息的本质和规
律, 便于人类认识并改造世界, 空间信息的表达和传输必须借助一些规则、
直观、形象、系统的符号或视
觉化形式, 这些符号或形式不仅易于人类辨别、记忆、分析, 并且也能被计算机所识别、存储、转换和输
出. 因此, 符号系统作为认知科学的理论基础, 是目前研究方向之一.
4. 3

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
据有关研究, 人的大脑有一半以上的神经元与视觉有关, 而人从外界所获得的信息中, 60% 以上是

通过眼睛得到的. 因此, 人类对客观环境的认知行为体现在感知、
识别、
分析、
思考等方面. 人类具有高效
的、
大容量的图形和图像信息通道, 人的知觉系统对图像信息的感知、
把握能力远胜于对简单的文字符
号处理, 只是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 这一潜能远未充分发挥, 并且, 人类所获得地理信息以怎样的方式进
入人的大脑及人脑对它们作出怎样的反映, 其机制如何, 尚待进一步研究.
4. 4

数据处理的研究

在卫星遥感、
气象气候、
地震预报等地学领域中产生了大量的不同时间、不同类型、不同介质的数
据, 及时地判读、
理解、
抽取信息日益显得重要. 因此对于借助图形图像来进行的信息表达、
存储和传递
等方面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4. 5

空间数据可视化研究
在地理信息系统中, 空间数据可视化更重要的是为人们提供一种空间认知的工具, 它在提高空间数

据的复杂过程、分析的洞察能力、
多维多时相数据和过程的显示等方面, 将有效地改善和增强空间地理
环境信息的传播能力. 目前空间可视化中, 特别是地形三维可视化、地面建筑物三维可视化及 GIS 环境
下空间数据的多尺度显示, 还有许多问题( 如思路、
算法等) 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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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技术和虚拟技术的研究
仿真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都是在可视化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是由计算机进行科学计算和多维

表达显示的. 仿真技术是虚拟现实技术的核心, 仿真技术的特点是用户对可视化的对象只有视觉和听
觉, 而没有触觉; 不存在交互作用; 用户没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操纵计算机环境的物体, 不会产生符合物
理的、力学的动作和行为, 不能形象逼真地表达地理信息. 而虚拟现实技术则是指运用计算机技术生成
一个逼真的、
具有视觉、
听觉、触觉等效果的、可交互的、
动态的世界, 人们可以对虚拟对象进行操纵和考
察. 其特点是利用计算机生成一个三维视觉、立体视觉和触觉效果的逼真世界, 用户可通过各种器官与
虚拟对象进行交互, 操纵由计算机生成的虚拟对象时, 能产生符合物理的、地学的和生物原理的行为和
动作; 具有从外到内或从内到外观察数据空间的特征, 在不同空间漫游; 借助三维传感技术( 如数据头
盔、
手套及外衣等) 用户可产生具有三维视觉、
立体听觉和触觉的身临其境的感觉.
虚拟技术的最大特点就是把过去善于处理数字化的单维信息发展为也能适合人的特征的多维信
息. 它支持的多维信息空间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强大的武器, 使人类处于一种交互作用的环境.
虚拟现实技术还可进行远距离的操作或远距离的影像显示, 因此虚拟现实又叫 遥操作 或 遥现
[ 8]

技术 . 目前虚拟现实技术在其他行业和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但在地学方面仍处于研究状态.
5 地理信息系统中的可视化过程
目前, 地理信息系统中的可视化过程主要包括图形图像的生成和空间信息的查询.
5. 1

图形图像的形成
地理信息系统中的图形图像包括用于数据显示的二维图和三维图, 以及用于对数据进行分析评价

的可视化表达的散点图、直方图和条形图表等. 其中二维图和三维图是把各种二维或三维的地理空间数
据经空间可视化模型的计算分析, 转换为二维计算机屏幕上的图形图像.
地理信息系统中可把某种地理对象的多种类型的图形、
图像在视窗环境中同时建立, 利用图形图像
之间基于地理分析方法模式建立的动态关联, 可以清楚地表达地理对象的展布模式及其不确定性, 如在
同一视图中显示地图、
图表、
图形和扫描影像等, 使它们彼此之间建立动态联系, 通过图形图像的动态连
接( 热连接) 与空间数据查询的结合, 可以实现在对某一个图形图像中的对象选择, 同时使另一图形图像
中相应对象的对应特征高亮显示[ 5] , 从而为地物或现象的进一步分析提供了条件.
5. 2

空间信息查询
空间信息的快速查询是地理信息系统可视化功能的一个重要的应用, 是按一定的要求访问地理信

息系统中所描述的空间实体及其空间信息, 挑选出满足用户要求的空间实体及其相应的属性. 查询交互
进行时, 其结果能动态地通过两个视窗( 图形窗和属性表格窗口) 进行显示 [ 5] . 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查
询方式有: 空间关系查询、
属性特征查询、
基于空间关系和属性特征查询. 用户可以根据图形查询相应的
属性信息, 也可以根据属性特点查找相对应的地理目标. 如通过查询功能可以查询距离某个居民点 5
km 内的所有商店和超市, 也可以查询某个商店或超市距居民点的距离.
目前进行空间信息查询一般用空间查询语言( spat ial query lang uage, 简称 SQL ) . SQL 是一种关系
数据库管理系统所支持的标准结构化语言, 其基本结构是: SEL ECT- FORM- WHERE 组成的查询块. 在
SQL 语言中, 指定要做什么, 不需要告诉 SQL 如何访问数据库, 只要告诉 SQL 需要数据库做什么. 利用
SQL , 可以确切指定想要检索的记录以及按什么顺序检索, 用户通过 SQL 语言提出一个查询, 数据库返
回与该查询相匹配的记录.
6 总 结
可视化技术的研究和利用, 给地球科学研究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 尤其是对地理信息可视化的研究
和利用, 把计算机技术、
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结合起来, 运用认知科学等, 将那些通常难以设想和接近
的环境和事物, 以动态直观的方式表现出来, 揭示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 为地学研究与决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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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YUE Li yan,

HU Wen- liang

( College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S ciences, Hebei N ormal U niversity, Hebei Shijiazhuang

050016, China)

Abstract: T he research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 ion visualizat ion is one direct ion of visual development.
T his article concludes the charact er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 ion visualization by w ay of the analysis to concept and t he motion mode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 ion, and from t he def inition of visualization , at t he same
time prov iding a basic frame about research of g eographical informat ion visualizat ion. Finally , it describes
the course of visualizat ion in t he geographical informat ion systems.
Key words: geog raphical information; t he scient ific comput ation visualizat ion; geographical informat ion
v isualizat ion; informat ion c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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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iew of the Material Elements and Functional
Elements of Tour E-commerce Development in China
ZHANG Jing
( College of R esource and Environm ent Sciences, Hebei N ormal U niversity, Hebei Shijiaz huang 050016, China)

Abstract: Wit h t he coming of t he internet, e- commerce w hich is a new trade model has been developing
quickly, and t our e- com merce which is t he product ion of combinat ion of t ourist industry and IT indust ry has
been built over many fields. T he development of t our e- commerce w ill be very important to the object of
making China be t he tour pow erful nat ion. So, the author int ended to review the specificity of t he developing
st ag e, t he t ypes of web site, and the service f unction of tour e- commerce in China. F inally, some suggest ions
w eve posed f or t he furt her development in this art icle.
Key words: t our e- comm erce; t our w eb sit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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