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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针对当前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平台专业性强、公众应用有限的问题ꎬ从一般公众的需求与兴趣出发ꎬ选

取具有典型战乱特征的三国时期ꎬ对历史典籍和地图进行筛选和整理ꎬ基于 ＷｅｂＧＩＳ 技术ꎬ设计实现了三国历史
地理信息系统. 系统采用 Ｂ / Ｓ 架构ꎬ包括局势分析、战事模拟、人物追踪、遗迹查询 ４ 个主要功能模块ꎬ采用信息

检索、地图动画、序列地图、时间轴地图、三维场景模拟等展现形式ꎬ表达了人物、事件、时间、地点等多要素时空
信息. 应用结果表明:系统的界面友好ꎬ功能易于一般公众使用ꎬ在历史事件的时空动态表达和历史场景的态势
表达等方面有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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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典籍中往往蕴含着丰富的地理信息ꎬ如何利用现代技术来表达历史地理信息日益受到关注.

１９７７ 年 Ｔｈｒｉｆｔ 首 次 提 出 了 历 史 ＧＩＳ 的 概 念 [１] ꎬ １９７８ 年 Ｂａｓｏｇｌｕ 和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设 计 了 世 界 上 最 早 的 历 史
ＧＩＳ [２] . 中华文明之时空基础架构 [３]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４－６] 和中国社会科学综合地理信息系统服务
平台 [７] 等实现了以历史政区信息为主的信息浏览与整合ꎬ各类专题和区域历史 ＧＩＳ [８] 的快速发展彰显了
历史 ＧＩＳ 的 良 好 发 展 前 景 [９－１０] . 然 而ꎬ 这 些 系 统 主 要 面 向 专 业 领 域ꎬ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限 制 了 其 公 众 应
用 [１１] . 近年来ꎬ历史战争类电子游戏和各类民间制作的历史战争地图层出不穷ꎬ体现出公众对历史战争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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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兴趣与需求的高涨 [１２] ꎬ但这些产品中的地图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有待加强. 而纸质历史战争地图则受制
于纸质媒介的形式ꎬ与用户的交互性不强 [１３] . 在此背景下ꎬ亟待研究开发面向公众的、用户体验更佳的历
史 ＧＩＳ 平台.

三国时期具有时局动荡、战争频繁的典型特征ꎬ且拥有较为广泛的用户兴趣基础. 本文选取三国时

期ꎬ汲取各类历史战争地图和平台的优势ꎬ开发了面向公众的三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系统运用 ＷｅｂＧＩＳ

技术ꎬ整合历史典籍中的历史地理信息ꎬ通过地图动画、三维场景模拟等形式对三国战争场景进行了重现ꎬ
提供较为丰富直观的交互体验ꎬ为公众和研究者解读三国历史提供良好的平台支持.

１
１.１

系统设计
系统设计理念
地方军阀割据是东汉末年历史的典型特征 [１４] . 伴随地方割据ꎬ行政区划的调整及地方政权对区域控

制范围的演变过程具有很强的时空特征ꎬ其表达对于公众了解这段历史的背景具有重要作用. 战役的发
生推动了各势力的发展演变过程ꎬ需要对其进行多角度表达以满足用户需求. 人物是事件的参与者ꎬ公众
对历史人物的主要兴趣点集中于生平故事ꎬ将其与地理空间结合可帮助用户更直观地理解历史人物. 历
史遗迹与纪念场所是沟通历史与今天的桥梁ꎬ对增强历史与现实的互动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ꎬ本文立足于
三国历史特色和公众需求及体验ꎬ将多媒体和 ＧＩＳ 技术与三国历史进行深度结合ꎬ建立以时间、地点、人物
( 势力、君主、武将、谋士等) 、事件( 战争事件、人物事件) 和场景( 局势、战场环境、战斗过程)５ 要素为核心
的三国历史时空数据库ꎬ并通过二维地图、三维场景和地图动画等方式可视化地表达三国时期三分天下、
群雄逐鹿的时空过程和场景ꎬ以期实现三国历史的信息化、空间化和场景化ꎬ为公众直观地了解和探索三
国历史提供历史 ＧＩＳ 平台.

１.２

系统架构设计

系统采用 Ｂ / Ｓ 架构. 在体系结构上ꎬ包含数据层、服务层、应用层和用户层ꎬ如图 １ 所示. 服务层通过

空间数据引擎提供的开放接口ꎬ访问数据层提供的历史地理基础数据和各类专题数据ꎻ应用层调用服务以
实现相关功能ꎻ通过互联网ꎬ用户可以在浏览器端使用系统的相关功能.

图１
Ｆｉｇ １

１.３

系统架构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功能设计
基于用户需求分析ꎬ结合三国时期局势多变、战争频发的特性ꎬ设计了三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功能

模块ꎬ如图 ２ 所示.

１.３.１

局势分析模块

局势分析模块的主要功能是全国局势演变的展示与分析ꎬ包括 ３ 个子模块.
(１) 政区沿革子模块:展示全国州 －郡 －县三级行政区划地图ꎬ可查询定位古地名并显示其现今地址及

行政隶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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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势力比拼子模块:展示势力不同时期的控制

范围ꎬ可点选查询势力的郡国人口数量及不同时期麾
下主要人才.
(３) 局势变化子模块:可查询各战役前后全国势
力范围分布ꎬ可查看动态局势推演地图.

１.３.２

战事模拟模块

战事模拟模块的主要功能是对重大战争场景和

过程的重现ꎬ包括 ３ 个子模块.

图２
Ｆｉｇ ２

(１) 战争背景子模块:提供各战争发动的军事政

系统功能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治原因的文字和图片介绍.
(２) 军事部署子模块:列出各战役参战指挥人员、兵力对比ꎬ并在地图上以图表形式分析对比双方实
力ꎻ在地图上展示各方兵力驻扎动态分布ꎬ点击时间前进或后退按钮ꎬ地图将闪烁显示各方据点的变动.
(３) 战况模拟子模块:展示各战役战场的三维地理环境ꎻ提供地图显示战争中兵力调动及交战过程ꎬ
支持点选查询交战过程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详情ꎻ通过战争事件年表ꎬ可以缩放定位和高亮闪烁兵力
调动及交战的过程.

１.３.３

人物追踪模块

人物追踪模块的主要功能是对历史人物籍贯分布和生平故事的展示ꎬ包括 ２ 个子模块.

(１) 人物分布子模块:可按所属势力、官职类型、生卒时间等分类显示人物籍贯的空间分布.
(２) 生平追随子模块:展示人物生卒时间地点、官职、爵位、人物故事梗概ꎻ提供人物生平地图ꎻ通过
“ 时间轴” 可缩放定位和高亮闪烁某一时间段的人物活动ꎬ并支持点选查询.

１.３.４

遗迹查询模块

遗迹查询模块的主要功能是对历史遗迹和纪念馆的信息查询ꎬ包括 ２ 个子模块.

(１) 人物陵墓子模块:展示人物陵墓空间分布地图ꎬ支持点选查询陵墓的基本信息ꎬ提供实景图片
展示.
(２) 古战场遗址子模块:展示古战场遗址空间分布地图ꎬ支持点选查询遗址的基本信息ꎬ提供实景图
片展示.

１.４

１.４.１

数据库设计
概念数据模型设计

三国历史过程伴随着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的复杂信息ꎬ需要建立合适的数据模型以支撑数据的存

储管理与功能实现. 依照三国历史的知识脉络ꎬ
本文设计了三国历史 ＧＩＳ 的概念数据模型ꎬ包
括历史政区、势力、人物、战争事件、历史遗迹 ５
个实体ꎬ如图 ３ 所示.

历史政区实体指历史时期的州郡县行政单

元ꎻ势力实体指割据政权或不受中央政权控制
的地方军阀ꎻ人物实体指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军
事政治人物ꎻ战争事件实体指政治集团间爆发
的军事冲突ꎻ历史遗迹实体指历史事件遗址或
重要人物陵墓.
势力实体由人物实体所构成. 各个势力实
体之间发生一个或多个战争事件实体. 人物实
体参与战争ꎬ并在战争中发挥作用. 历史遗迹实
体则是对某一人物实体或战争事件实体的纪念
地. 势力实体占据一定数量的历史政区ꎬ人物实
体的活动位置为历史政区实体ꎬ战争事件的发

图３
Ｆｉｇ ３

概念数据模型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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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位置为历史政区实体.

此外ꎬ中国古代通常采用帝王年号纪年的方式ꎬ三国时期由于多个政权并存ꎬ出现了同一年份在不同
政权对应不同年号的现象ꎬ各政权也分别对其控制的区域进行了多次政区的拆分、合并、更名和治所变
动. 因而ꎬ在系统中建立多种纪年方式之间的关联ꎬ建立政区与时间之间的关联ꎬ从而将整个数据纳入统
一的时空框架 [１５] .

１.４.２

逻辑数据模型设计

系统数据库分为地理空间数据库和专题信息数据库ꎬ分别存储空间信息和非空间信息ꎬ如图 ４ 所

示. 本文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 Ｇｅｏ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建立三国历史地理空间数据库ꎬ采用 ＰｏｓｔｇｒｅＳＱＬ 建立三国历史专题信息
数据库ꎬ实现对历史地理时空数据的描述与管理 [１６] .

图４
Ｆｉｇ ４

系统数据库结构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地理空间数据库下分为 ５ 个要素集:

(１)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集(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存储东汉时期的行政区划信息及河流水系信息ꎬ包括 ２ 个点

要素( 县治、郡治) 、１ 个线要素( 河流) 和 ３ 个面要素( 郡、州、湖泊) .

(２) 势力要素集( Ｐｏｗｅｒ) :存储各个势力的割据范围ꎬ包括 ２ 个面要素. 郡从属势力以行政区为单元ꎬ

存储各个郡行政区在不同年份所属的势力ꎻ时间势力范围则以势力为单元ꎬ存储各个势力在不同年份的割
据范围及势力本身的信息.

(３) 战争要素集( Ｂａｔｔｌｅ) :存储各大战役的详细情况ꎬ包括 ２ 个点要素( 驻军点、交战点) 和 １ 个线要素

( 行军路线) .

(４) 人物要素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存储人物的生平信息及人物的分布情况ꎬ包括 ２ 个点要素( 人物事件点、

生卒地) 、１ 个线要素( 人物生平) 和 １ 个面要素( 人物籍贯分布) .

(５) 遗迹要素集( Ｒｅｍａｉｎｓ) :存储各类三国历史遗迹的信息ꎬ包括 ３ 个点要素( 人物陵墓、古战场和其

他纪念地) .

历史专题信息数据库存储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古今地名对应等信息ꎬ包括人物信息表、战争信息

表和古今地名表. 其中ꎬ人物信息表用于存储三国人物的个人信息ꎬ字段包括姓名、字号、生平概况、出生
年、死亡年、出生地、死亡地、人物图片存储路径ꎻ战争信息表用于存储三国各著名战役的概况ꎬ字段包括战
争名、战争背景介绍、对战方、指挥人员、参战人员.

２
２.１

系统实现与特色
数据获取与处理

数据获取需要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可靠性. 由于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等三国著名战争均
发生在东汉时期ꎬ历史行政边界和历史水系等空间图形数据均采用« 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二册的东汉时期
图组ꎬ经地理配准后数字化ꎬ属性数据则依据« 后汉书郡国志» ꎬ整理州郡县三级政区的名称、人口、封邑
信息及各政区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并录入空间数据库.

数据采集流程如图 ５ 所示. 对于因年份不同而导致的政区名称差异ꎬ本文以« 中国历史地图集» 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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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图组的时间( 即公元 １４０ 年) 为标准时点进行
统一. 将« 后汉书郡国志» 所载的郡县信息ꎬ修正其
名称至 公 元 １４０ 年 对 应 的 郡 县ꎬ 并 调 整 相 关 属
性. 例如ꎬ« 后汉书郡国志» 载有吴郡安县ꎬ其所在
不明ꎬ通过比照谭图、« 汉书地理志» 和« 晋书地理
志» ꎬ可以发现其他所有相关资料中吴郡有« 后汉书

图５
Ｆｉｇ ５

数据采集流程

Ｄａｔａ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

郡国志» 中并未记载的钱唐县ꎬ而无安县ꎬ且安县所载的位置与其他史籍中钱唐县所载位置一致ꎬ在数据
处理中将其认定为吴郡之钱唐县ꎬ空间位置按照谭图定位在今浙江省杭州市市区.
人物、事件等专题信息以« 三国志» 和« 资治通鉴» 为主要来源ꎬ从数字化后的历史典籍资源中提取系
统所需的时空信息 [１７] ꎬ经整理和检查后入库.

２.２

２.２.１

实现技术

Ｗｅｂ 服务技术

为了实现前端和后台数据的快速传递与显示ꎬ系统采用了 Ａｊａｘ 与 Ｎｏｄｅ.ｊｓ 等技术. 通过 Ｎｏｄｅ.ｊｓ 技术ꎬ

使得程序可以作为独立服务器运行ꎬ从而脱离 Ａｐａｃｈｅ ＨＴＴＰ Ｓｅｒｖｅｒ 或 ＩＩＳ 运行ꎬ实现后台的功能服务. 通
过 Ａｊａｘ 技术ꎬ调用后台的功能服务ꎬ使得前台在不更新页面情况下就可以获得后台的数据.

２.２.２

图层动态显示技术

系统采用了定时器函数与 ＡｒｃＧＩＳ ＡＰＩ ｆｏｒ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 中地图函数的套用和递归ꎬ实现了图层随时间动

态显示ꎬ如图 ６ 所示.

图６
Ｆｉｇ ６

战争过程展示功能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ｔｔ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ｄｉｓｐｌａｙ

具体步骤为:
(１) 定义用于表示时间点的外部变量ꎻ

(２) 定义定时器执行嵌套 ＡｒｃＧＩＳ ＡＰＩ 中实现相应地图功能的函数ꎬ根据时间点来添加历史事件图层

服务ꎻ

(３) 在地图功能函数中嵌套定时器函数ꎬ实现图层闪烁ꎻ
(４) 根据不同的功能需求ꎬ在外部改变时间点的值以定位历史时间.

２.２.３

三维符号化技术

系统综合应用了 ＡｒｃＧＩＳ ＡＰＩ ｆｏｒ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 ４.ｘ 新演进版本中的三维符号化技术ꎬ实现了战场环境的模

拟ꎬ如图 ７ 所示.

— ７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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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Ｆｉｇ ７

战场环境展示功能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ｉｓｐｌａｙ

具体步骤为:
(１) 定义一个地图对象ꎬ获取在线影像和高程数据ꎬ将历史地图图层与三维地表进行融合ꎻ
(２) 定义三维视角ꎬ设定相机的经纬度、高程和倾角以定位于战役发生地ꎻ
(３) 从 ＡｒｃＧＩＳ ｆｏｒ Ｓｅｒｖｅｒ 获取图层服务ꎻ

(４) 定义渲染器及 ３Ｄ 符号图层ꎬ设定不同属性并组合ꎬ构建城镇、旗帜等模型ꎻ
２.３

(５) 将渲染器作为图层对象的参数传入ꎬ在三维场景中添加相应模型.

２.３.１

系统特色
面向公众需求和历史特色的系统设计理念

本系统从一般公众的视角出发进行需求分析ꎬ提炼了包括历史人物故事、古地名、战争地形、势力演变

过程等用户关注点. 结合三国历史本身的知识脉络ꎬ梳理系统的设计思路ꎬ最终确定系统功能模块. 除了
功能设计ꎬ系统也力图在地图设计和系统界面设计上贴合历史特色 [１８] . 例如ꎬ在页面上采用卷轴、笔墨等
作为标签、按钮ꎬ采用隶书、魏碑等作为系统主要字体. 在地图设计方面ꎬ采用历史风格的地图符号表达相
关要素ꎬ同时对缩放按钮、旋转按钮等控件的 ＣＳＳ 样式进行调整以满足整体的历史风格.

２.３.２

历史事件的时空动态表达

系统利用现有技术将历史事件的时空过程进行动态的表达. 以战争过程的表达为例ꎬ在空间维度上ꎬ

基于统一构建的时空框架ꎬ将双方的驻军地点、交战地点、行军路线、人物活动路线等进行符号化表达ꎬ在
二维、三维地图上分别展现. 同时赋予其时间含义ꎬ用户通过交互界面上的时间按钮或时间轴ꎬ使这些过
程得以按照历史发生时间顺序出现、闪烁、变化或消失.

２.３.３

历史场景的态势表达

历史场景由人物、事件、时间、地点等多个要素共同构成. 单个历史人物的活动、单个历史事件的发生ꎬ无

疑都会有其自身的历史意义. 而若能将其这些零散琐碎的内容纳入一个有序的整体ꎬ用户可以从中一目了然
地看到历史发展的脉络与格局ꎬ把握时局的态势. 为了展现历史场景的态势ꎬ本系统在进行三维战场模拟时ꎬ
双方部队采用鲜明色彩对比ꎬ并按兵力多寡比例设置模型数量ꎬ以反映出在特殊地貌水系条件下利用地理条
件交战的战场态势. 同时将具体战争纳入到更大尺度的全国局势ꎬ反映当前各势力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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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语
本文以满足一般公众的兴趣和需求为目标ꎬ将三国历史与地理信息紧密结合ꎬ以历史典籍和历史地图

集为主要数据源ꎬ建立了涵盖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场景等要素的三国历史时空数据库ꎬ研发了基于
ＷｅｂＧＩＳ 的三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本文可为复杂时空特性的势力演变和历史战争过程的 ＧＩＳ 表达与应用提供参考ꎬ对于 ＧＩＳ 的社会化

应用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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