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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GIS 算法基础”课程是高校 GIS 专业主干课该课程具有理论性强、 内容碎片化、前

沿性和知识面广的特点，对数学和计算机的能力要求高，学生学习和教师授课都有较大难度。 文章总

结了南京师范大学 GIS 专业开展该课程的教学经验提出注重基础、兼顾前沿、旨在启迪的原则和问

题求解导向、整体把握、翻转课堂、 同伴教学等针对性措施此外 还应通过大量实验课程来巩固教

学效果和驱动学生主动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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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eaching of the Basics of GIS Algorithms 

NAN Zhuo-tong, ZHANG Hong , PAN Xue-ying , GAO Hong-xia, ZHAO Shu-ping 

( Key Laboratory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on Virtual Geographic Environment ,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 210023, China) 

Abstract: Basics of GIS Algorithms is one of m勾or courses i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 charac

terized with strong theoretical basis, wide coverage , state of the art knowledge but isolated topics, and the 

high requirements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basics, which make it difficult for students to learn and teach

ers to teach.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teaching it learned from past teaching prac

tices i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We focused on teaching of the fundamentals as well as considering the cut

ting edge topics to fulfil an ultimate goal of inspiring wisdom. Effective measures in both classroom teaching and 

practical training have been developed to overcome the teaching obstacles, such as problem solving guidance , 

overall grasp , flipped classroom, peer tutoring and etc. A large number of practical trainings are integrated in 

order to reinforce classroom teaching and demonstrate masteηof algorithms by self-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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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昌

地理信息系统（ GIS）是采集、存储、管

理、分析和表达空间数据的信息系统，被称为地

学的“第三代语言” ［ I ］。 根据近年来各院校公开

发布的 GIS 本科、硕博招生计划，我国已有 170

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开设 GIS 专业［叫 。 高校

GIS 教学承担着最重要的 GIS 人才培养的任务。

目前，“ GIS 算法基础”课程在很多高校作

为 GIS 专业主干课面向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开

设。 此课程目的在于教授、巩固和加深学生对

GIS 主要算法的理解和掌握，提升 GIS 开发能

力，加强对整个 GIS 知识体系的融会贯通，培养

学生研发 GIS 算法的能力。

GIS 算法涉及数学、计算机、地学等多个学

科的内容，课程具有理论性强、内容碎片化、前

沿性和知识面广的特点 对学生来讲此课程具有

相当大的难度，因此，在课程教学上往往需要采

用课堂讲授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4 5 ］。 南京师范

大学地理学是教育部“一流”学科，其 GIS 专

业在国内较早开设“ GIS 算法基础”课程，在

2006 年出版了教材 《地理信息系统算法基

础》 ［ 6 ］ ，该教材也被国内许多高校指定为专业教

材。 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 GIS 算法基础”的

内容稳中求变，除基础内容的讲解外还引进了地

理信息领域较为实用和前沿的算法，强调课程的

智慧启迪作用，在教学手段上也更为灵活多样，

引进更多的信息技术手段，开始重视过程性考

核。 本文总结了南京师范大学“ GIS 算法基础”

课程内容、难点和针对性教学措施，希望对同类

院校在开展该课程时提供借鉴。

二、课程内窑与基本情况

“ GIS 算法基础”课程是地理信息科学专业

的主干课程，’ 授课分两部分：教师课堂讲授和助

教上机实践。 课程每周 4 个学时，包括 2 学时课

堂讲授和 2 学时上机实践，共计 72 个学时，实

际授课 18 周，包括一次专家讲座（一般是邀请

GIS 算法领域专家讲解代表性算法的研发思路、

实现方法和应用，以亲身经历启迪学生）以及

一次课程总结。 考虑到该课程需要学生掌握一定

的 GIS 基础知识，因此授课对象是 GIS 专业的高

年级本科生及研究生。 课程内容如表 1 所列，

按内容从基础到前沿、难度从小到大编排，涉及

空间数据编码、存储、索引、数据模型等基础内

容；投影算法、平面变换、空间量算、拓扑生成

等 GIS 特色内容；地统计、内插、地形分析、网

络分析等实用算法；以及空间聚类、空间优化等

前沿且实用的算法。 课程包括 16 个课程实验，

旨在通过大量实践强化学生对算法的掌握。

表 l 课程与实验设置

周
内容安排 要点 课程实验

次

绪论 算法与算法复杂度 跳马、最佳工作序列

2 
空间数据编

矢量和栅格数据模型
以实例练习矢量和栅

码 格数据编码并显示

3 数据压缩
道格拉斯一普克 基于 DP 算法的中国

(DP）算法 地图数据的抽稀处理

4 
空间索引基 B 树与 R 树的生成、 给定一组数据，生成
础 分裂策略、删除 和维护 B 树和 R树

空间索引：
莫顿编码、希伯特曲 线性四叉树的囚进制

5 空间填充曲
线

线、线性四叉树 M码计算

基本概念、兰勃特投
中国地图的兰勃特投

6 地图投影 I 影的数学原理和正反
影正反算转换程序

算方程

7 地图投影 II
墨卡托投影的数学原 中国地图数据的墨卡

理和正反算方程 托投影转换程序

平面坐标变 常用变换方法、仿射
理解并描述六种主要

8 
换 变换矩阵

转换方法；举例地图
的平面变换编程实现

空间度量算
计算江苏省 13 个地市

9 
法

点、线、面的量算 的面积，并与 ArcGIS

量算面积对比

多边形拓扑 多边形生成的左转算
幽出给定多边形图的

10 
生成 法、岛的处理

左转算法流程；编程
实现自动计算

泰森多边形
泰森多边形的平面扫 应用普通克里金插值

ll 
与克里金

描算法；空间变异函 原理，编程实现给定

数 格网数据的插值

常用插值方法，考虑 结合黑河上游流域数

12 
地统计与降 高程的插值方法（协 据，插值形成 lkm 分
水插值 克里金、 Micromet 降 辨率的 lOa 逐日降水

水方法） 数据

. 115 • 



~等理种教育 HIGHER EDUCAηON OF SCIENCES 

13 地形分析算
坡度、坡向、流向分

实现坡度、坡向、 08
析 （ 08 、 D - Infinity 、

算法，计算样例数据法
平原河网流向）

宽度优先搜索 （ BFS)
编程实现 BFS 计算无

14 网络分析 算法和 D怵stra ’s 最短
权网络最短路径

路径算法

数值型 （ K-Mean ）、
编程实现 K-Means 并1昆合型 （ K - Proto-

15 
空间聚类算

type ）和变量型 对给定数据聚类生成
法

( ClustOfV ar）聚类算 不同空间类别

法

模拟退火算法、粒子 基于 PSO 的旅行商问
16 空间优化

群（ PSO）算法 题的编程实现

前沿讲座
邀请一名 GIS 算法专

17 
家讲解其代表性算法

18 总结 总结课程的学期要点

课程考核基于课程实验，从实验报告

(30%）、程序代码（ 30%）、课堂讨论（ 40%) 

三个方面进行考核。 实验报告重点考查学生对实

验需求、实验原理、实验过程的理解，程序代码

重点考查实验的逻辑正确性、程序设计的合理

性、代码书写的规范性课堂讨论由学生展示实

验成果，分享对算法理解、程序设计、关键问题

和技术的解决、学习心得等方面的经验和体会。

课程参考书包括： 《地理信息系统算法基

础》 ［ 6 ］ 、 Algorithr

formαtion Syste阳 ［ 7 ］ 和 ι＇.／S Fundαmentαls [ S ] 

三、课程特点与难点分析

（一）课程特点

1. 立足地理学的多学科交叉

。

“ GIS 算法基础”课程内容涉及地学、地理

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数学、统计学等知识，

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课程，基础知识覆盖面很

广，理论性较强。

GIS 是地学研究的工具，学生学习 GIS 算法

时必须结合地学理论知识才能便于理解和领悟。

GIS 算法的设计和编码实现以深刻认识和理解地

理现象及规律为前提。 例如，空间插值和聚类分

析体现了地理现象的空间分异规律，如气温、降

水等气象要素具有显著的空间变异性，并受海拔

变化的影响；在山地区域，气温随海拔呈线性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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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降水则呈现非线性变化。 普通的克里金插值

法通过半变异函数可以较好的表达变量的平面分

异规律，但在地形复杂区域则必须选择以高程为

协变量的协克里金方法，或者考虑、高程调整系数

的插值方法。

GIS 算法蕴含着计算机算法的精髓，计算机

算法理论是 GIS 算法的重要理论基础，计算机科

学的数据模型和数据结构被巧妙应用于解决 GIS

问题。 例如， Voronoi 图的扫描线算法巧妙利用

了抛物线的特性，通过自上而下的扫描快速高效

生成 Voronoi 图，这些算法建立在严谨的数学基

础之上。 课程内容涉及几何、微积分、数值方

法、线性代数、统计、离散数学等各种的数学知

识。 各种 GIS 算法如地统计、聚类、 地形分析、

空间优化等本质上都是各种数学方法通过计算机

语言的表达来实现。

2. 坚持问题导向的实践性

“ GIS 算法基础”也是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

算法思路来源于数学和逻辑，最终通过编程语言

得以实现。 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巩固 GIS 相关理

论和基础知识，了解算法思路，掌握算法核心 ，

但很多细节不是仅仅从书本上就能全面掌握的，

大量实践练习和经验是算法教学的重要部分。 更

重要的是在解决实际地学和 GIS 问题时，根据实

际需求扩展或研发全新的算法，不能仅停留在理

论的认识上，因此 GIS 算法的实践性是由实际需

求所决定的。 如 R 树是为解决三维空间索引和

搜索而提出 ［ 9 ］ ，广泛应用在 GIS 中，但在应用过

程中发现比如最小边界矩形的分裂策略会极大影

响索引能力，在 R树提出后的 20 年间，几十种

R树改进算法相继被提出［ 10］。 在实际工作中，

从业人员面对的问题经常是面向全新的环境和平

台，很难找到完全匹配的解决方案，这使得算法

发展和编码实现极具挑战性。 针对这种挑战，课

程需要有目的地设置大量的上机实践环节，一方

面强化学生对 GIS 算法本身的理解，另一方面提

高学生算法实现的能力。

3. 紧跟技术发展的前沿性

GIS 技术发展至今，基础技术已经相对成

熟，尤其是二维 GIS 的相关算法已经很稳定，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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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不会出现颠覆性的技术革命，但随着信息技

术、大数据的迅猛发展 地理信息产业和地学研

究有了新需求，研究热点不断发生变化，常规

GIS 算法满足不了实际需求， 需要针对性地改进

和拓展。

“ GIS 算法基础”课程尽管以基础知识和实

用算法的教授为主，但为了适应时代的技术发展

和体现大学教学的前瞻性，需要兼顾该领域的前

沿技术。 基础算法已经以工具的形式集成在 GIS

软件中，而前沿技术的了解和掌握往往会对实际

问题的解决有很大帮助 因此课程内容包含了一

部分相对成熟的前沿技术。 在教学实践中，前沿

内容的选题需要结合学科发展态势、学生就业需

求来确定，并适当兼顾本校师资的最新研究课

题。 尤其是近年来卫星遥感、元人机、 无线传感

网络、物联网技术拓展了空间数据获取手段，

GIS 行业拥有大量的空间数据，传统 GIS 元法满

足快速处理空间大数据的需求，亟须发展并行

化、网络化的 GIS 算法 以适应并行环境、云计

算或超算环境、互联网环境。 课程应该适当加强

与这些新技术结合的算法的讲解。

（二）难点分析

1. 宏观与微观的思维训练

对很多学生来讲，数学和计算机编程是最难

学的两门课。 GIS 算法是建立在数学之上，要求

学生具有一定的数学基础，具备抽象的数学能

力；算法的编程实现则要求学生掌握至少一门编

程语言，能够设计和实现算法逻辑。 学生往往有

先入为主的畏惧心理，而随着课程的进行，授课

内容和实验难度的提升，如果学生没有跟上进

度，畏惧心理会进一步加剧从而导致恶性循环。

例如，地图投影涉及的地球椭球体南北向和

东西向的微分，采用数学的曲率半径来表达，没

有一定的空间想象能力很难理解这些概念，而投

影数学方法却都是基于这些概念推导所得，因此

这部分内容必须让学生理解透彻。 教师要把算法

原理以通俗易懂的形式讲出来，把数学原理讲

透，在照顾整体水平的基础上考虑到学生个体差

异，力争所有学生都能较好的理解该内容。

2. 问题独立的授课内容

与计算机算法一样， GIS 算法主要是介绍代

表性算法，各个算法相对独立，尤其是各种实用

算法，各有体系。 例如，插值、地形分析、空间

聚类、网络分析、空间优化算法等适用于不同的

场合，相互间并无紧密联系。 尽管我们在课程内

容编排上强调了内容的系统性，课程由基础知

识、特色 GIS 算法、实用和前沿算法构成，由易

人难，体现了各章节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在具体

讲解各种算法时，如果不注意横向联系和算法的

适用情况，学生的知识容易碎片化，学生只掌握

浅面的知识，不了解内在逻辑，无法把知识串到

一起，不利于学生 GIS 和地学知识体系的建立以

及应用能力的培养。 例如， GIS 算法里有很多种

复杂程度不一的插值方法，相比于讲清楚这些复

杂算法本身的逻辑和实现让学生了解算法面向

问题的本质和特点，了解各种插值算法的适用情

况，更有利于学生举一反三能力的培养。

3. 广泛的知识面要求

由于 GIS 算法在快速发展，加上多学科交叉

的课程特点，因此对教师和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

都有较高要求。 从教师层面来讲，在广泛的基础

知识中，讲解清楚 GIS 算法课程的主要基础框

架，全面考虑学生知识水平的差异，同时不断更

新自身知识，保证课程前沿性，是重要的挑战；

从学生层面讲，在普遍存在的重技术和轻地学专

业的情况下，如何开展自主学习，针对自身基础

和地学专业知识的薄弱环节，查漏补缺；针对前

沿内容，迅速扩大知识面，及时跟进教学进度，

直接关系到课程教学的成败。

四、 教学组织与实施

（一）教学组织

1. 注重基础，兼顾前沿，旨在启迪

GIS 算法基础知识的讲解是课程的核心内

容。 GIS 算法千变万化，但基础内容却是不变

的。 空间数据的模型表达、编码、存储和索引是

GIS 算法的最基础部分与计算机领域的此类内

容不同， GIS 处理的是空间数据。 地图技影、坐

标变换、平面量算、拓扑表达是极具 GIS 特色的

内容，这些内容在低年级 GIS 专业课程有所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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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但学生往往不清楚背后的原理，知其然不知

其所以然。 地统计、各种插值方法、空间聚类、

地形分析、网络分析等实用方法则被广泛应用于

地学研究和工程实践之中。 这些基础和实用的算

法一般已经在现有 GIS 软件中有实现，从算法和

数学层面讲解这些算法的实现原理，让学生真正

理解，把所学过的知识点串联起来，承上启下，

从而对 GIS 的整个知识体系融会贯通，巩固知

识，增强应用。

为避免课程内容与技术发展脱节，前沿知识

的引入十分重要，学生往往也对前沿知识更感兴

趣。 课程注重基础算法讲解的同时，关注前沿热

点算法，并选取一些重要算法加以介绍。 例如，

GIS 的空间聚类分析算法同样是大数据应用中的

重要算法，理解这些算法对学生未来职业发展十

分有用，值得在课程中专门讲授。

课程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

力，即面对新问题时，通过参考已有算法，阅读

相关文献和资料，能够寻找到合适的算法，改进

或者发展新算法。 因此在讲授时，要注意消除学

生对已有算法权威的恐惧，培养学生“没有万

能、完美算法”的意识，培养学生积极主动的

创新思维。 启迪智慧的宗旨贯穿于课程始终。 例

如，在讲解 R 树时，以时间轴的形式介绍几十

个变种，引出算法是在不断发展的；在讲解地形

分析的流向问题时，通常只提到简单的 D8 算

法，这种八个方向的简化在较小地形分辨率能满

足需要，但如果空间网格过大， D8 的简化就存

在问题，以此问题为引导，向学生介绍 D-lnfini

ty 算法： II ］ ，这个算法通过元限多个方向更准确

地表达流向，并布置课后作业让学生思考这些算

法在平缓地形区域的适用性，以及如何去改进算

法。 在专门设置的前沿讲座课堂上，邀请的专家

以亲身经历讲解其代表性算法的整个思考历程，
讲解针对太湖平原区的流向算法［ 12 ］ ，学生经过

思考，与专家形成良好互动，一些学生甚至提出

自己的解决方案，取得了解放思想、启迪智慧的

良好效果。

2. 高屋建钮，整体把握

课堂讲授注意激发学生兴趣，变“要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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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为“学生要学” 。 针对课程内容碎片化的特

点，教师在整体把握 GIS 学科的基础上，讲清楚

问题的实质和所处的学科位置，避免使用太多术

语。 引领性总结有助于减轻课程内容相对碎片化

的问题，但对教师要求也比较高，需要教师对整

个 GIS 甚至地学学科体系有清晰的认识。 例如，

空间索引涉及 R 树和莫顿码等内容，实质上这

是目前 GIS 实现空间索引的两种思路，一种是采

用二维矩阵对位置进行索引，另一种是利用空间

填充曲线变二维为一维从而采用传统的一维索引

方法达到空间索引的目的。 在讲解空间索引时，

可以从对数据进行索引的必要性出发，讲解可能

的手段，从最低效但最容易想到的暴力遍历算

法，引出一维的 B 树、 B＋树，直到二维的 R 树，

因为 R树是从 B＋树发展而来，简单的 B＋树更容

易让学生理解 ， R 树只需强调在算法实现各个环

节的不同之处，因此讲解时先把 B＋树讲透有助

于学生对 R 树的学习 。 在讲授四叉树和莫顿码

时，仍然放在空间索引的大框架下，强调这是另

一种方法，利用传统的树结构实现空间索引 。

（二）教学实施

l. 实践与讲授相结合，提高算法实现能力

对于课堂讲解的知识学生的理解通常停留

在表面，通过教师的课堂讲解可能抓住了整体思

路，但具体到编码实现，只有经过学生的反复思

考与操作后，才能真正地掌握算法，因此上机实

践的设置对于巩固和提高学生水平十分关键。 只

有通过大量的实验与实践才能提升学生对算法

的理解和编程实现的能力 强化学生解决问题和

批判性思考问题的能力。 上机实践由每周两学时

的课程实验和课后作业构成，课后作业要求学生

独立完成。

考虑到学生编程水平存在个体差异，课程实

验包括两种类型的练习· 一类是强调算法思路的

理解，不需要计算机编程，借助计算器和 Excel

即可完成，另一类是强调代码的实现，往往是结

合实际数据通过编程实现加以解决。 第一类主要

是照顾编程能力欠缺的学生，不至于因为自身的

编程能力不足而丧失学习 GIS 算法的动力。 每次

实验要求提交实验报告，包括原理和过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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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路线、关键步骤） 的描述、代码文件、运行

结果截图或结果文件等内容。 教师根据完成质量

评分， 实验与作业分数是最终成绩的重要组成部

分。
课程教学设置助教，协助实验课教学和作业

批改。 助教还需要整理学生完成课程实验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协助教师动态调整教学进度和内容

难度。

2. 问题求解导向的教学

理论性强的课程往往比较枯燥乏味，学生学

习兴趣不大。 授课教师要注意采用多种方式活跃

课堂气氛，涉及具体算法讲解时，采用问题求解

导向的启发式教学方式［ 1 3 ）。 一般来讲，对于理

论性强的课程，选择学生较易接受的启发式教

学［ 14）。 先通过实际问题的举例，找出该问题对

算法的要求，分析解决该问题需要考虑的要点及

可能存在的缺陷，然后以多媒体（如动画）结

合传统板书的方式，把算法思路通俗地讲解清

楚，尽量避免使用复杂数学知识，最后针对算法

上的关键点分别讲解 此阶段可能涉及各种公式

和具体编码实现。 一般在课堂上还包括 10 分钟

的学生实验完成情况点评和存在问题分析，由于

每次实验作业学生经过认真思考，存在问题分析

的教学效果往往比新内容教学的效果更好。

3. 注重互动，翻转课堂

GIS 算法涉及大量数学和计算机知识，学习

难度大。 例如，空间量算方法大量使用矢量计

算，在讲解之前很有必要提供矢量数学的在线学

习材料，要求学生课外学习，课堂教学对矢量的

基本知识做简单回顾，通过师生互动促进对新知

识的内化。 利用翻转课堂充分利用线上和线下教

学融合的优势（ I巧 ，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此类教

学的难度。 为了提高互动性，数学基本知识的回

顾可以请数学基础好的学生讲解，教师加以补充

和解释可能的误解。 另一方面，巧妙合理利用多

媒体和板书相结合的方法可以极大简化复杂问题

的描述，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可以做到不借助数学

公式和代码把算法讲解清楚。 例如，多边形的左

转生成算法用文字描述起来十分复杂，但通过结

合一个具体的实例做成分步骤的动画就十分简明

易懂；类似的网络分析方法、空间优化算法都可

以依托一个简化的实例动画，把思路和要点讲解

清楚。

4. 延伸阅读，同伴教学，快速拓展知识面

通过设计综合性较强的课程实验驱动学生主

动学习 。 尤其课程后期实验内容难度大，解决问

题所需的知识仅靠课堂上教师讲授的内容往往不

够，学生还需要查阅大量课外文献来充实知识和

整理思路。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们引进以下

“同伴教学”方式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 1 ）指定一些课程实验完成质量高的学生，借

助网络直播的手段为其他学生讲解编程实现的思

路，实践表明学生对这一新形式的教学接受度

高，很有热情；（ 2）指派一些英文文献延伸阅

读，让学生自主准备简短报告，对扩大学生知识

面、熟悉英文术语和表达都有积极作用； (3) 

鼓励学生为同学讲授知识通过学生自身对知识

的消化，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易被其他同学

更好地理解。

五、教学效果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学效果的反馈，

及时对教学方式进行调整，主要表达在两个环路

上：（ 1 ）课堂讲解一教学效果反馈一课堂教学

方式调整； ( 2）实验一实验讲解一实验作业量

和内容调整。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学效果反馈

包括第一次课学生对数学和计算机编程能力的自

我评价、期中或期末问卷调查、最后一次课的学

生建议、期末考试。

根据学生自我评价的结果，明确学生的数学

和编程水平，以此调整对数学要求较高的课次的

授课方式和时间分配，如有需要，专门针对学生

编程能力做课外辅导。 问卷调查学生对授课、课

程实验等方面的内容、方式和质量的评价，评估

教学效果。 近两年来的 3 个班级的问卷调查表

明，学生对授课内容和方式满意度高，认为课程

设置合理，内容丰富，难度合适，对未来专业发

展有很大帮助，切实提高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729毛的学生认为自己有能力根据需求发展合适的

算法； 25%的学生从学期开始害怕算法转变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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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的不害怕 。 学生最感兴趣的授课方式是网络直

播编程； 65%的学生认为需要增加课时。 建议主

要是反映实验作业量大，尤其是课程后期难度增

加，每周按时完成有难度。 仍然有部分学生

（约 116）认为数学和编程不会或很难，建议增

加实验内容讲解力度。 这表明实验内容设计、批

改和反馈还需进一步提升。 期末考试成绩分布满

足正态分布，其中数学和编程不会的学生成绩往

往靠后。

六、结语

“ GIS 算法基础”是高校 GIS 专业主干课，

涉及地学、计算机、数学、统计学等多个学科。

课程具有理论性强、内容碎片化、前沿性和知识

面广的特点，学生学习和教师授课都有较大难

度。 结合南京师范大学 GIS 专业开展该课程的经

验，文章总结了针对性的教学方法。 在教学过程

中贯穿注重基础、兼顾前沿、旨在启迪的原则，

讲授与实践相结合，提出了问题求解导向、整体

把握、翻转课堂、同伴教学等一系列针对性措

施，通过大量专门设置的课程实验巩固教学效果

和驱动学生主动学习，在教学实践中取得了不错

的效果。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

互联网等技术与 GIS 的融合越来越紧密， GIS 算

法面临新挑战，大量新型 GIS 算法需要进一步研

发。 “ GIS 算法基础”教学除教授基础知识外，

尤其需要进一步发挥课程启迪智慧、培养创新思

维的作用，在教学观念、手段和评价上仍要与时

俱进，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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