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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级比例尺电子地图数据库多级表现系统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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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述了基于单一比例尺地图数据库的可用于多级比例尺展现和查询检索系统的设计 ,并就实用模

型作了较详细的研究 ,提出了自己的模型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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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富有成效的地理信息系统的运用需要一

个完备的地理数据库的支持 ,因而数据的组织就

成了关键问题。地理学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其空间

的差异性 ,将空间划分为大陆、地区、地方和地点

来理解地表 [14 ] ,人们需要按照一定尺度来区分、

认识事物。而现有的地理数据库结构只是针对单

一比例尺数据的 ,不同尺度的数据需要分别存储。

这既是对现有计算机系统硬件环境的过高要求 ,

用户也难以对数据进行有效的维护。众所周知 ,通

过传统的地图综合制作小比例尺的地图 ,工序长 ,

实际过程又极大地受到人为因素影响 ,一些尺度

掌握也没有完全量化 ,某些地图因素处理的随机

性较大。日益广泛而深刻的地理信息运用与地理

信息数据管理的有限性的矛盾使我们需要用一种

易于实现、实用性强的方式求得和管理多尺度地

表信息 ,以避开地图综合的复杂工艺方法。但不管

怎样实现 ,它都难以与长期形成的地图综合原则

完全分开
[3, 6 ]

。

GIS和电子地图用户主要是在屏幕上操作和

分析目标 ,他们更关心目标的可靠性、实用性 ,并

不一定严格要求图幅按照纸图的标准表示。对此 ,

能否用数据结构和数据库管理的方式 ,在大比例

尺数据库基础上增加多级比例尺描述信息 ,以达

到单一比例尺电子地图多级表现的目的 ,并可支

持不同尺度描述下地理分析的需要 ,就成了避开

矛盾 ,利于实现的一个途径。在以数据结构为主的

基础上 ,采用一些自动综合成熟算法作为补充 ,以

提高效率 ,并用分类编码系统来实现复杂地图要

素的管理。从电子地图的表现和性质来看 ,电子地

图多级表现的关键仍然像一般自动综合那样 ,必

须解决 3大问题:选多少、选哪些、怎样表示 ,但侧

重于前两点。目前 ,自动综合算法还不能实现全要

素地图的快速多比例尺输出 ,因此电子地图多级

表现的策略是扩展地理要素的属性项 ,按照要素

的不同情况增加比例尺范围、相关性、重要性、长

度、面积等 ,即将地图综合的因子显式存储 ,从而

避免了大量算法即时推导过程 ,加快了图形选取

与输出。

1　数据库管理系统方案的设计

1. 1　多尺度表现范围的约定

鉴于数据量的可管理性和关系的复杂程度 ,

多尺度表现范围也应做一个约定。在区域地理分

析中 ,“空间分辨率圆锥” [6 ]的地理系统等级概念

模型尤其适用 ,由此可以得出尺度划分的地理参

照系的功能机制分析图。在实际运用中 ,比例尺变

化的范围最好不要超过 4～ 5倍这个限度 ,不然 ,数

据库管理的效率就会大幅度降低。因此 ,可以针对

大、中、小比例尺都建立一个基本数据层 ,在各自

的范围内实现多级比例尺地理信息的管理。

1. 2　总体框架模型的设计

在矢量地理数据库中 ,地理要素一般按照类

型分为点、线、面和注记分别存储管理 ,地理数据

和属性数据也是分开存储和管理的。用于多级表

现的基本比例尺地理数据不能轻易修改 ,可以改

变的是对这些基本数据的描述。笔者尝试用数据

结构的方式 ,对数据进行一些预处理 ,在数据库中

预先存储与多种派生比例尺相关的信息 ,实现在

分析调用和查询时一步到位 ,不再用复杂的算法

来临时处理。多尺度的表达方式是复杂的 ,笔者用

C+ + 语言制作实验模块的图形输出 ,用关系数据

库管理多级描述信息。鉴于地图图形表达的复杂

性 ,现阶段暂不考虑图形输出配制的细节问题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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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地图图形元素的移位问题。为方便模块设

计 ,比例尺范围暂定为三级。

1. 3　数据表现类型的划分和数据的预处理

如果按照比例尺由大到小划分等级 ,可以把

某一比例尺范围分为 N级。在一定误差范围内用

某一比例尺的电子地图代替以它为中心相邻区域

内的电子地图表现。如果电子地图的比例尺范围

等级已经划分 ,根据地理要素在不同比例尺状态

下的显示特性可以确定出地理要素的显示类型。

对于在某一级 i才开始显示的地物要素 Pi ,它可

能在比例尺更小的 i+ 1, i+ 2等 N - i级比例尺范

围内显示。据此可以推导出这 N级多尺度电子地

图的地物要素表现的类型总和为:

N  (N + 1) /2

　　不同性质的地理要素的数据结构和处理方法

各不相同 ,应按照地理要素的性质差异分层进行

处理 ,每一层再细分为几个小类。第一类层分为

点、线、面和注记 ,在各层中再细分小类 ,划分的层

次类型也因目的而异。这些均要用一个统一的编

码系统来维护 [1 ]。

为了方便管理 ,减小数据库构成和维护的难

度 ,需要在图形数字化的同时做一些预处理
[10 ]

;

对用于多级表现的一些需要用目视判读而在地理

底图上没有描述的信息 ,可通过屏幕上的交互标

记来实现。基于这些考虑 ,可大致定义出数字化的

总则 ,其关键在于: 输入要素的多尺度信息 ,标明

各自比例尺显示范围的级别 ,如村庄轮廓线、街区

轮廓线、街道中心线必须数字化 ,区分河段在河网

的等级 ,确定干流、支流体系等。

在数据库管理下设立的多尺度信息对于不同

类型的地理要素来说不尽相同。项目的设立依据

制图综合的原则 ,并以简单、实用为准则。多尺度

信息的形成有人工输入和算法推导两种 ,前者应

尽可能少 [1 ]。

2　地理要素多尺度信息数据结构设
计的例证

　　地理要素按照点、线、面分别存储和管理。现

以面状要素为例对整个方法进行说明。

在普通地图上 ,面状要素按照其性质可以分

为街道、街区、建筑物等。而多边形相互之间的关

系也很复杂 ,有相交、相邻、包含、相离几种关系。

在比例尺变化时 ,多边形之间的关系也要发生变

化。不同相互关系、不同性质的地理要素的处理方

法也各不相同。

全拓扑关系的多边形地理数据有 4个文件组

织:多边形的主体文件、段文件、弧段文件、坐标文

件。另外还有多边形的内点文件、结点文件、注记

文件等。依附于多边形的其它信息可以存放在主

体文件中 ,也可以另外组织属性文件 ,用关键字与

其对应目标相联系 ,建立起相应的关系。

2. 1　地图中多边形类型的划分与组织管理

电子地图中多边形种类很多 ,这里按照综合

方式的不同以大范围的政区类多边形、离散多边

形群落、城区居民地为例进行阐述。

对于表示较大范围的政区图形要素来说 ,它

们拥有共同的边界 ,中间一般也没有交叉和空隙。

而行政级别高一级的多边形 ,它的组成弧段可以

通过下一级行政单位的多边形弧段重组构成。这

两者之间有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多边形的自动

重组在自动综合中难免出错 ,但在数据库中用一

种简单的结构存储就可以达到高效提取、便于修

改的目的。这类多边形的多级表现 ,应通过图形编

辑将小比例尺状态下的多边形列入主体文件中 ,

并在弧段文件中增加弧段的边界属性。这样 ,政区

类多边形主体文件结构由多边形号、名称、等级、

比例尺范围、 重要性、多边形面积、综合后的点或

线符号码等项组成。政区类多边形弧段多尺度属

性文件结构由弧段号、界线性质组成。

弧段多尺度属性的构成通过“剪枝扩展”法的

异或算法来实现 ,它的目的是得到构成上一级行

政单位的多边形边界组成弧段:先将大比例尺状

态下的多边形弧段提取出来 ,按照行政区域将各

多边形分组 ,将它们的组成弧段分别进行异或运

算 ,剩下的弧段就是当前行政区域的边界。以此类

推各级行政区域的边界。

2. 2　离散性面状要素的组织管理

在地图中大量存在着离散性质的面状要素 ,

如独立居民地、自然村落、湖泊等。这种类型的要

素各自由一个封闭的多边形构成 ,相互之间没有

共同边界。这种要素也有两种情况:有的多边形群

落构成一个特定的区域 ,如村庄、湖泊区等 ;有的

与其它相似目标相距较远 ,单独成为一种标志 ,在

一定小比例尺地图上 ,这些面状要素只有是某种

特别意义的标志 (如国界、政治、经济热点等 )
[13 ]

,

才应该保持甚至夸大。此时它们大多作为背景配

制 ,如果做地理分析 ,就应回到大比例尺状态。因

此把这类地物分为有中心点和边界的、独立的两

类。对于有中心点的多边形群落 ,数字化时已数字

化了边界 ,在小比例尺状态下按照具体情况可以

只显示边界多边形和重要多边形 ,更小时只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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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 ,替代为一个点状符号 ,甚至取消。因此在数

据库中可以在原文件系列中增加离散多边形群落

边界属性文件 ,管理整个群落。

对有共同边界的离散面状地物进行预处理

时 ,如果一个区域较大 ,在较小比例尺时还应保持

边界 ,对此用一个算法进行预处理 ,判断出这个区

域的边界多边形群 ,在小比例尺状态下可以只显

示这些边界多边形
[2 ]

。

2. 3　城区居民地综合管理

居民地自动综合是解决地形图自动综合问题

的瓶颈之一。对于街道和街区构成的城镇居民地

和农村居民地中街区式居民地 ,其间主要是量的

差异 (街道数多少、街区面积大小 ) ,故而在多尺度

表达上可视为一类。对此 ,从整体上 (相对而言 )来

构造居民地多级表现的数据结构 ,将街区式居民

地据其结构划分层次 ,同时建立相应的分层数据

结构。在这个结构上按照各自属性分别处理。

首先将居民地分成相对独立的若干层次 ,然

后按照其相互影响和关联关系确定处理的顺序及

独立表现。构成街区式居民地的各个街道、街区又

有自己的行政隶属关系。行政隶属对综合起直接

影响作用 (如两个不同行政隶属的街区没合并时 ,

作为街区分界线的街道亦不能删除 )。由此可以把

街区式居民地从结构上划分为 4个层次: 政区、街

道、街区、建筑物 ,各层次分开存储。行政区、街区、

建筑物都是面状要素 ,它们的文件结构相似 ;街道

是线状要素 ,它的主体文件结构为:街道号 ,街道

名称 ,等级 ,连通性等。

当图形输出时 ,各个要素的绘制顺序是行政

区、街区、建筑物、街道 ,这样可保证主要目标清晰

可靠。对于行政区和街区 ,预先约定表现规则为: 0

不显示 ; 1只显示边界 ; 2只显示内含外框多边

形 ; 3完全显示。这些规则由其多尺度文件中的重

要性来体现。对街区内目标的查询、提取同行政区

操作类似。对于最底层的建筑物 ,它的操作同单一

比例尺。

街道构成了城市的基本面貌 ,在大比例尺地

形图上它实际为面目标 ,在小比例尺图上为线。由

于街道保持了城市的基本轮廓 ,因而最后显示。街

道与街区密不可分:街区合并后 ,街道也就不存在

了 ,这是一种对应关系。但它作为行政区的边界

时 ,其存在同行政区。比例尺变小时 ,街道只显示

中轴线。只要城区还没有符号化 ,最主要的街道仍

要显示 ,以适应图面配制的需要。

在传统自动综合中 ,城市街区道路图的综合

有侧重于道路和侧重于街区两种方式。由于在大

多数情况下道路的连通性占据着较重要的位置 ,

所以一般是以道路为主判定地物的取舍和移动。

这里不考虑几条道路综合成一条道路的问题 ,对

于道路只有取舍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街区没有

移位的问题 ,其选取、显示也就简化了。

2. 4　空间索引的组织

对于如此庞杂的目标必须组织空间索引来提

高查询和显示效率。以往对于单一比例尺电子地

图 ,一般采用网格索引来管理 ,这在许多情况下是

高效的。但是对于多尺度的多边形图 ,若每个比例

尺状态下都建立网状索引 ,容错性难以统一。可以

根据多边形的位置不变性 ,构造基于 R树的反作

用 ( reactiv e)树索引
[ 5]

。

反作用树的目标判断标准也是最小外接矩

形 ,它的继承树结构以多边形的包含关系为准。目

标查找时 ,首先判断点是否位于最大的外接多边

形内 ,再沿着树的继承关系结构判断叶点 ,直到找

到所寻找的目标为止。对于在较大比例尺状态下

显示的地图 ,许多地理要素的外框是不显示的 ,但

是为了统一查找方式 ,在索引关系树中保留它的

结点 ,此时用它来判断是否在这个群落内 ,减少总

体判断的次数 ,维护树的相似性。

对于最小比例尺状态下的电子地图 ,如果面

状要素太多 ,可先构造网格索引 ,再在每个网格内

建立反作用树索引。网格索引既可以加快检索速

度 ,也方便了开窗缩放功能的快速实现。反作用树

的继承关系大体上是行政区、街区、建筑物。如果

面状要素并不太多 ,则不必建立网格索引。

3　结　论

地理要素的多尺度再现是个复杂的问题 ,本

文就多尺度地理数据库的组织和实施阐明了自己

的观点 ,并构造了基于设计的数据模型的数据库

体系。但由于时间的限制 ,像等高线、注记等要素

和图幅接边问题都还未能展开讨论 ,已有的数据

库对于海量数据的有效管理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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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of Mutil-scale Representation System Based

on Single-scale Electronic Map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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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aizhifang W est St reet , Xuan wu Dist rict, Beijing , China, 100054)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desig n of the system based on single scale map database.

It i s used for m util-scale show and query. The map g eneralization is a big dif ficul t them e,

and is an unevadable problem of geog ra phic info rmatio n system m util-scale show too. The

autho r has studied the practical model par ticularly , and broug ht fo rwa rd a new m odel desig n

pro 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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