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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讨论了 GeoStar 系统空间数据组织与管理中的若干问题 ,重点介绍了空间矢量对象模型 、数据组织 、

数据管理以及对象的实现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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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模型

1.1　空间对象分类

GeoStar空间对象按其几何特征可以分为点 、

线 、面等多种几何类型。GeoStar支持以下几种类

型的对象(简称几何对象)。

1)单点对象

单点对象用来描述空间点状地物 ,如大地水

准点 、电线杆等被视为点的地物。可用三维坐标

来确定它在三维空间中的位置 。

2)点群对象

点群对象用来将多个点组成一个整体 ,赋予

统一的属性。其坐标数据相应地由表示其分布的

每个点的三维坐标组成。

3)线状对象

线状对象用来表示现实世界中的线状地物 ,

如单线河 、道路 、等高线等 。其坐标数据由二维坐

标和第三维坐标两部分组成。二维坐标用一系列

(x , y)来描述;第三维坐标分为几种类型:无高

程;单一高程(组成线的所有点的第三维坐标具有

单一高程值);每个点一个高程(组成线的所有点

各点有一个高程值)。

4)面状对象

面状对象用来描述现实世界中的面状地物 ,

如行政区域 、房屋 、湖泊等 。面状对象的边界描述

为圈 ,圈是一个封闭的多边形 ,它由一系列(x , y)

坐标串构成 。面状对象的第三维可通过 DEM 来

表示 。GeoStar系统中一个面状对象可以由一个

圈组成 ,也可以由多个圈组成 ,其中包括带岛情

况。其坐标数据外圈按顺时针方向排列 ,内圈按

逆时针方向排列 。如图 1 所示 ,其中 ,图 1(a)是

由一个圈构成的面;图 1(b)是由两个圈构成的

面;图 1(c)是一个由两个圈构成的带岛的面。

　　5)注记对象

注记对象用来表示一些空间几何对象对应的

地物的描述性信息。由于注记需要记录其标注的

位置 ,故 GeoStar 将注记对象划为几何对象。其

空间位置由一系列(x , y , d)来决定 ,其中 ,(x , y)

为注记左下角位置;d 为注记的方向(用弧度表

示)。因此 ,GeoStar 可以将多个分散的注记点作

为一个整体来处理 。由于注记对象并不对应现实

　(a)　一个圈构成的面　　　　　　　(b)　多个圈构成的面　　　　　　　　　(c)　带岛的面　

图 1　GeoStar系统中几种不同情况的面

Fig.1　Different Surfaces in GeoStar

　　收稿日期:1999_06_14.

　＊国家科技部 、国家测绘局“九五”科技攻关资助项目,编号 96_B02_03_03。

第 25卷 第 2期

2000 年 4 月　
　　　　　　

武 汉 测 绘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Journal of Wuhan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Vol.25 No.2
Apr.　 2000

DOI :10.13203/j.whugis2000.02.007



世界中的地物 ,所以它是这几种空间几何对象中

惟一没有属性的对象类型 。当注记必须与现实世

界的地物对应时 ,注记对象的对象标识可以连接

到相应的几何对象。

1.2　对象的属性

点状对象 、点群对象 、线状对象 、面状对象可

以有与之相对应的属性数据 ,属性数据存储于关

系表格中 ,通过 ODBC 链接。几何对象与属性数

据之间的联系通过系统分配的惟一标识建立 。

对象标识(OID)是惟一标识一个对象的记

号 ,每个对象都有一个惟一的 OID ,且不同的对象

OID也不同。系统必须提供对象标识的统一分配

机制 ,用户自己不能对 OID 进行更改 。GeoStar

系统中用一个 32位的整数来表示对象标识 ,系统

分配的OID大于 0。OID小于0时用来表示线段

的方向 , OID等于 0无效。OID是几何对象与属

性数据之间联系的桥梁 ,与几何对象对应的属性

表中都建立一个 OID字段 ,通过 OID可以找到相

应对象的属性信息 。同样 ,通过属性值可以得到

相应的OID ,从而得到几何对象。

1.3　直接对象和间接对象

线状对象和面状对象的位置信息可以直接用

一系列(x , y)坐标表示 ,也可以引用其他已定义

的线状对象 ,前者称为直接对象 ,后者称为间接对

象。间接对象的引入可以减少公共边的重复存

储 ,其位置信息用一系列被引用的线状对象的对

象标识OID来表示。由于 OID大于 0 ,所以记录

被引用的线状对象时 ,在 OID前加负号来表示坐

标序列的顺序。如果 OID前无负号 ,则表示在间

接对象中的坐标顺序与被引用的线状对象的坐标

顺序相同;如果 OID前有负号 ,则表示在间接对

象中的坐标顺序与被引用的线状对象的坐标顺序

相反 。

2　空间数据组织

在空间对象的基础上 ,GeoS tar将数据组织为

地物类 、层 、工作区和工程 。

1)地物类

地物类是指具有相同空间几何特征和属性特

征的空间对象的集合 ,如河流 、公路 、行政区域 、居

民地等都可作为地物类。每个地物类必须给定一

个系统中惟一的编码 ,称为地物类码(UserId 或

FeatureId)。每一个地物类编码可以有一个地物

类名与之对应 ,同一个地物中的几何对象共享一

个属性结构 ,且有一个属性表与之对应 。多个地

物类可以对应同一个属性表 ,同一个地物类中的

所有对象共享相同的颜色 、符号 、线型等特性 。对

同一地物类中的几何对象可以实施相同的操作 ,

如显示或关闭某个地物类;查询某个地物类对象

的属性信息;设定某个地物类可以显示的最大/最

小比例尺等。

2)层

层定义在地物类之上 ,它是多个地物类的集

合。为了操作和工程管理的方便 ,将管理和使用

上相关的多个地物类定义为一个层 。例如 ,单线

河 、双线河 、湖泊等都是地物类 ,在这些地物类上 ,

可以定义一个水系的层 ,对层中各个地物类的所

有对象可以同时实施关闭或显示操作。如果关闭

一个层 ,则这个层中的所有地物类都不可视;如果

打开(显示)一个层 ,则这个层中的地物类恢复原

来的显示状态 。

3)工作区

工作区是 GeoStar 完整的数据组织单位。

GeoStar的数据都储存在工作区 ,用户通过使用工

作区来操纵空间数据 。工作区中的信息包括层信

息 、地物类信息 、各种类型的对象以及属性数据。

工作区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内地物层的集合 ,

其区域范围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决定 ,如可以按

一个图幅范围定义或按多个连续的图幅范围定

义 ,也可以不按图幅范围定义。各个工作区的范

围之间可以相互重叠 。

工作区的空间数据可用图 2所示的目录结构

来组织。

　WORKST RU　(工作区结构信息)

　MediaInf　(多媒体信息)

　MetaInf　(元数据)

　工作区　(工作区几何信息)

　WORKATTR　(工作区属性信息)

图 2　工作区目录结构

Fig.2　Workspace Directo ry Structure

　　4)工程

工程是具有相同特征的工作区的集合 ,用来

管理大型的空间数据 。工程的工作区的数据要求

具有相同的坐标系和比例尺 ,有相同的投影方式。

工程的信息由工作区提交后形成。工作区提

交后 ,系统对空间数据进行重新组织 ,并作相应的

相容性检查。对每个提交后的工作区 ,系统自动

分配一个惟一标识号 wsid。由 wsid和工作区内

的对象标识OID来共同标识工程中的一个对象。

工程的数据目录结构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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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称名　(索引工作区联系信息)

　MediaInf　(多媒体信息)

　MetaInf　(无数据)

　PRJPARA　(工程参数信息)

　工作区 A 目录

　(工作区几何信息)

　工作区 B 目录

　(工作区几何信息)

　PRJATTR

　(工程属性数据)

图 3　工程目录结构

Fig.3　Project Directo ry Structure

3　空间数据管理

3.1　空间数据管理的组成与功能

空间数据管理主要由对象存储管理器和对象

管理器组成 ,如图 4所示 。

对象存储管理器主要负责对空间各类对象的

存取 ,建立空间索引 ,实现对持久对象的存储 ,以

及记录空间操作的事物日志 ,并且在必要时对空

间对象进行恢复 。

对象管理器主要负责空间对象的生成 ,分配

对象和工作区的惟一标识 ,实现对空间对象的调

度 ,完成各种基本的空间查询 ,维护空间对象的一

致性 ,实现在网络环境下多用户控制 ,并实现对地

物类 、层 、工作区 、工程等内容的管理。

　　GeoStar 空间数据管理由 CGeoDBSystem 、

CGeoDBProject以及 CGeoDBWorkspace等类相互

配合共同来完成。CGeoDBWorkspace 负责对工

作区内部的数据组织;CGeoDBProject 负责对工

程数据进行组织;而 CGeoDBSystem 负责空间数

据整体管理和协调 。因此 ,用 GeoStar 的基本开

发函数 API 来进行二次开发时 ,必须建立一个

CGeoDBSystem的对象才能利用 GeoStar 的空间

数据管理功能。

图 4　空间数据管理组成

Fig.4　The Constitution of Spatial Data Management

3.2　空间数据调度

GeoStar面向大型空间数据管理 ,因此 ,空间

数据调度就显得特别重要 。通常 ,GeoStar并不把

所有空间数据调到内存 ,而是在实际用到时 ,根据

需要来决定调入或调出哪些数据 。一般情况下 ,

GeoStar以工作区的地物类来进行调度 ,根据界面

的操作信息 ,系统自行决定何时需要调用哪些地

物类 ,何时淘汰哪些地物类。在用户进行二次开

发时 ,由于界面的操作信息要由二次开发用户(利

用应用程序开发函数(API)开发或开发运行动态

扩展模块的用户)来设计 ,因此 ,二次开发用户对

空间数据调度也应有一定的介入。二次开发用户

如果发现某一地物类不在内存 ,则可以显式调入。

3.3　空间数据管理的工作流程

如上所述 , GeoStar 空间数据库的管理是通

过空间数据库管理对象 CGeoDBSystem 来实现

的。CGeoDBSystem对象主要实现对工作区对象

和工程对象的维护与管理 。当用户的命令下达给

CGeoDBSystem对象以后 ,CGeoDBSystem 对象根

据当前的状态 ,将命令进一步下达给涉及到的

GeoStar 工作 区对 象(CGeoDBWorkspace)和

GeoStar工程对象(CGeoDBProject),GeoStar工作

区对象和 GeoS tar工程对象在经过必要的数据处

理后 将 结 果 返 回 给 CGeoDBSystem 对 象 ,

CGeoDBSystem对象最终将结果返回给用户 ,如

图 5所示 。

图 5　数据管理的工作流程

Fig.5　The Work F low of Data Management

3.4　空间数据库管理的类体系

GeoStar采用面向对象的方法来实现 ,其中空
间目标以及数据管理都用类来实现 ,类中封装了

必要的数据成员和成员函数。图 6给出了空间数

据库管理的类体系。

4　空间对象的实现问题

GeoStar根据面向对象的思想来组织空间数

据。按照面向对象的方法 ,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 、

概念等都表示为对象。空间线状对象 、面状对象

由一系列空间点构成 。在空间对象的实现上 ,线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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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bject

CGeoDBObject

CGeoDBSinglePoint　(点对象类)

CGeoDBGroupPoin t　(点群对象类)

CGeoDBLine　(线状对象类)

CGeoDBSurface　(面状对象类)

CGeoDBAnnotat ion　(注记对象类)

CGeoDBSystem　(数据管理类)

CGeoDBProject　(工程类)

CGeoDBWork space　(工作区类)

CGeoDBFeatu re　(地物类)

CGeoDBLayer　(层类)

CGeoPrjInfo　(工程参数类)

CGeoWSInfo　(工程区参数类)

CGeoDBSelectedSet　(选择集类)

CRecordset

CGeoDBColumnSet　(属性信息类)

CtextRecords　(结果集类)

图 6　空间数据库管理类体系

F ig.6　The Class Hierarchy of Spatial

Database Management

对象 、面状对象可以有两种方法:①将线 、面内部

的点都描述为各个独立的点状对象 ,对每个点状

对象可以方便地实行各种操作;②线 、面内部的点

不描述为独立点状对象 ,而是作为一个整体 ,内部

信息必须由应用程序去解释。第一种方法更加符

合面向对象的思想 ,更加方便编程。但由于空间

数据量一般都很大 ,一个复杂的线 、面可能由成千

上万个点构成 ,如果每个点都表示为对象 ,在对象

的实例化时会过多地使用内存分配的 new 操作。

一方面 new 操作本身会占用很多时间 ,另一方

面 ,new 操作会带来内存的碎片 ,两者都会降低系

统的效率。因此 , GeoStar 中线状对象 、面状对象

的实现使用第二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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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ata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in GeoStar

ZHU Xinyan　GONGJ ianya　HUANGJuntao　X IONG Hanjiang
(Nat ional Laboratory for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n S urveying , Mapping and Remote Sensing ,

WTUSM , 129 Luoyu Road,Wuhan , China , 430079)

Abstract　GeoStar is an object_oriented geographical info rmation system ,which integ rated various

data sources such as vecto r , att ribute , DEM and image .In this paper , the authors discuss Geo_

Star' s vector object model ,data organizat ion ,data management and object implementation.

In GeoStar , spatial objects are classified into point object , line object and surface object , etc.

acco rding to their geometrical features.The att ribute data of these objects are stored in relative ta-

bles and are connected by an object identification(OID).GeoStar org anizes these objects into fea-

ture classes and wo rkspaces and then a project .In order to manage the objects , features ,

workspaces and projects , an object sto rage manager and object manager are developed .The object

storage manager is mainly in charge of accessing of various spatial objects , establishing spat ial in-

dex , accomplishing storing permanent objects and making spatial operation log and resuming the

spat ial objects w hen it is necessary.The object manager is mainly in charge of creating spatial ob-

jects , assigning the unique ID of object and w orkspace , completing every fundamental spatial

query ,maintaining the consistency of spat ial objects , accomplishing multi_users management and

management of feature classes , feature layers ,workspaces and projects under the netw ork circum-

stance.A set of classes w hich manage the objects , features , workspaces and projects are also pro-

vided , and can be used to develop applications by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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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Star organizes spatial data on the basis of object_o riented method.According to the idea ,

every thing and conception in real world are described as objects.A spatial linear object or a surface

object may consist of thousands of points.Tw o methods can be used to realize the spatial object .

One is describing inner points of a line o r an area as independent point objects ,making i t easy to

do a variety of operations w ith every point object;the other is no t describing inner points of a line

and a surface as a whole instead of single point object.Consequently , the inner information must be

interpreted by the methods.If w e characterize every point as an object , instantiating an object of a

line o r a surface need too much of “new” operation.“New ” operat ion i tself spends too much time ,

and also brings memory f ragments.Both of them lower the ef ficiency of system.Therefore , the

second method w as adopted in the implement of line and area objects in GeoStar.

The experience of the implement of GeoStar indicates that o rganizing and managing spatial

data with object_oriented method is feasible.But , in the implement of object_oriented method , we

should not use the pure conception of object_o riented , or else it w ill lower the efficiency of sy stem .

Key words　spatial data;object model;workspace;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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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Algorithm for Generating DEM Based Cone

J IANG Hongfei　ZHAN Zhenyan
(Civil Department , Changsha Railway University , 154 Shaoshan Road ,C hangsha , China , 410075)

Abstract　DEM(digital elevation model)has a w ide variety of application in G IS and CAD .I t is

the basic model for generating three_dimensional terrain feature.Generally speaking , there are tw o

methods fo r building DEM .One is based upon diso rdered points digital terrain model w ith features

of fast speed and low precision .The other is built upon triangular digital terrain model w ith the

peculiarit ies of slow speed and high precision.Composit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tw o methods , an

algori thm for generat ing DEM w ith disordered points is presented in the paper.When interpolat-

ing elevat ion , it can create a t rangle w hich includes interpolating point and the elevation of the in-

terpolating point can be got with the t riangle.The method has the advantage of fast speed , high

precision and requirement , fo r lit tle memo ry.

Key words　cone;interpolate;digital elevat 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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