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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系统空间数据结构的特点 ,提出了图块_实体数据模型 , 有效地解决了对空间信息操作的复杂

性 ,有利于施工中空间数据的动态更新和维护。该系统的空间数据结构为相关信息系统建立适宜的空间数据

结构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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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总图管理信息系统(general_plan of con-

st ruct ion managing informat ion system)是以施工

场地的空间数据为基础 ,在计算机的支持下 ,对施

工过程中的相关数据进行采集 、管理 、操作 、分析 、

模拟和显示 ,并采用模型分析方法 ,适时提供多种

空间和动态的施工信息 ,为施工管理和施工规划

决策服务而建立起来的计算机技术系统 。

施工总图管理信息系统是一种针对具体工程

项目而开发的专题信息系统。该系统旨在管理施

工中的静态和动态信息 ,同时通过对信息的分析

与处理 ,为宏观管理和微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该系统的地理数据(特别是空间数据)因施工的动

态性需经常进行更新 ,为了确保空间数据的一致

性以及空间查询与分析的效率 ,建立一种适宜的

空间数据结构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施工总图管理

信息系统中空间数据的特点 ,笔者提出了一种新

的方法来组织空间数据。

1　施工总图管理信息系统的空间数

据结构

1.1　空间数据的特点

施工总图管理信息系统是以工程项目(即实

体)的面积和空间高度来反映施工进程(过程线)

的 ,因此应以工程项目为对象来组织图形数据 ,主

要是面状 、线状地物 。工程施工的特点决定了施

工总图管理信息系统空间数据的特点 ,即实体空

间数据的动态性 、复杂性与相关性 。

实体空间数据的动态性表现在 ,随着施工的

进展 ,施工现场的地理数据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为了及时 、准确地反映施工进程 ,保证工程负责人

员对工程的宏观调控和微观决策 ,图形和数据库

必须具有现势性 。因此 ,在空间数据结构的设计

上力求便于修改 、删除 、增补等操作 。

由于该系统是施工总图管理信息系统 ,其中

涉及到历史数据的保留问题。在本系统中 ,对于

属性信息 ,同一实体的不同版本只是采用增加记

录的方式 ,这样不可避免地带来数据冗余问题 ,具

体解决办法见文献[ 11] 。对于空间数据 ,则将不

同时期的数据文件按序列存为不同的数据文件 ,

从而将各个阶段的信息保存下来。

实体空间数据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施工工程

结构的复杂性上 ,工程人员不仅关心总体施工进

程 ,而且关心工程的局部施工情况 ,即工程结构的

局部细节。所以对于施工总图管理信息系统来

说 ,要管理的实体虽然不多 ,但每个实体的具体细

节都要采集下来 ,以供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决策。

实体空间数据的相关性则表现为施工中实体

间的关联性。施工的过程是一个协调的过程 ,各

个施工实体与其周围的环境紧密相关。为了有效

地控制施工实体的进展 ,须建立系统实体间的关

联关系。

1.2　建立自主空间数据结构的必要性

拓扑结构数据模型是空间对象之间的相互关

　　收稿日期:1999_08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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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ugis2000.02.018



系 ,其主要用途之一就是在进行空间分析时可基

于空间关系而不必使用坐标数据 。许多空间分

析 ,如综合分析或连通分析都是很费时的运算 ,只

有使用拓扑数据 ,才能提高运算速度 。常规 GIS

软件的拓扑结构模型要求对所有对象(点 、线 、面)

均建立拓扑关系 ,虽然方便于空间分析 ,但也存在

增加系统开销的缺点 ,给数据更新增加难度。

在施工总图管理信息系统中 ,人们所关心的

是实体内包含有哪些细部(图块),而并不关心实

体内细部与细部之间的关系。例如 ,对于永久船

闸 ,三峡工程设计人员只想了解它的内部细节以

及它与临时船闸 、导流明渠之间的拓扑关系 ,而不

管永久船闸内部组件之间存在什么样的拓扑关

系。如果采用常规 GIS 软件对实体内每一个细

部都建立拓扑关系 ,那么所做的工作既繁琐又没

有必要 。因此 ,采用常规 GIS 软件的拓扑数据结

构来管理本系统的图形数据 ,不但不能体现出这

种结构的优越性 ,反而更突出了它的缺点 。鉴于

以上分析 ,笔者没有采用常规 GIS 软件 ,而是根

据系统的特点 ,自行建立了一种空间数据结构 ,以

满足工程施工和管理的需要。

1.3　空间数据的几何结构

在本系统中 ,作者设计了一种矢量数据结构

来管理空间数据 ,它由点(point)、图块(block)和

实体(entity)组成 。如图 1所示 ,点集是所有独立

点坐标的集合 ,图块集是所有图块的集合 ,每个图

块由一系列点组成 ,是若干点的一种逻辑组成。

点和图块是在数据进入系统之前产生的 ,而实体

是系统通过人机交互方式生成的 ,一般入库进行

管理 。

图 1　系统的空间数据结构

Fig.1　Spatial Data S tructure of the System

　　图块文件的标识符表明图块的分类码(道路 、

桥梁或房屋等);实体文件的标识符是用户标识 ,

可根据图块的分类码与顺序号来标明 ,也可由用

户自行定义。

另外 ,本系统主要管理的是一些大的施工对

象在施工进程中分布的动态信息 ,其他一些地形

和地物信息 ,如斜坡 、陡坎 、水系 、永久性房屋 、道

路以及一些施工过程中的附属建筑物(在施工过

程中基本不变)只是一种基础信息。本系统将图

形信息分为基础图形信息和扩展图形信息 ,基础

图形信息作为扩展图形信息的载体 ,只以图块的

方式存在 ,没有必要生成实体;扩展图形信息是施

工中的主要施工对象 ,必须生成实体 。系统将图

块是否为基础图形信息的标志写入图块文件中 ,

在图形显示的过程中 ,先显示基础图形信息 ,然后

再显示扩展图形信息 。图形信息有以下两类优

点:(1)在图层管理的动态显示中 ,基础图形信息

只显示一次 ,而扩展图形信息则根据时间或其他

关键字的不断变化而变化 ,这样的图形显示有助

于用户对施工进程有一个动态 、清晰的认识 ,进而

作出决策和规划。同时 ,系统在图形显示时 ,将基

础图形信息和扩展图形信息分开处理 ,大大提高

了图形更新的效率 。通过测试 , 1km2 的区域 、比

例尺为 1∶500 时采用这种显示方式 ,其效率可提

高 3 ～ 5倍 。(2)减少了管理图形数据和属性数据

的工作量。同时 ,由于系统在运行中操作的数据

量只有原数据量的 40%左右 ,因此有利于查询和

检索 。

1.4　实体生成

实体是由多个图块组成的 、具有实际意义的

施工对象 。如何将散乱的图块和确定的实体建立

关系 ,并建立一个封闭的实体图形 ,下面通过人机

交互方式产生 。

1)确定实体所包含的图块信息

有两种方式:(1)点菜方式 。在施工地形图

上 ,利用鼠标点击属于某实体的图块 ,被点中的图

块自动加入到实体的图块链中 。待点击完毕 ,可

单独显示实体图形 ,通过对比来检核图块是否有

遗漏 。(2)圈定方式 。在地形图上 ,围绕实体作一

个封闭的轮廓线 ,系统根据该轮廓线与图块的包

含关系 ,自动将构成该实体的图块加入到其图块

链中 。

在系统的预处理中 ,已经建立了每个图块的

栅格索引 ,使搜索问题局部化 。这样 ,不论是点菜

方式还是圈定方式 ,都能快速地查找图块。

2)实体外轮廓线

与圈定方式不同 ,圈定方式是找出所有属于

实体的图块 ,而建立实体的外轮廓线是确定能够

组成实体外轮廓线的图块 。这样在建立实体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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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之间的拓扑关系时 ,只需组成实体外轮廓线的

图块构件 ,实体内部所包含的图块不参与构件 ,只

供图形显示用 。在这里 ,凡是属于实体外轮廓线

的图块其拓扑标志自动置 1 。

3)做实体封闭线

对于不封闭的实体可进行封闭线处理。

通过上述步骤 ,建立了图块_实体的关系 ,即

一个实体包含哪些图块 ,或图块属于哪一个或几

个实体 ,同时也构建了实体外轮廓线。

1.5　建立空间数据的拓扑关系

下面采用常规方法构建实体与实体之间的拓

扑关系。由图 2 可以看出 ,参与构建拓扑关系的

图块只剩下组成实体外轮廓的图块 ,数据量和运

算量大大减少 ,方便查询 、检索 。这样做可扬长避

短 ,发挥和体现拓扑关系的优势。

图 2　参与构建拓扑关系的图块

Fig.2　Map_blo ck Taking Part in Building

Topology Relation

　　根据拓扑关系建立的方式可分为显式拓扑关

系和隐式拓扑关系 ,其中 ,显式拓扑关系是指在系

统的数据区中直接存储空间对象之间的拓扑关

系;隐式拓扑关系是指利用运算生成所需的拓扑

关系 ,而不直接存储该拓扑关系。

本系统的拓扑关系是一种隐式拓扑关系 ,采

用自动建立的方式 。系统通过遍历实体多边形

(如图 3中多边形 B),建立每个实体多边形的有

向弧段链 ,同时生成实体多边形间的邻接拓扑关

系 ,如图 3所示 。

1.6　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的链接

GIS的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一般采用分离组

织存储的方法存储 ,以增强整个系统数据处理的

灵活度 ,减少不必要的时间与空间上的开销 。但

是 ,GIS 的地理数据处理要求对地理数据(包括空

间数据与属性数据)进行综合处理 ,因此 ,空间数

据与属性数据的链接在 GIS 中占有很重要的地

位。在 GIS中 ,属性数据一般是采用关系型数据

库来处理 , 如 Oracle , Informix , Sybase , Dbase ,

Foxpro ,MS Access等 ,而空间数据则采用专用的

数据库或数据文件来处理 。空间数据通过惟一的

标识符(或称主关键字)与属性数据进行链接 ,从

而完成地理数据的一体化 。

本系统的空间数据用数据文件的方式存储 ,

属性数据用关系型数据库来进行管理 ,而它们之

间的链接采用主关键字来完成 。主关键字与属性

数据存储在数据库中 ,在系统通过人机交互方式

生成实体的同时 ,赋予该实体相应的主关键字 ,从

而完成这两种数据之间的链接 。

实体编号 有向弧段链

B +1, +2 , +3 , +4

… …

弧段编号 左面域 右面域

1 B A

3 B C

… … …

图 3　实体多边形拓扑关系的建立

Fig.3　Building the Topolog y Relation o f Polygons

2　实　例[ 3]

利用本文所讨论的施工总图管理信息系统的

空间数据结构 ,针对三峡水利工程的具体特点 ,笔

者在开发三峡水利枢纽施工总图管理信息系统中

建立了相应的空间数据结构。在该工程中 ,拦河

大坝 、永久船闸 、围堰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水工实

体 ,这些实体的具体细部均以数字化的方式采集

下来 ,作为系统中的扩展图形信息 ,同时将地形信

息和附属设施作为基础图形信息来处理 。

系统的空间数据由点文件 、图块文件 、实体文

件组成。点文件和图块文件是在进行完地形图数

字化后 ,调用数据格式转换模块生成的 。当然 ,系

统也提供了与其他数据格式的转换 ,如 CAD的

DXF 文件 ,ArcView 的 SHP 文件 、文本文件等。

实体文件是系统在建立图形数据和属性数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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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通过人机交互方式产生的 ,相当于实体

与图块文件建立的拓扑关系 ,采用 MS Access进

行管理 。在建立实体的过程中 ,应确保实体空间

数据与属性数据在标识符上的一致性 ,以便于建

立图形数据与属性数据之间的链接 。

实体的拓扑关系根据需要利用系统拓扑生成

模块来建立 ,并将拓扑数据保存在临时表中 。拓

扑表采用施工总图管理信息系统中的结构。

实际测试表明 ,该系统的空间数据结构不仅

简化了空间数据的管理 ,而且提高了系统运行的

效率 ,便于空间数据的动态更新与可视化功能的

实现 。同时 ,为了增强此空间数据结构的通用性 ,

目前正将其用于市政管网信息系统的开发和管

理。

3　结　论

1)由于模型中实际存储的数据只有独立点

集和图块集 ,而图块和实体只是一种逻辑关系 ,因

此该模型有助于系统空间数据的动态更新。

2)采用实体结构来描述施工对象 ,使施工总

图中的信息主次分明。建立实体拓扑关系 ,忽略

实体内部细节之间的拓扑关系 ,不仅节省了数据

存储的空间 ,而且提高了系统空间分析的效率 。

3)采用隐式拓扑方式建立实体的拓扑关系 ,

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效率 ,但却大大增加了系

统空间分析的灵活性 ,同时减少了数据存储量 。

施工总图管理信息系统的空间数据结构为相

关专题信息系统建立适宜的空间数据结构提供了

一条可行的途径 。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系

统 ,其空间数据结构在许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研

究 ,如:①点状与线状实体拓扑关系的建立方法;

②在施工中时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信息 ,如在空

间数据结构中加入时间信息 ,建立时空数据模型 ,

将增强系统基于时间的空间数据分析功能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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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_plan of const ruct ion managing information system focuses on the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and analyzes on const ruction processes.

Deep issues on spatial data structure of the sy stem are illustrated in this paper.By analyzing

charaeteristics of the const ruction project ,we propose a kind of map_block_entity data model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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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deal w ith complex spatial operations and is propi tious to the update and maintenance of sy stem

data.This paper divides the w hole map information into basic map info rmation and ex tended map

information.When the map is processed , the basic map information is show n only , don' t take

par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opology , but o ther info rmation on the map is changed at any moment

acco rding to the actual demand.By reducing quantity of spatial data of system , the operation

speed including query and search is improved obviously using this method.

At the same time , the article t ries to create topology relations of enti ties composed of map_

blocks and brings forward the method of automatic creation.It is well know n that to create the

general topology relation on the objects w ith a large number of parts is very slow and complex.It

is not necessary to make such a complex topology structure because the consumers care fo r the ex-

terior information of the projects instead of the interior constitution of them.The system sets up a

series of polygons wi th nodes by the relation of the map_blocks , and then uses the common

method of creating polygon topology to build the system topology relat ion.By doing that , we can

speed creat ing the sy stem topology and decrease the number of data that are used during sy stem

operation.Therefore , it is obvious that the information query and spatial analy sis are mo re eff i-

cient.

The spat ial data st ructure of the sy stem has been used in the Three Gorges general_plan of

const ruction managing information system.With the need of managing the const ruction informa-

tio n scientifically , the special information will be adopted w idely.As follow s , the sui ted spatial

data will be required strongly.

Key words　general_plan map;map_block;enti ty;data structure;topology relation;spatial analysis

　　GE Yong , female , 27 , PH.D candidate.Her major researches are spat ial data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in GIS/RS , computer simulat ion ,

etc.E_mail:gey@lreis.ac.cn

(上接第 171页)

land;②total population;③macroscopical plan;④social requirement;⑤labour force;⑥water re-

sources;⑦electricity resources;⑧finance;⑨ecological balance;★10 harmonious development;★11

land supply;★12 current situation and financial condi tion;★13 mathematical model.Then w e deter-
mine the g ray parameters of the const raint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onsti tut ions.Three plans of

land use st ructure have been got , and the best one has been given.Comparing the land use st ruc-

ture of current situation w ith optimization solutions , especially optimizing area and planning area

in the land use structure ,we find garden land added mostly ,which is coincident wi th Tianyang' s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The maximization of objective function of land use st ructure is

2.85 billion yuan.This is acco rdant wi th Tianyang' s 2010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goal.It is

shown that the method is bet ter than the usual one.The approach has been proved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It can be used in county' s overall land use planning.

Key words　land use st ructure;g ray linear prog ramming;optim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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