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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四叉树快速动态编码及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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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常规线性四叉树编码方法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分析 , 提出了一种在遍历栅格数据过程中直接生成

四叉树的快速动态编码方法。该方法用栈代替线性表或数组 , 在提取格网单元后 ,直接检测其属性值 , 生成十

进制 Morton 码。将这些数据压入栈 ,在栈中同步地对已检测过的格网单元或结点向上层结点进行合并。当

对整个栅格数据遍历完后 ,栈中剩下的记录就是所需要的线性四叉树编码结果。最后根据测试结果比较了动

态编码与常规编码方法的运行效率和内存占用量。结果表明 , 快速动态编码明显优于其他编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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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栅格数据结构是将地表面划分为均匀的紧密

相邻的格网阵列 ,每个格网单元代表了地表上的

一个区域 ,其地理位置由行列号确定 ,格网单元的

值为所表达的空间对象的属性值或代码 ,其实质

是一个能描述空间对象及其属性的二维矩阵 。由

于栅格数据形式直观 ,便于进行空间分析且能方

便地与同样采用栅格数据结构的格网 DEM(数字

高程模型)和数字遥感图像进行数据集成 ,因而栅

格数据结构成为表示空间数据的有效方式之一。

在栅格数据结构中 ,格网单元的尺寸越小 ,数据的

空间分辨率越高 ,需要存储的数据量越大(按分辨

率的平方指数率增加),数据处理时 ,所需的计算

机内存也越大 ,运行时间也越长。一般来说 ,一个

栅格数据文件由数百万个格网单元组成。然而 ,

许多格网单元与其邻近的若干个格网单元都具有

相同的属性值 ,存在着大量的信息冗余 ,有必要对

栅格数据进行有效的压缩 ,以减少数据的存储量

及对计算机内存的需求[ 1] 。因此 ,研究一种快速

有效的数据压缩方法 ,对于空间数据的存储和分

析十分必要。

1　常规线性四叉树编码

四叉树编码的基本思想是对一个格网单元数

为2n ×2n(n 为大于 1的自然数)的图像或栅格

数据层等分为 4 个子区 ,逐子区检查格网的值。

若某子区内所有格网的值都相同 ,则该子区不再

往下分割;否则 ,把这个子区再分割成 4个子区。

这样递归地分割 ,直到每个子区内所有格网单元

都含有相同的值为止 ,从而把栅格数据组织成一

棵倒立的树状结构。这里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

分割方式 ,需要对大量的格网单元进行重复的检

查判别才能确定是否再分割 ,因而编码时间极长。

　　为了节省时间 ,通常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

来建立四叉树 ,即对栅格数据按一定的顺序进行

检测 ,若每相邻的 4个格网或子区的值相同 ,则进

行合并 ,逐次往上递归 ,直到对整个栅格数据完成

编码。对相同的栅格数据 ,以上两种方式可以生

成相同的四叉树 ,但后者因毋需对大量栅格数据

进行重复检查 ,所以在运行时间上少于前者 。

线性四叉树只需存储最后叶结点信息 ,包括

叶结点的位置 、大小及其属性值。线性四叉树叶

结点的编码(即地址码)遵循一定的规则 ,隐含了

叶结点的位置信息和大小。地址码可以按四进

制 、八进制数编码 ,但为了使用方便 ,通常采用十

进制数的 Morton码(简称 MD 码)。对 8×8栅格

数据 ,其 MD 码编码规则如表 1所示 。

1.1　线性表法[ 2]

对栅格数据按行顺序进行扫描 ,顺序计算每

个格网单元的MD码 ,这需要开辟大小为5×2
n ×

2n 字节的线性表 ,用于存储格网单元的 MD 码

及其属性 。在提取格网单元的属性值和计算格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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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对应的 MD 码后 ,存入该表 ,并对表按 MD

码的大小进行升级排序 ,然后检查区域内相邻 4

个栅格单元(或子区)的属性值 。若相同 ,则合并 ,

仅记录最小的 MD 码及其属性 。

表 1　栅格数据的 MD 码编码规则

Tab.1　Encoding Rules of MD for Raster Data

列号
行号

0 1 2 3 4 5 6 7

0 0 1 4 5 16 17 20 21

1 2 3 6 7 18 19 21 23

2 8 9 12 13 24 25 28 29

3 10 11 14 15 26 27 30 31

4 32 33 36 37 48 49 52 53

5 34 35 38 39 50 51 54 55

6 40 41 44 45 56 57 60 61

7 42 43 46 47 58 59 62 63

　　这种方法存在着如下缺点:①在建立四叉树

之前 ,必须开辟大小至少为 5×2
n
×2

n
字节的内

存空间 ,占用大量的内存;②在逐行扫描栅格数据

的过程中 ,对每个格网单元都要计算其对应的

MD 码;③这种方法只能在排好序的线性表中进

行 ,排序过程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④在建立四叉

树过程中 ,要对已排序的线性表进行反复扫描 ,并

检测相邻 4 个单元的属性值 ,以确定是否合并。

当栅格数据的格网单元数达数百万时 ,在所需的

内存和运行时间上难以保证。

1.2　伪码法[ 3]

从表 1可以看出 , MD 码正是自下而上合并

生成四叉树过程的顺序编号 ,按自然数顺序的线

性表扫描即可产生四叉树 。事先开辟一个大小为

2n ×2n的一维数组A(需要2n ×2n字节的内

存),按行号顺序对栅格数据进行扫描 ,把行 、列号

转换成伪码 ,由伪码计算对应的 MD 码 ,并将格

网属性值直接赋给以 MD 码为下标的 A 数组单

元 ,即 A(MD)=V(i , j)。当对所有的格网单元

遍历完后 , A 数组各单元均得到相应的值 ,且其

下标恰为升序的 MD 码。这种方法与线性表法

相比 ,减少了 MD 码的排序过程 ,在运行速度上

有所提高 ,但其他缺点依然存在 ,仍然需要大量的

内存和运行时间。

2　线性四叉树快速动态编码

为了克服常规线性四叉树编码存在的缺点 ,

笔者提出一种只需对栅格数据遍历一次就能直接

生成线性四叉树的动态编码方法。该方法用栈来

代替线性表或数组 ,在提取格网单元后 ,直接检测

其属性值 、生成 MD 码 ,并同步地对已检测过的

格网单元进行合并 ,动态地建立四叉树 。

2.1　线性四叉树快速动态编码的原理

四叉树动态编码的原理是以动态栈来代替静

态的线性表或数组。在顺序提取格网单元属性值

的过程中 ,利用栈“先进后出”的特点 ,通过压缩栈

中的记录来建立四叉树。当完成对栅格数据的遍

历和对栈的压缩后 ,栈内记录就是所要求的线性

四叉树编码结果 。把栈内记录写成文件 ,就实现

了对栅格数据的线性四叉树编码。动态编码的过

程可用图 1来表示。

　　如图 1所示 ,动态编码方法主要包括提取格

网单元 、比较格网单元的属性值并入栈和压栈 3

个过程。

图 1　8×8 栅格数据 MD 编码 、压栈过程示意图

Fig.1　Processing Sketch of MD Encoding and Stack Pushing for 8×8 Raster Data

2.1.1　提取格网单元

按 MD 码的顺序 ,依次从栅格数据中以 2×2

的窗口(如图 1中栅格数据上的粗线框所示)提取

4个格网单元的属性值 ,这 4个单元所对应的栅

格数据的行列号由 MD 码反求。由于 MD 码是

由行号和列号的二进制数两两交叉组合的结

果
[ 3]
,因此可以由 MD 码的二进制数采用位运算

规则分解出行列号(如图 2所示),其中奇位和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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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组合的十进制数分别对应行号 I 和列号 J 。

2.1.2　比较格网单元的属性值并入栈

比较所提取的 2×2的窗口对应的 4 个格网

单元的属性值是否相同 ,如果完全相同 ,则仅把这

4个格网单元中的左上角格网单元(即 MD 码最

小者)所对应的 MD 码及其属性值入栈;否则 ,把

4个格网单元按 MD 码由小到大将其MD 码和属

性值全部入栈。记录栈顶指针 。

2.1.3　压栈

要实现动态地建立线性四叉树 ,必须对已入

栈的记录进行更高层结点的合并。因此 ,当栈内

记录数大于等于 4时 ,需要判断是否对已入栈的

记录进行合并压缩 。动态编码利用栈顶记录的

MD 码来确定是否对栈进行压缩和应对栈压缩的

次数 T :

mod
(MD +1)
4K+1

=0 (1)

T =max(K) (2)

式中 , mod为取余函数 。首先求取 K 的可能整数

解 ,则 K 的最大值就是应压栈次数 T 。在计算机

中求解 T 的方法是 ,把 MD+1转化成四进制数 ,

该四进制数末尾 0的个数就是 T -1。

图 2　MD 码的二进制数与行列号之间的对应关系

Fig.2　Relation between Binary Value of M D and Row or Column Numbers of Raster Data

　　以压栈次数 L 为循环变量进行循环(L 的取

值为从 1到 T),比较栈顶连续 4 个记录之间的

MD码差值是否等于 4L。如果不等 ,则栈中记录

已是叶结点 ,不能合并压缩 ,退出循环;若相等 ,还

需再比较它们之间的属性值是否完全相同。若不

同 ,则不能进一步压缩 ,退出循环;若完全相同 ,说

明本层 4个结点具有相同属性 ,应该合并压缩 ,此

时移动栈顶指针 ,使最上面的 3个记录出栈 。如

此循环判断 ,直到该栈不能继续压缩为止。

2.2　线性四叉树快速动态编码的实现

根据上述动态编码的思想 ,笔者用 V C
++
编

程 ,对该方法进行了具体实现 ,并在奔腾 233微机

上进行调试和运行。算法采用的流程如图 3所示 。

3　实验结果与讨论

为了比较快速动态编码与常规线性四叉树编

码方法在运行速度及内存需求上的差异 ,特意选

取不同大小和复杂程度的栅格数据 ,分别以快速

动态编码 、伪码法和线性表法对这些数据进行编

码测试 ,其测试结果如表 2所示。

从表 2可以看出 ,在运行时间上 ,动态编码比

两种常规编码法少得多 ,栅格数据越大 ,这种优势

越明显 。其运行效率高的原因主要取决于以下 3

个因素:①不需要对栈内记录进行排序;②整个编

码过程只对栅格数据遍历一次;③MD 码与行列

号之间的转换次数少 ,动态编码仅需对 2×2窗口

中左上角的格网单元而不是对每个格网单元都进

行 MD 码到行列号的转换 。

图 3　快速动态编码算法流程图

Fig.3　Flow Chart for Fast Dynamic Encoding

of Linear Quadtree

　　在内存需求上 ,动态编码比其他两种编码方

法也小得多 ,这是因为 ,动态编码利用栈动态地分

配内存 ,在对栅格数据遍历的过程中 ,不停地对同

层结点记录进行合并 ,无需存储每个格网单元的

MD码及其属性值的对应关系表;同时也不需要专

门开辟内存区来存放四叉树。而其他两种算法既

需要内存来存放每个格网单元的线性表或属性数

组 ,又需要内存来存放四叉树编码结果 。动态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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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的内存需求主要取决于栅格数据的复杂程度 ,

当栅格数据复杂(相邻栅格单元属性变化大)时 ,

内存需要量大;若栅格数据中同质格网单元多 ,那

么 ,即使栅格数据格网单元增加一倍 ,内存需要量

也很小。

表 2　几种编码方法的运行速度及内存需求对比表

Tab.2　Comparing Results among Di f ferent Encoding Approaches on R unning S peed and Memory Requirement

编码方法

128×128

运行时间

min s ms

内存需求

KB

512×512

运行时间

min s ms

内存需求

KB

1 024×1 024

运行时间

min s ms

内存需求

KB

动态编码 00 00 60 9 00 00 600 74 00 02 700 132

伪码法 00 00 160 27 00 02 850 324 03 37 130 1 134

线性表法 00 32 350 89 10 86 530 1 355 58 48 780 5 250

　　通过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 ,动态编码方法在

运行效率和所需存储空间上均优于常规四叉树编

码 ,且栅格矩阵越大或属性越复杂 ,这种优势越明

显 ,这为解决栅格数据的快速压缩存储提供了一

种可行的方法 。但是 ,如何利用已进行线性四叉

树编码的栅格数据直接进行空间分析和操作 ,仍

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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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Dynamic Encoding of Linear Quadtree and Its Re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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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ster data st ructure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data structures to express spatial data.

When raster data structure is used , the smaller the size of pixel or g rid cell is , the higher resolving

pow er of spatial data comes and the more cells wi th the same at t ribute value.This structure causes

a large amount of redundant info rmation.It is essential to compress the original raster data fo r the

purpose of reducing the amount of data sto rage and the requirement of memory resource during

data processing.

Linear quadtree encoding is one of the signif icant compressing and o rganizing approaches for

raster data.It t ransforms the primal raster data into a linear table.In the table , there are tw o

columns that represent respectively the decimal Mo rton codes w hich denote the locat ion and size of

the leaf nodes of the quadtree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att ribute v alues.Tw o different t raditional

methods can be used to const ruct the linear table.They are linear_table method and pseudo_code

method respectively.Both of the tw o methods are t ime_consuming and require large memory

blocks when a huge raster data file is processed.It is necessary to investigate a new , fast and ef fec-

tive data compressing method to suit for huge raster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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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e to disadvantages of the two t raditional linear quadtree encoding methods , a fast dynamic

linear quadtree encoding approach (FDLQE)is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This method can con-

st ruct linear quadtree directly through only once tracing of the w hole raster data.It uses a dynamic

stack instead of linear table o r one_dimensional array .FDLQE takes the decimal M orton code and

i ts corresponding att ribute value of a pixel or a homogeneous region as a record.It once uses a 2×

2 window to ext ract 4 sequential pixels f rom the original raster data according to their decimal

M orton codes , compares w hether their att ribute values are the same.If the att ribute values of the

pixels are the same , the 4 pixels can be combined into a node and the smallest decimal M orton code

and its corresponding at tribute value are pushed into the stack as one record.Otherw ise , they are

all taken as records and pushed into the stack.The point to the top of the stack is reco rded.The

top record is examined together w ith other records previously pushed into in the stack whether

they can be united to form upper nodes synchronously.When the pixels of the raster data are

traced over , the records remained in the stack are just the linear quadtree encoding result.The al-

go rithm of FDLQE approach is realized on a Pentium Ⅱ233 micro_computer w ith V C++ pro-

g ram language.For the purpose of comparing the encoding eff iciency betw een FDLQE and linear_

table method o r pseudo_code method , the running speed and memory requirement are taken as the

comparing index.The test ing result show s that FDLQE is superior to linear_table method or pseu-

do_code method in both indexes.The larger the raster data is , the more obvious advantages

FDLQE has over the other tw o conventional encoding methods.

Key words　raster data;linear quadtree;Morton code;dynamic enc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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