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5 卷 第 6 期 武 汉 测 绘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Vol.25 No.6
2000 年 12 月 Journal of Wuhan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Dec.2000

文章编号:1000_050X(2000)06_0516_05

基于关系数据库的地籍空间数据存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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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出了用关系数据库管理地籍空间信息的基本设想 , 并给出了实现这一设想的具体方法及步骤。包

括 3 个方面的内容:传统地籍空间信息管理存在的问题讨论 ,用关系数据库管理地籍空间信息的可行性分析 ,

数据存储方式以及实现这种存储方式的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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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地籍管理的核心内容 ,主要包括两个部

分:地籍图形档案和地籍文档。目前的地籍管理

系统管理上述内容的基本方式主要采用 GIS 平

台软件(如 Mapinfo ,Arcview 及 Mapti tude 等)管

理图形信息 ,而采用关系数据库(如 SQL Server ,

Sybase或Orcale 等)来管理地籍文档 ,有些地籍

系统甚至直接用某个 GIS 平台来管理上述两种

数据 ,但这些地籍管理系统在以下方面难尽人意。

1)数据的安全性难以保证。目前 ,大多数

GIS平台都是将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分开存储 ,

空间信息一般按某个开发商自定义的结构以文件

或文件组的方式存储;属性数据则交给关系数据

库进行存储管理 ,这种数据存储方式对 GIS 的应

用和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从 GIS 的

发展来看 ,上述基于文件的空间信息存储方案只

能是 GIS 发展中的过渡性方式 ,这种方式的缺点

就是其安全性能差 。一般来说 ,数据文件的安全

是由操作系统来完成的 ,这就使以文件存储的空

间信息难以有安全保证 ,而地籍档案(无论是地籍

图形档案还是地籍文档)是土地使用者合法使用

土地的法律凭证 ,这无论是对管理者还是使用者

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 。地籍档案的安全保证在地

籍管理系统中很重要 ,所以 ,在设计地籍管理系统

的存储结构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一要求。

2)地籍图形变更困难 ,其完整性不易保持。

地籍变更是地籍管理中的核心内容 ,在初始登记

结束后 ,日常的地籍管理事务都属变更登记范畴。

地籍变更包括图形变更和属性变更两大部分 ,属

性变更在系统设计中较容易实现 ,图形变更往往

成为地籍系统设计的难点 。由于录入的图形信息

自身的误差 ,目前的 GIS 平台(如 Mapinfo)在进

行宗地合并及分割时 ,往往容易产生裂缝和空隙 ,

对这些裂缝和空隙 ,即使采用相关处理措施(如并

入邻近宗地等)仍然不能完全避免 。此外 ,以图形

文件来存储宗地及界址信息 ,在图形变更时 ,极容

易因操作失误而导致图形的移位或改变 ,这些失

误在图形信息提交前如未得到及时改正 ,就将成

为永久的错误存储在 GIS图形文件中 ,这些错误

将严重影响地籍图的完整性。这类错误在基于文

件的 GIS 图形管理中很难恢复 ,这主要是因为其

缺乏数据的安全恢复机制 。

3)地籍档案的传输和数据共享有一定困难。

地籍档案是重要的法律凭证 ,同时也是国家进行

土地统计和征收土地使用税的重要依据 ,为完成

土地统计及相关土管工作 ,必然要涉及到地籍档

案的传输与数据共享问题 。基于文件存储的 GIS

图形信息 ,在传输和共享时的明显障碍是对 GIS

平台的依赖性 ,不同平台的 GIS 图形文件 ,其数

据存储格式是不同的。出于商业目的考虑 ,一般

来说 ,其内部格式是不公开的 ,仅提供相应的交换

格式。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数据共享 ,就只有两

种选择:①采用相同的 GIS 平台 , ②增加额外的

数据转换工作 ,以实现对不同平台的 GIS图形文

件的调用和相关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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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数据访问效率低。基于文件的 GIS 图形

数据存储方式 ,在对其图形对象进行操作时存在

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①多用户下进行编辑时的

数据锁定较为困难;②在进行插入和删除时 ,首先

要判定当前对象涉及数据的存储位置 ,而后对其

后面的存储数据作相应移动 ,这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数据访问和操作的效率;③在进行空间数据

检索时 ,其执行效率远不如对关系数据库进行检

索的效率 。

由于基于文件的地籍空间信息存储结构有上

述缺陷 ,本文提出了用关系数据库存储地籍空间

信息的基本设想 ,并在后文对其可行性 、数据组织

和实现方法进行了详细讨论。

1　用关系数据库存储地籍空间信息
的可行性分析

　　数据共享和网络化是 GIS 致力发展的两个

重要方面 ,但基于文件的 GIS图形管理在这两方

面显得都比较欠缺 ,而关系数据库在这些方面却

有着极为明显的优势:①数据安全性具有必要的

保证;②数据传输和数据共享容易实现;③记录锁

定 、并发控制和安全恢复得以实现等 。这些特点

能有效地克服以往地籍管理系统中的若干缺陷 ,

以保证对地籍档案的有效管理 。

将空间信息存储在关系数据库中是切实可行

的 ,Mapinfo 公司和 Orcale 公司联合推出的 Spa-

tialWare及相关 Orcale 8i就是一个基于全关系数

据库的GIS数据存储的全面解决方案 ,它实现了

将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存储在同一关系数据库的

目标。从本质上讲 ,空间信息与属性信息的存储

只是在数据组织和存储结构上有一定的差异 ,因

此 ,只要合理设计一数据存储结构 ,在关系数据库

中存储空间信息是完全可能的 。

将空间信息存储在基于网络的关系数据库

中 ,就可以借助于网络数据库来管理 、维护相关数

据 ,以弥补文件存储的不足。当然 ,要在关系数据

库中存储空间信息 ,并非只有 Orcale 有此能力 ,

其他数据库系统如 SQ L Server , Sybase , Informix

等都可以用来存储空间信息 ,这些数据库系统都

是目前较为成熟的大型关系数据库 ,它们各有优

缺点 ,具体运用时可根据系统设计的侧重点来定。

地籍图形信息中最为重要的是界址点信息和

宗地信息 ,对于其他相关的地籍图形信息 ,相对于

上述两种信息来说 ,其重要性显得不那么突出。

因此 ,在地籍图形信息存储结构设计时 ,对不同的

图形信息就可以加以区别对待 ,并分开管理 。对

于界址点信息和宗地信息 ,鉴于其重要性 ,可以用

关系数据库来管理 ,而对其他相对次要或作为背

景的图形信息 ,仍可以用 GIS 图形文件来管理 ,

当然也可用关系数据库来管理 ,具体采用何种方

式有赖于实际的系统要求 。

2　用关系数据库存储地籍空间信息
的数据组织

　　由于地籍管理的法律效应和严肃性 ,地籍调

查必须遵循严格的调查程序和调查规范 ,其调查

结果必须是现势的和真实的。地籍调查资料包括

地籍图形信息和宗地调查文档资料两部分。地籍

图形信息中包括界址点坐标信息 、宗地现状图及

其他相关图形 ,笔者采用关系数据库来管理界址

点坐标信息 、宗地现状图 , 而其他图形仍按 GIS

图形文件存储 ,地籍图形存储结构如图 1所示(这

里以Sybase 和 Mapinfo 分别作为系统的数据库

平台和GIS平台)。

对地籍图形(这里仅指存入 Sybase 部分)要

存入数据库 ,必须进行相应的抽象 ,设计出对应的

数据表。这里主要涉及到 3个表 ,即界址点坐标

表 、宗地基本信息表和宗地界址点路由表 ,其结构

设计如下 。

1)界址点坐标表(jzd)

create table dbo.jzd(

Uid M yidentity identi ty , / ＊系统标识码 ,

Myidenti ty 为自定义类型＊/

Jid char(20)not null , / ＊界址点编号＊/

x real not null , / ＊x 坐标＊/

y real not null , / ＊y 坐标＊/

S Type int not null , / ＊符号类型＊/

…

const raint jzd_1120034301 PRIMARY KEY

CLUSTERED(U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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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宗地基本信息表(zd)

create table dbo.zd (

Uid M yidentity identi ty , / ＊系统标识码 ,

Myidenti ty 为自定义类型＊/

Zid char(20)not null , / ＊宗地编号＊/

Ftype int not null , / ＊填充模式＊/

Ltype int no t null ,/ ＊边界线型＊/

…

const raint zd_480032021 PRIMARY KEY

CLUSTERED(Uid)

)

3)宗地界址点路由表(ZDindex)

create table dbo.ZDindex (

Uid M yidentity identi ty , / ＊系统标识码 ,

Myidenti ty 为自定义类型＊/

ZDuid int not null ,/ ＊宗地标识码＊/

JZDxh int not null ,/ ＊界址点序号＊/

JZDuid int not null , / ＊界址点标识码＊/

JZDjid char(20)null ,/ ＊界址点编号＊/

const raint ZDindex_11040069641 PRIMARY

KEY CLUS TERED(Uid)

)

上述的 3个表 ,界址点坐标表用以存储系统

管理范围内所有界址点的坐标信息 ,依据该表可

生成和重建界址点图层(所谓重建 ,即当相关图层

被破坏或删除后 ,系统能自动从数据库中读取相

应空间信息 ,重新创建相关图层);宗地基本信息

表只保持最基本的宗地信息;宗地界址点路由表

用以存储宗地涉及的界址点序列 ,记录其宗地号 、

界址点序号 、界址点标识码等信息 ,它与界址点坐

标表合用即可生成和重建宗地图层 。

即使采用了部分空间信息关系数据库存储方

案 ,鉴于所选 GIS 平台(在这里是 Mapinfo)的空

间信息存储方式是基于文件存储的 ,所以在系统

运行过程中 ,不得不借助于两个临时图层(即界址

点层和宗地层)来临时存储相应空间信息 ,以备交

互图形操作之用 。这种处理方式有两个明显的缺

陷:①两个临时图层和数据库中存有相同信息 ,产

生了一定的数据冗余;②部分空间信息先经过

Mapinfo文件转存后再对其进行操作 ,降低了系

统工作效率。事实上 ,由于空间信息存储在数据

库中 ,所以完全可以通过编制相应的图形操作软

件直接从数据库中读入数据以生成图形 ,同时将

交互编辑后的图形信息返存回数据库。尽管该方

案存在上述缺陷 ,但其优势也是极明显的 ,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①由于空间信息存储在数据库

中 ,所以上述两个临时图层的数据安全就显得无

关紧要 ,如果没有 ,系统能自动从数据库中读取相

关空间信息 ,并对其加以重建;②空间信息的关系

数据库存储方案对远程数据传送和数据访问(如

通过 PSTN 或 2M 专用电路传送等)也是极为有

利的 ,这能有效地保证省局和各市 、县局进行信息

(包括图形信息)交换;③上述存储方案对空间信

息的存储是透明的 ,因而具有平台无关性 ,只要选

定的平台能提供创建点 、线 、面对象的功能和相关

的图形操作功能 ,通过一定的二次开发 ,就都能操

作其图形信息 。这种设计对协调全省乃至全国地

籍信息管理和交换应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只要国

土资源部或省局制定统一的空间信息存储和交换

方案(基于数据库的),那么各地采用何种 GIS 平

台建设土管系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将各地的

土地管理系统数据库相互链接 ,即可构成一个大

的分布式数据库网络 ,任何一个联网节点(省 、市

或县国土局)经过另一节点的授权 ,即可实现对另

一节点数据库的访问 ,当然也就能够查询其空间

信息(其图形信息会在本地自动重建 ,生成临时图

层)和相关的属性信息了 。

3　用关系数据库存储地籍空间信息
的实现方法

　　从关系数据库中读入空间信息以及将空间信

息存入数据库是实现用关系数据库管理空间信息

必须解决的两项关键技术 。本文以笔者为四川省

彭州市所做的总体方案为例 ,来说明用关系数据

库管理空间信息的基本方法。

在彭州市地籍管理系统的设计中 ,笔者采用

Mapinfo来管理部分空间信息并提供图形处理能

力 ,用 Sybase 来管理界址点坐标 、宗地图等空间

信息和全部地籍属性信息 ,系统的集成由 VB来

实现。在系统的图层设计时 ,界址点和宗地各占

一层 ,且界址点图层中的字段中必须包括与前面

Sybase库中界址点坐标表中的 Uid相同性质的字

段 ,以作为图形属性连接字段。宗地图层也是如

此 ,这是保证图形对象与数据库中记录一一对应

的必要手段。

对数据库的访问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完成 ,

如ODBC 、RDO 以及 ADO 等 ,笔者采用 ODBC来

进行数据库的链接。对于 Mapinfo , 笔者采用

OLE运行机制 ,并借助开发工具 Mapbasic来实现

图形的各种操作 。总的来说 ,上述提及的两个关

键技术可具体化为图形对象的插入 、删除 、更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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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 Mapinfo 图形对象和 Sybase 库中的空间信

息记录一一对应(即保持所谓的图数一致性)等操

作。在保持数据库逻辑一致性和完整性方面 ,关

系数据库的触发器功能 、事务处理和安全恢复等

优越性就显得极为有效。

1)事务处理

系统初始化时 ,必须要做的两件事是建立一

公用的数据库链接和进行 Mapinfo OLE 对象的

初始化 , 这两项工作完成之后 , 就建立了 VB 、

Sybase和 Mapinfo 之间的相互联系 ,三者间的数

据通讯链路就建立起来了 ,相关的图形操作就可

以进行了 。下面以界址点的插入来说明系统的工

作原理(这里假定公用的数据库链接变量为 cn ,

Mapinfo 的 OLE 对象变量为 mapinfo),其他相关

图形操作与此类似。

Dim ssql as st ring

cn.BeginTrans

ssql =“insert jzd values(…)”

cn.execute ssql

if InsertAPointIntoMapinfo(…)then / ＊这

里的函数为向界址点图层插入一点 ,如果成

功 ,返回 True ,否则返回 False ＊/

　　cn.CommitTrans

　　Mapinfo.do “ commit table <界址点图

层>”

Else

　　cn.RollbackTrans

　　Mapinfo.do “rollback table <界址点图

层>”

End if

2)触发器的应用

触发器的应用有效地提高了系统运作的效

率 ,同时对保证数据库的一致性有重要作用 。这

里主要涉及两个触发器:①当界址点编号被更新

时 ,触发更新 Zdindex 表中与该界址点有相同标

识码的记录;②宗地删除时 ,触发删除 Zdindex 表

中与该宗地有相同标识码的所有记录。

(1)界址点编号更新触发器

CREATE TRIGGER dbo.Update_ZDindex_bh

ON dbo.jzd

　FOR UPDATE AS

　　BEGIN

　　declare @Jid char(20)

　　declare @Uid int

　　if @@rowcount=0

　　　return

　　select @Uid=Uid from inserted

　　select @Jid=Jid f rom inserted

　　update ZDindex set JZDjid=@Jid

　　　where JZDuid=@Uid

　　END

(2)宗地删除触发器

CREATE TRIGGER dbo.DeleteRelatedZ-

Dindex ON dbo.zd

　FOR DELETE AS

　　BEGIN

　　　delete ZDindex where ZDuid in(select

Uid f rom deleted)

　　END

3)安全恢复

任何一个数据库在运行过程中 ,都会因各种

原因(如介质故障等)使数据库受到损坏 ,而导致

系统崩溃 ,这时就需要对数据库进行相应的安全

恢复 。因此 ,在数据库设计中 ,数据库的安全恢复

能力是必须加以重点考虑的。一般来说 ,数据库

的恢复可以通过 3种方式来完成 ,即磁盘镜像恢

复 、备份数据库恢复和数据库在线日志辅助恢复。

在设计数据库时 ,系统的恢复能力和性能应当同

时考虑 ,这二者是相互对立的 ,如果过分强调系统

恢复能力 ,如采用数据库的镜像功能则可实现不

停顿恢复 ,但同时也会加剧 I/O 访问量 ,使系统

性能降低 ,反之 ,系统恢复能力将会降低。所以 ,

如何在这二者之间找到一平衡点就是数据库优化

设计中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在彭州市地籍管理

系统数据库设计中 ,鉴于地籍信息的重要性和网

上办公的需要 ,同时考虑到系统对实时性要求不

高 ,笔者同时采用了上述 3种恢复方式 ,这有效地

保证了数据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4　结　语

综上所述 ,用关系数据库管理地籍空间信息

是切实可行的 ,它无论是在数据安全保证 、数据传

输与共享 、事务处理 、并发控制以及数据安全恢复

等方面 ,都较以往纯粹基于文件的图形信息存储

方式有较大的优越性 ,这种存储方式也降低了对

GIS平台的依赖性 ,对于空间信息的全关系数据

库存储方式 ,则可完全摆脱对 GIS平台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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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cadastral spatial data storage structure based on relational

database , and the procedure of it s realization.This paper consists of three parts.In the first part ,

some existing problems in old cadast ral spatial data storage st ructure are discussed.These problems

include:①the security of cadast ral spatial data is difficult to be assured of;②the change of

cadaster is dif ficult and the integrality of cadaster is difficult to be assured of;③ there exist in

some problem transmission of cadastral info rmation and its share;④ the ef ficiency of data access is

low .In the second part ,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relat ional database to store spatial data is analyzed

and a new cadastral spat ial data storage st ructure is presented.At the same time , the related table

structures and i ts field descriptions are given , the meri ts and demerits of this storage st ructure are

analy zed in detail.In the last part , through a real example , the detailed method to make the new

storage structure realized are given.Moreover , some key techniques to make the new storage st ruc-

ture realized are discussed.These techniques include:①the application of database transaction;②

the application of database trigger;③the secure recovery of database.

Key words　GIS;spatial database;cadaster

　　LUO De' an,male , 32 , PH.D candidate , lecturer.Hismain interests are theoret ical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 ion of GPS withGISand related

applicat ion system development.His main achievements include:having organized and f inished the development of safekeeping vehicle real

t ime monitor system for Sichuan safekeeping bureau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and management system for Pengzhou.Moreover , he had partici-

pated in the integrated traffic planning of Hongkong island and the integrated traff ic planning of Yant ian port in Shenzhen.

　　E_mail:luodean@263.net

520　　　　　　　　　　　　　　　　　武 汉 测 绘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200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