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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我国数字正射影像产品的空间参考特性和建立大型无缝影像数据库所带来的问题 , 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海量影像数据管理中分带存储模式和跨带漫游算法 , 实践证明了用这种管理方式来建立省级或国

家级无缝影像数据库的科学性 、有效性和实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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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 、数字摄影测量软件

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和应用的普及为遥感图像处理

开辟了广阔的前景。GIS 作为采集 、存储 、分析处

理 、管理地理空间数据及其属性数据的综合性信

息系统 ,所管理的空间数据主要是矢量数据 ,矢量

数据的建库是众多 GIS 软件所具备的基本功能。

随着 GIS 软件应用的深入 ,数字正射影像和大范

围的正射影像镶嵌在整个 GIS 领域的应用越来

越广泛 ,正射影像具有信息丰富 、覆盖面广和经

济 、方便 、获取快速等优点 。另外 , 1m 分辨率的数

字正射影像也是数字地球的基础 。目前 ,多数商

业化的GIS软件都可以将数字正射影像数据 、遥

感数据作为背景影像与矢量数据 、DEM 数据进行

套合显示输出 ,而在像公路 、铁路 、电力的勘测设

计及江河湖泊整治等的 GIS 应用中 ,以图幅(图

像)文件为对象的处理难以满足实际应用的需要 ,

也难以实现用影像数据快速更新 GIS 数据的目

的(方涛 , 1999)。如果能够把多幅正射影像建立

成一个无缝的正射影像数据库 ,这个问题将会得

到很好的解决 ,可以使众多的 GIS 用户从枯燥的

大数据量正射影像镶嵌中摆脱出来 ,集中精力从

事具体的研究和应用(Nebiker S ,1998)。

但是 ,由于我国的国土面积较大 ,正射影像产

品空间参考大都是以高斯投影后的平面坐标为基

础 ,对于一个省级或国家级的大型影像数据库而

言 ,由于投影分带的原因 ,正射影像产品的空间参

考的起算原点并不相同 。例如广东省全省1∶1万

的正射影像产品 ,按照高斯投影后的坐标分成了

37°,38°,39°三个 3°高斯投影带 ,每个带的坐标都

是以本带的坐标原点为参考点 ,空间基准不统一 ,

而且相邻两带带边的图幅变形很大 。这样 ,在多

个坐标原点和带边数据存在几何变形的情况下 ,

给省级或国家级这样的大型影像数据库的无缝数

据组织带来了问题。本文深入分析了问题产生的

原因 ,并结合生产和应用的实际情况 ,采取合理的

办法解决了海量空间数据的无缝组织问题。

1　正射影像的空间参考

在测绘技术领域内 ,如果影像不配有相应的

地图投影和坐标系统 ,是没有什么应用价值的。

在正射影像制作的过程中 ,实际上对图像的每一

个像素都赋予了相应的空间参考 ,它也是影像数

据库无缝的几何基础 。由于正射影像是按照正射

投影形成的二维平面影像图 ,为了与地形图和地

图联合使用 ,在生产正射影像时采用与地形图和

地图相同的空间参考和投影系统。正是这种空间

参考 ,加上正射影像含有丰富的信息 ,使得正射影

像具有科学性和可量测性 ,成为空间信息的主要

载体 。

由于我国的版图比较大 ,而且大部分位于中 、

低纬度地区 ,因此我国现行的大于 1∶50万比例尺

的各种地形图都采用高斯_克吕格投影即横切

椭圆柱正形投影 。经过高斯_克吕格投影后的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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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坐标系是以相切的经线(中央经线)的投影为

X 轴 ,以赤道的投影为 Y 轴。高斯_克吕格投影

具有以下特点。

1)中央经线投影为直线 ,而且是投影的对称

轴(也是投影平面的 X 轴);

2)高斯_克吕格投影是等角投影 ,投影后具

有角度不变 ,伸长固定的特点(即同一地点各个方

向的长度比不变),满足等角的要求;

　　3)中央经线上长度没有变形 ,离中央经线越

远变形越大。

为了限制投影变形 ,必须进行分带投影。所

谓分带就是按照一定的经度差 ,将椭球体按经线

划分成若干个狭窄的区域 ,各个区域分别按高斯

投影的规律进行投影 ,每一个区域就称为一个投

影带。在每一个投影带内 ,位于各带中央的子午

线就是轴子午线 ,各带相邻的子午线叫边缘子午

线。分带之后 ,各带均有自己的坐标轴和原点 ,形

成各自独立但又相同的坐标系统。

根据国际通用方法 ,我国投影分带主要有两

种:在我国 1∶2.5万到 1∶50万地形图均采用6°分

带投影 ,1∶1 万及更大比例尺的地形图采用 3°分

带投影 ,以保证投影变形误差满足地图的精度要

求。6°分带是从格林尼治零度经线起 ,每 6°为一

个投影带 ,从 1开始 ,自西向东顺序编号 ,全球共

分为 60个投影带。3°分带是从东经 1°30′起算 ,

每 3°为一带 ,也是从 1开始 ,自西向东顺序编号 ,

将全球划分为 120个投影带。我国的国土范围是

位于北纬 4°到55°之间 ,东经73°到 135°之间 ,6°带

的范围从 13到 23跨了11个带 , 3°带的范围从 24

到 46跨了 23个带。

根据高斯投影的变形规律 ,每个投影带在平

面上的投影就像一个梭子 ,每一个带设立一个平

面直角坐标系 ,以轴子午线的描写形作为纵坐标

X 轴 ,以轴子午线与赤道的交点作为坐标系的原

点 ,赤道的描写形就是横坐标 Y 轴。这样 ,在轴

子午线以东的横坐标是正值 ,轴子午线以西的横

坐标是负值。为了避免负值的不方便 ,把纵坐标

向西平移 500km 使得横坐标永远为正值 ,同时为

了区别不同的投影带 ,在横坐标前加注带号。

2　跨带问题的产生

上述分带的方式固然可以限制投影变形 ,但

带来了投影不连续的问题 ,两个相邻投影带的公

共边缘子午线 ,在两带投影平面上描写形的弯曲

方向相反 ,使得位于边缘子午线附近分属两个带

的正射影像图不能拼接起来 ,图 1显示了相邻两

带边缘的相邻图幅的变形情况 。当图像漫游到相

邻两带的相邻图幅时 ,由于两带的高斯坐标基准

不同和各向两边的中央经线产生的变形导致两幅

影像无法无缝地镶嵌到一起 ,产生裂缝 。对于 6°

带的高斯投影 ,两个投影带之间的裂缝(按照投影

后的高斯横坐标计算)在我国最北部(北纬 54°)

约为 275km ,在中部地区(北纬 36°)约为 127km ,

而在南部(北纬 18°)约为 32km 。当进行图像漫

游时如果显示窗口从一个投影带向另一个投影带

过渡时 ,漫游窗口的范围正好跨越两个投影带 ,即

产生了跨带问题。

图 1　带边相邻图幅的变形

Fig.1　Distortion of Neighbo r Map in Two Belt Edge

3　无缝组织方法

3.1　统一的空间参考带来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 ,对于一个空间数据库 ,为了数据

分析和使用的方便 ,应该具备统一的空间参考。

在地理坐标系下 ,地球上的每一点都有相同的坐

标基准 ,因此 ,如果按照地理坐标(经纬度)来进行

数据组织建库是很容易实现无缝的 。目前大范围

矢量数据库采用的就是将高斯坐标投影到经纬

度 ,以经纬度为基准来建库。由于矢量的数据量

小 ,可以利用严格的投影公式进行投影转换 ,但是

对于海量的栅格影像数据 ,如果按照地理坐标来

建库会带来以下问题 。

1)正射影像产品的空间参考是经过地图投

影之后的平面坐标 ,如果用地理坐标来建库 ,必然

进行投影变换 ,如果严格按照投影变换的公式逐

点进行投影变换 ,运算量是相当庞大的;如果不进

行逐点变换 ,很难保证变换后图像的几何精度。

另外 ,在变换过程中还要对图像进行重采样 ,这个

过程不是完全可逆的 ,使得图像的辐射信息或多

或少地有些损失 ,不能保证数据库中的数据与原

始数据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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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具有空间参考的栅格数据而言 ,通常

在数据处理中每个像元所代表的实地面积在一定

范围内是相同的 。如果用经纬度作为影像的空间

参考 ,使得不同纬度同一像元所代表的实地面积

是不等的 ,就我国而言 ,最南边和最北边经差 1″

所代表的地面距离相差 10m 多 ,影像的变形非常

严重 。

3)从数据库的分析 、应用来讲 ,它们都是以

平面直角坐标系为基础的 ,由于整个数据库的空

间参考是经纬度 ,使得数据的应用受到很大限制。

4)从建库后的产品分发来看 ,由于在实际应

用中很少使用经纬度坐标 ,一般使用地图投影后

的平面坐标 ,如果用经纬度建库 ,从数据库中进行

产品分发时 ,仍然要投影到高斯坐标 ,存在几何精

度和辐射信息损失的问题 。

基于上述原因 ,普遍认为这种方式对于建立

栅格的影像数据库是不可以接受的 ,因此 ,在建立

影像数据库时很少采用这种建库方式。

3.2　保持原有的空间参考 ,对带边做跨带处理

针对上述用经纬度建库所产生的问题 ,在建

库时应尽量保持原始数据不被破坏 ,这使得数据

的使用和分发都非常方便 。因此提出直接使用数

据生产时的空间参考和原始数据建库 ,但是这样

就会带来新的问题。由于每个投影带的空间基准

不同 ,都有自己的坐标原点 ,使得整个数据库不能

满足无缝的要求 。但是由于相邻两带之间可以通

过地理坐标建立几何关系 ,在带边时 ,可以通过这

种几何关系把相邻带内的数据实时地投影到当前

带内 ,与当前带内的数据无缝地镶嵌到一起同样

可以满足无缝的要求 。这种方式建库既保证了原

始数据的完整性 ,同时又可以对整个数据库进行

无缝漫游 ,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存储空间 、人力 、

物力 。

4　跨带漫游算法

4.1　跨带漫游算法

图 2显示了大型影像数据库整体影像漫游过

程。图像显示的屏幕窗口在从左到右做图像漫游

时 ,当屏幕窗口漫游到左边投影带的边缘时即产

生了跨带问题 ,如果不做任何处理 ,则在屏幕的右

边显示不出图像 。此时要对显示的数据做实时处

理 ,才能使图像连续地漫游到另一个投影带 。具

体的跨带漫游算法如下。

1)选择图像当前漫游的投影带为主投影带。

图像显示窗口的左下角点坐标以主带内的坐标原

点为参考 。

2)判断图像漫游的窗口是否处于主带的边

缘。判断方法是将当前窗口的 4个角点坐标转换

为经纬度坐标。判断窗口是否跨越投影带边经

线 ,如果是则当前的位置即为跨带状态 。

3)将当前窗口的四个角点坐标转换为邻带

的高斯投影坐标 ,使得漫游窗口在主带坐标系中

的坐标与在邻带坐标系中的坐标建立线性变换关

系(由于窗口的范围很小 ,如果逐点进行投影换带

计算速度很慢 ,因此 ,用线性变换来代替严格的投

影换带计算)。

4)将邻带的图像经投影变换纠正到主带中

来 ,这时与主带的图像有相同的坐标基准。

5)将本带漫游窗口范围内的图像与邻带经

过投影变换后的图像做镶嵌处理 ,将镶嵌后的影

像显示到屏幕上即为跨带时的影像 。

6)重复2),继续判断是否跨带 。如果上一次

的状态是跨带状态 ,本次的状态不是跨带状态 ,再

判断主带是否发生变化。如果主带发生变化 ,则

将图像窗口的坐下角点坐标换算到另一带的坐标

系中 。

图 2　跨带漫游示意图

Fig.2　Diag ram of OverBelt Zoom Pan

4.2　跨带纠正的快速算法及精度分析

跨带纠正的实质是相邻两带坐标之间进行的

几何变换。如果用严格的投影公式逐点解算 ,因

为投影变换的公式很复杂而且是非线性的 ,计算

量相当庞大。因此 ,在跨带漫游时会有很长的等

待时间 。由于跨带的窗口范围一般很小 ,因此可

以考虑用线性变换来代替投影变换 。从理论上

讲 ,任何复杂的几何变换在小范围内都可以用线

性变换来代替 ,但是前提是必须在精度允许的范

围内。目前常用的线性变换模型主要有以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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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1)仿射变换。也称六参数变换 ,其变换公式

为:

X = Ax +By +C

Y =Dx +Ey +F
(1)

式中 , (X , Y )为输出坐标系中的坐标点对;

(x , y)为输入坐标系中的坐标点对;A , B , C , D ,

E , F 为方程参数 。参数在坐标系空间上的几何

意义为:A , E 分别确定点 (x , y)在输出坐标系

中 X 方向和 Y 方向上的缩放尺度;B , D 确定旋

转尺度;C , F 分别确定在 X 方向和 Y 方向上的

平移尺度 。

2)相似变换。当式(1)中的参数满足条件

A =E =S cosα,B =D =S sinα时 ,则得到四参数

的相似变换公式:

X = Ax +By +C

Y =Bx +Ay +D
(2)

式中 , (X , Y )为输出坐标系中的坐标点对;

(x , y)为输入坐标系中的坐标点对;A , B , C , D

为方程参数。相似变换实质上也是坐标系间的平

移 、旋转和缩放尺度的变换。C , D 分别为坐标点

在X 和Y 轴上的平移大小 , S = A
2+B 2为缩放

比例 , α=arctan(B/ A)为旋转角度 。

用仿射变换 、相似变换代替严格的高斯投影

跨带计算的精度如表 1所示。

　　从表 1可以看出 ,用相似变换代替仿射变换

来进行带边纠正的精度相差不大 ,并且都是随着

纬度的增高而精度逐渐提高。由于高斯投影是正

形投影 ,相邻带边的两幅图分别向带边中央经线

弯曲 ,因此用相似变换比用仿射变换的效果要好

一些 。另外对于3°带高斯投影用 1∶1万的图幅范

围作相似变换完全可以满足精度要求 ,对于 6°带

高斯投影用 1∶5万的图幅范围作相似变换也完全

可以满足精度要求。对于超过 1∶1万的图幅范围

或1∶5万的图幅范围可以采用分块纠正的方法 ,

使每一块都在 1∶1万或 1∶5万的图幅范围内 。实

际上 ,由于影像数据库由多层金字塔构成 ,因此 ,

屏幕窗口的跨越范围在 3°带跨带时不会超过 1∶1

万的图幅范围 ,在 6°带跨带时不会超过 1∶5万的

图幅范围 。

对于用线性变换代替严格高斯投影变换的运

算速度 ,笔者用 10 万个点进行计算测试的结果

为:严格投影变换所用的时间为 6.129s ,线性变

换所用的时间为 0.01s。因此线性变换时间远远

快于投影变换时间 ,可以满足实时跨带漫游的需

要。

表 1　3°带和 6°带跨带计算的精度分析

Tab.1　Precision Analy sis of 3°, 6°OverBelt Computation

窗口的中
央纬度/(°)

相似变换精度/m

σx σy

仿射变换精度/m

σx σy

3°

0 0.003 14 0.016 57 0.003 14 0.016 57

10 0.002 93 0.014 63 0.002 93 0.016 07

20 0.002 33 0.014 63 0.002 36 0.014 64

30 0.001 51 0.012 43 0.001 59 0.013 96

40 0.000 64 0.009 73 0.002 07 0.009 77

50 0.000 17 0.006 85 0.001 17 0.023 51

60 0.000 55 0.004 15 0.000 55 0.039 73

70 0.000 62 0.001 94 0.003 03 0.060 74

80 0.000 40 0.000 50 0.008 41 0.097 38

6°

0 0.100 68 0.531 04 0.100 68 0.531 04

10 0.093 88 0.515 00 0.093 88 0.515 00

20 0.075 12 0.468 81 0.075 12 0.468 81

30 0.049 02 0.398 08 0.049 02 0.398 08

40 0.022 26 0.311 37 0.022 25 0.311 37

50 0.008 89 0.219 16 0.008 88 0.219 17

60 0.018 09 0.132 57 0.018 09 0.132 57

70 0.020 09 0.062 02 0.020 09 0.062 03

80 0.012 81 0.015 99 0.012 81 0.016 70

注:3°带高斯投影选用窗口1∶1万图幅大小 , 6°带高斯投影选用
窗口为 1∶5万图幅大小。

5　实验结果及结论

图 3显示的是 3°带高斯投影第 37°带和 38°

带带边相邻的两幅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 ,竖直的线

状地物在两幅图中分别向各自的中央经线靠拢 ,

而且坐标基准分别以各自投影带的原点为基准。

图 4是经过跨带纠正后拼接到一起的无缝漫游效

果(由于实验时没有对接缝做灰度平滑处理 ,因此

接缝处的灰度变化比较明显 ,但在几何上是无缝

的)。采用这种方式成功地管理了广东省全省

1∶1万的 37°, 38°,39°三个高斯投影带的影像 ,并

且整个数据库可以进行快速的无逢漫游 ,对整个

数据库的产品分发和使用也都是很方便的 ,证明

了这是一种比较理想和实用的海量影像数据管理

方案 。

422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01 年



图 3　相邻带边图幅的影像变形

F ig.3　Image Distortion of Neighbor Belt

图 4　跨带纠正镶嵌后的图像

Fig.4　Image Mosaic after OverBelt Rect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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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Seamless Data Organization of Large_scale Image Database

WANG Mi
1　GONG Jianya

1　LI Deren1

(1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n Su rveying , Mapping and Remote Sensing ,Wuhan University ,

129 Luoyu Road ,Wuhan , China , 430079)

Abstract:At present ,digital orthoimages and orthoimage mosaics ar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

po rtant role throughout the entire geoinformation domain.Especially af ter the term of digital earth

is put fo rw ard , digital o rthoimages become the main content of dig ital earth.Orthoimages offer an

ideal combination of high information densi ty , broad area coverage , economical and quick acquisi-

tio n and production.

Because every orthoimage covers relatively small area , using it in broad area is inconvenient.

Certainly , several orthoimages in w hich users are interested can be mosaiced into one big orthoim-

age ,but it is still inconvenient for users to access and process.

If digital orthoimages are eff iciently managed by image database , it will be convenient for

users.As China is a big country , the georeference of digital orthoimage is based on Gauss planar

coo rdinate.As far as the image database of national o r provincial level is concerned , the coordinate

o rigin of digital orthoimage is different due to the belt_divided projection.Take Guangdong

province of China as a sample , the w hole province is divided into three projection belts , every belt

has i ts ow n coo rdinate origin , the geo reference is different and the disto rt ion of neighbor map in

tw o belt edge is very large.Thus it cause the problem of image data seam less org aniz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al reference characteristic of digital orthoimage and it causes the

problems of the foundation of large_scale seam less image database.On the basis of that ,belt_divid-

ed storage mode and over_belt algorithm is put fo rw ard in mass image data management.Through

experiments , it proved the scientificity , validity and practicality in the image database of provincial

o r national level.

Key words:image database;map projection;belt_divided;over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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