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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空间数据缝隙产生的原因 , 提出了空间数据库的逻辑无缝 、物理无缝 、逻辑查询无缝 、逻辑接

边 、物理接边等概念 , 讨论了其实现途径 ,并阐述了基于关系数据库或对象关系数据库的物理无缝空间数据库

实现中存在的存储 、存取 、无缝对象的分段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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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实世界中 ,地理空间是由地貌 、地物组成

的连续的表层空间[ 1] ,地理信息则是有关地理空

间的一切有用的知识。在计算机世界中 ,地理信

息通过抽象 、建模形成数字化的表示形式 ,通过空

间数据库来进行表达 、存储 、存取和管理 。空间地

理数据的表示主要有栅格和矢量
[ 1]
两种不同的

形式 。栅格形式是将地理表层空间划分为一系列

网格 ,空间目标由这些网格的位置及其量化值来

表示;矢量形式则是将地理空间的一切事物 、概念

进行抽象 ,形成点 、线 、面 ,由点 、线 、面来组成各类

空间目标 。由于数据获取 、数据表达 、地图投影等

方面的原因 ,在计算机世界里 ,地理信息往往被表

示成不连续的子空间 ,为了更好地模拟客观世界 ,

人们需要处理成连续无缝的数据。

1　无缝的概念

1.1　缝隙的来源

空间地理数据缝隙的产生主要有数据的获

取 、表示与处理等方面。

在数据的获取方面 ,传统的纸质地图是一种基

本的空间数据源。由于地图按图幅划分 ,按一定的

标准 ,人为地将连续的地表空间划分成若干相互链

接的子空间 ,使同一地物被划分成多个部分 ,分别

落在不同的图幅中 ,从而产生缝隙 ,如图 1(a)所示 ,

有两个图幅 A和 B ,面目标 S 被分割为两个子目

标 s1和 s2 ,线目标 L 被分割为两个子目标 l1 和

l2 。另一种情况是在数字化时 ,由于设备的精度或

采集的精度使图幅的接边处或在节点处产生缝隙。

如图 1(b)所示 , N1 , N2 , N3 是在图幅相接处产生

的缝隙 ,这种缝隙一般通过接边来解决;N4 是在图

幅内部产生的缝隙 ,这种缝隙一般通过节点聚合或

数字化时节点捕捉来解决。

　　在数据的表示和组织方面 ,不同的表示和组

织方法会产生不同的缝隙 。以经纬度表示的地理

坐标系可以完整地覆盖整个球面 ,连续无缝 。使

用平面投影坐标来描述球面必然要遇到跨带投影

的裂缝问题[ 1] 。在空间数据库组织与管理上 ,目

前主要有文件型 、文件与关系数据库混合型 、全关

系型以及对象关系型[ 2] 。传统的文件型空间数

据库 、文件与关系混合型空间数据库 ,按图幅或一

定的区域范围以文件的形式来组织与存储空间几

何数据 ,不同的图幅或区域之间存在缝隙 。在文

件与关系数据库混合型的空间数据库中 ,空间几

何数据贮存在文件中 ,属性数据贮存在关系数据

库中 ,属性数据和几何数据之间通过内部标识来

链接 ,空间几何数据和属性数据之间存在缝隙。

　　在数据处理方面 ,数据处理过程中的容差或

处理过程的不一致会产生缝隙 。图 2是由两层数

据叠加后的某区域的数据 ,上一层是矢量等高线

层 ,下一层是相应的 DRG 数据层。由原图扫描

后得到DRG数据 ,进行矢量化后再进行几何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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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图幅的划分产生的缝隙　　　　　　　　　　(b)　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缝隙

图 1　数据的获取产生的缝隙

Fig.1　Seam or Gap Caused in Data Sources Acquisitio n

正 ,得到矢量数据再和 DRG数据进行叠加 ,结果产

生缝隙。产生这种缝隙的原因有:①数据处理过程

的顺序不一致;②选择的处理参数不一致;③数字

化的精度不够。前两者可以通过选择适当的处理

过程或处理参数来解决 ,而第三条原因则可以通过

提高精度来解决。在图 3中 ,有 a 、b两条相连的

弧段 ,连接的端点分别为 N1、N2 ,设 N1的东西向

坐标为 99.999 9 , N2 的东西向坐标为 99.998 5 ,

N1、N2 的南北向坐标相同 ,系统的节点容差为

0.003。在数字化或在节点聚合过程中 ,由于两点

间的距离在容差允许的范围内(图中的矩形部分),

有些系统认为 N1 、N2 是同一个点 ,而当数据精度

要求更高时 ,或数据转到其他一些系统时 ,容易产

生间隙。这种缝隙在数据处理时严格将 N1 、N2的

坐标处理成同一个坐标值就可以解决 。

1.2　逻辑无缝与物理无缝

相邻的图幅之间的裂缝(图 1(b)),经过接边

后可以使图幅之间得到很好的链接(图 1(a)),这种

接边称为逻辑接边。在文件系统或文件与关系混

合型中 ,不同的图幅或区域 ,用不同的文件来存放。

在图形显示时 ,两个图幅或区域的内容看上去不存

在裂缝。笔者将图 1(a)所示这种图幅之间链接上

的无缝称为逻辑无缝。但逻辑上无缝的相邻图幅 ,

由于在物理存储上分离 ,使得在现实世界中本应是

一个整体的地物目标被分割成了多个对象 ,存储在

不同的文件中 ,从物理存储上看是有缝的 ,即物理

有缝。物理有缝是文件系统难以解决的问题。在

图1(a)中 ,面目标 S 被分割为两个子目标 s1 和 s2 ,

线目标 L 被分割为两个子目标 l1 和 l2 。由于这种

缝隙的存在 ,在查询时必须将 s1 和 s2 、l1 和 l2 同

时选中 ,才能正确地反映查询结果 ,在系统的处理

上带来了许多不便。

如果将图 1(a)所示的两个图幅合并成一个

更大的区域 AB ,对原来两个图幅之间被分割开

的对象也进行合并(包括几何合并和对应的属性

合并),如图 4所示。这时在物理存储上也合成了

一个文件 ,两个图幅之间在物理上真正变成无缝。

将这种物理上真正的无缝称为物理无缝 ,相应的

对象合并过程称为物理接边。

图 2　数据处理不一致产生的缝隙

Fig.2　Gaps Caused by Different Data Processing Orders

图 3　系统容差产生的裂缝

F ig.3　Gap Caused by System Tolerance

图 4　物理无缝

Fig.4　Physical Seamlessness

1.3　逻辑无缝查询

在文件系统或文件与关系混合型系统中 ,对

于图 1(a)的逻辑无缝情况 ,在查询时会产生裂

缝。例如 ,根据点查询面 S , 当查询点落在图幅

A 的 s1范围内 ,查到的结果为子目标 s1;当查询

点落在图幅 B 的 s2 范围内 ,查到的结果为子目标

s2 ,但笔者所希望的结果是整个目标 S ,而且查询

所得的属性列表应为一条记录 ,不是多条记录 ,如

图 5所示 ,图中显示的查询结果实际上就像是物

理无缝情况下得到的查询结果一样 。这种在逻辑

无缝情况下能够得到物理无缝同样正确结果的查

询称为逻辑无缝查询 ,简称逻辑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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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属性数据与几何数据之间的无缝

如前所述 ,在文件与关系混合型系统中 ,属性

数据与几何数据之间存在着裂缝 ,这种缝隙是由

数据模型决定的 。属性数据与几何数据之间的裂

缝会给系统的几何目标和属性之间带来不一致

性。例如 ,当几何对象被修改后 ,其面积或周长可

能会产生变化 ,如果不对其属性表中的面积或周

长作相应修改 ,则会产生不一致。又如 ,某一几何

对象被删除后 ,如果对应的属性记录没有被删除 ,

则由属性查几何对象时 ,根据属性表中的对象标

识找不到几何对象 。实际上 ,系统实现时要将属

性和几何对象的处理作为事务来处理 ,以保证系

统数据的正确与一致性。要做到属性与几何数据

之间无缝 ,则必须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表示 。

图 5　逻辑无缝查询

Fig.5　Log ical Query ing Seamlessness

1.5　空间数据库不同层次与无缝的关系

如果将空间数据库按物理层 、概念层和用户

层3个层次[ 2]来划分 ,则物理无缝在物理层上实

现 ,逻辑无缝 、逻辑无缝查询在用户层上实现 ,属

性数据与几何数据之间的无缝在概念层和物理层

上实现 ,如图 6所示 。

用户层

概念层

物理层

…

…

…

逻辑无缝 、逻辑无缝查询

物理无缝

※ 属性数据与几何
数据之间的无缝

图 6　数据库不同层次与空间数据无缝关系

Fig.6　Relation Between Database Levels and

Seamless Spatial Data Levels

2　无缝空间数据库的实现

2.1　逻辑无缝与物理无缝的实现

逻辑无缝通过逻辑接边来实现 ,目前的大部

分GIS软件都提供了逻辑接边的功能 。在文件

型系统或文件与关系混合型系统中 ,物理无缝通

过物理接边来实现 ,将不同图幅或区域合并成更

大的区域 ,用一个文件来存储 。许多 GIS 软件

(如 Arc/ Info 、GeoStar)都在特定的条件下提供了

将多个目标合并的功能 ,但物理接边完全自动化

实现难度大 ,实现的算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用这

种区域合并的方法实现物理无缝 ,在区域很大时 ,

存储的文件会变得很大:①文件的大小受操作系

统的限制;②文件很大时 ,会给系统的效率 、索引

和处理上带来很多问题。因此 ,这种方法并不可

取。另一种实现物理无缝的方法是扩大区域的范

围 ,将跨图幅或跨区域的地物目标在数字化或物

理接边时整体放在其中的一个区域 ,每个区域一

个物理文件 ,区域之间有部分相互重叠 。这样 ,地

物目标能够保证在存储一级上的物理无缝。如图

7所示 ,图 1(a)中的 s1和 s2 、l 1和 l 2 经物理接边

后分别变成整体地物目标 S 和L ,扩大区域 A 的

范围 , S 和 L 完全落在 A 区域内 ,图中虚线表示

的地物落在 B 区域内 ,区域 A 和B 之间有相互

重叠的部分。这种物理无缝的实现方法 ,不需要

将整个空间目标存储在一个物理文件中 ,可以解

决部分问题。但当跨多个图幅的地物目标很多

时 ,区域的重叠很多 ,区域的划分复杂 ,划分方法

不确定 ,因此在管理上也带来了困难。

图 7　文件系统 、混合型系统中物理无缝的实现

Fig.7　Implementation of Physical Seamlessness in

Spatial Database Based on F ile Sy stem or M ixed Sy stem

　　目前 ,真正较好地解决物理无缝问题是用全

关系型或对象关系型数据库[ 2]来存储和管理空

间数据 。在传统关系数据库的基础上 ,扩充变长

字段(BLOB 字段)或增加空间对象数据类型后

(如Oracle 8I Spatial),关系数据库能够存储和管

理空间数据。由于不受图幅或空间区域的物理存

储限制 ,复杂的空间对象可以被完整地作为一条

记录来存储 ,从而真正实现物理无缝 。除了实现

物理无缝外 ,用关系数据库来管理空间数据库的

优点是可以较好地解决空间数据访问的并发控制

问题和数据安全性问题。然而 ,并非使用了全关

系型或对象关系型数据库来存储和管理空间数据

库就等于实现了物理无缝。例如 ,如果按图幅将

空间数据存入 Oracle 数据库 ,这时的数据仍然是

物理有缝的 ,只有对它们进行物理接边后 ,才可以

实现物理无缝 。物理接边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

现:①在入库之前 ,利用目前编辑软件提供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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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合并的功能对图幅进行物理接边。接边可以

分层进行 ,以免接边后生成的文件过大;②在数据

入库后进行 ,按一定的约束条件进行自动接边 ,或

提供可视化界面通过手工和自动化相结合的办法

进行接边 ,具体算法将另文讨论。

2.2　逻辑查询的实现

逻辑接边后 ,文件系统 、文件与关系混合型空

间数据库 ,或全关系型 、对象关系型数据库(未进

行物理接边)是逻辑无缝的。逻辑无缝空间数据

库在用户层上实现逻辑查询无缝 ,可以部分地解

决逻辑无缝带来的查询 、显示不一致的问题。

逻辑查询无缝实现的主要思想是:设空间目

标对应的属性表中有一个或多个属性项是相关联

的 ,根据这些属性项的相关条件 ,找出被分割的各

个子对象。进行查询时 ,只要其中一个子对象符

合查询条件 ,则查出被分割的所有子对象 ,进行属

性合并和几何合并后 ,作为整体表现在界面上。

对于图 1的逻辑无缝情况 ,假设 S 面所在的层对

应下面属性表 , 其中 OID=100 代表 s1 , OID=

101代表 s2 , Name 为相关属性项 ,即 s1 和 s2 在

Name上的值相等 ,如表 1所示。

表 1　属性表

Tab.1　Attribution Table

OID Name Area …

000 Sname 500.0

101 Sname 600.0

… … …

　　1)图形查属性。考虑按点查询。在图上选一

个点 ,查出相应对象的属性 ,并显示相应的图形。

如果查询点落在 s1 的范围内 ,先得到 s1 的 OID=

100 ,其属性项 Name的值为`Sname' ,通过属性表

得到所有 Name 值等于`Sname' 的子对象的 OID ,

本例为100和101。将OID为 100和101的几何对

象作为一个整体显示到图形界面上 ,必要时可对它

们进行合并处理;将OID为 100和 101的属性记录

进行合并处理并进行显示 ,本例中如果 Area 中的

值代表每个子对象的值则合并后的值为 1 100.0 ,

合并的结果只用于显示 ,可以不进行物理存储。

2)属性查图形。查 Name =̀ Sname' 的面对

象所在的地理位置 ,并显示相应的属性值 。先从

属性表中查出 Name =`Sname' 所有子对象的

OID ,本例为 100 和 101。将 OID 为 100 和 101

的子对象进行几何合并后作为一个整体显示到图

形界面;将 OID为 100和 101的属性记录进行合

并处理并进行显示。

按矩形 、圆 、多边形等方式查询时 ,先按不同

查询方式得到结果集 ,再根据相关属性项对结果

集分组 ,然后对每组进行合并 ,合并方法与按点查

询类似。

2.3　属性数据与几何数据之间无缝的实现

属性数据与几何数据之间无缝要求将属性数

据和几何数据完整地集成在一起。用全关系型或

对象关系型数据库来存储和管理空间数据时 ,可

以将同一目标的属性数据和几何数据存放在同一

条记录中 ,几何数据用 BLOB字段或几何类型字

段来存放。这样 ,属性数据和空间几何数据就可

以完整地集成在一起。然而 ,在全关系型或对象

关系型数据库中 ,属性数据和几何数据也可以分

开用不同的表来存储(这样存储也带来了许多灵

活性)。属性和几何数据即使存储在一个表中 ,对

关系表的操作(如投影操作)也可以对属性和几何

数据实际上分开使用 ,因此 ,此时属性数据和几何

数据的一致性的维护也需要做特殊处理 。

更有效的属性数据与几何数据之间无缝的集

成方法是建立纯的面向对象的数据库管理系

统
[ 3]
。面向对象的方法要求将对象的属性及其

方法进行封装 ,由对象本身来维护自身的状态。

对于空间对象 ,属性和几何数据一起封装在对象

中 ,系统对对象的操作和处理以对象为单位进行。

因此 ,属性和几何数据得到了很好的统一。

3　有关问题的研究与讨论

3.1　存储问题

在关系数据库中 ,存储管理以页(Pages)或块

(Blocks)为单位[ 4 ,5] ,页(或块)的大小一般为 2K ,

一条记录如果不足一页 ,则用一页的空间来存储。

用关系数据库来存储和管理空间数据时 ,每一个

空间目标存储在一条记录中。如果空间目标的数

据量远远小于一个存储页 ,则会有很多冗余 ,对于

大比例尺的情况尤为如此 。比如一个房屋用 4个

坐标点 ,如果用 double 型来表示 ,需要 64by tes存

储空间 ,相对于一个存储页有很多剩余 。这就是

将一个较小的空间数据文件转到关系数据库中会

占用大得多的数据库空间的原因 。由此可见 ,空

间数据管理上 ,对同样的空间数据量 ,关系数据库

会占用比文件系统更多的存储空间 ,大比例尺的

空间数据冗余比小比例尺大。

有的关系数据库(如 Oracle)可以在数据库创建

时设置块(页)的大小 ,根据管理的空间数据的比例

尺不同 ,可以适当调整设置值来解决部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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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存取问题

在关系数据库中 ,物理接边后空间数据达到

物理无缝。对于空间覆盖范围大的空间对象(比

如京广线如果用一个对象来表示),每次存取时会

作用于整个对象 ,当用户处理的范围是其中很小

的一部分时 ,也需要取出全部对象 ,这样会增大网

络的流量 ,同时会影响系统的效率。由于小比例

尺的空间数据 、空间对象的覆盖范围较大 ,存取问

题比大比例尺数据突出。

3.3　无缝对象的分段管理

对于一个无缝的对象 ,有时需要对其中的不

同部分进行分段表示和管理。比如 ,一条公路表

示成一个无缝对象 ,但不同的路段有不同的路基 、

等级 、宽度等信息 ,实际应用时需要对这些信息进

行描述和管理 ,并用于分析和决策中 。在逻辑无

缝系统中 ,可以将它处理成多段 ,而在物理无缝的

系统中 ,必须用动态分段管理技术 。

3.4　面向对象的空间数据管理方面问题

面向对象的数据库可以较好地解决物理无缝

问题 、属性数据与几何数据之间无缝的问题 ,但纯

面向对象的系统也存在效率问题
[ 6]
。在较好地

解决属性数据与几何数据之间无缝问题的同时 ,

面向对象方法也会带来数据更新的复杂性。比

如 ,在有缝的情况下 ,可以根据几何数据与属性数

据的关键字来进行链接 ,从而得到与几何数据相

关的更多的属性信息 。但如果将这些属性信息全

部集成在对象中:①当几何数据进行更新时 ,属性

数据也需要做相应处理 ,增加了更新的复杂性;②

给属性数据的共享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在 M IS 与

GIS结合的应用中尤为明显。因此 ,在实际系统

中的属性数据与几何数据的无缝集成方面 ,要具

体分析 ,不必一味地追求高集成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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