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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地籍实体及其静态空间关系的推导出发 ,讨论了地籍变更的几种类型 , 创造性地应用地籍实体变更

事件驱动地籍空间实体及其拓扑关系的变更 , 并把地籍变更情况下时空发生的变化归结为碎分和复合进行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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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籍的内涵之一就是以土地的空间位置为依

托 ,对每一块土地及其上的建筑物 、构筑物所具有

的自然属性 、社会属性(包括法律属性和经济属

性)进行准确的描述和记载 ,因此 ,它具有极强的

空间性;同时 ,由于土地变更的频繁性 ,还涉及到

历史数据的管理 、历史与现状关系的管理以及历

史的分析等时态问题 ,具有极强的时间性。另外 ,

由于地籍管理中涉及到土地和权利人之间的所有

权关系 、使用权关系 、抵押关系 、租赁关系等多种

关系 ,因此 ,它同时具有复杂的图数关系 。在众多

的地籍管理信息系统中 ,有的只考虑宗地对象权

属登记流程的实现 ,而忽略土地本身存在的复杂

的时空关系;有的考虑了土地变更的历史 ,却忽略

了拓扑关系的动态改变;有的记录了时空变更及

部分拓扑关系 ,却不能满足地籍系统中“剖分”的

拓扑需求 。目前 ,主要有面向对象的版本机制 、关

系数据库方法的数据库标记 、实体标记 、数据项标

记 、同步数据项组碎分拓扑弧段时间标记等多种

方法来记录变化信息关系。在版本机制中 ,怎样

选取低层时间标记对象(版本对象)进行高层时间

标记对象的构造问题至今是面向对象数据库的一

个实现难点。数据库标记及实体标记方式存在大

量的数据冗余 ,数据项标记方法存在大量的时间

标记冗余 , 而时间标记方法则视分裂容限值

(fuzzy tolerance)的大小而产生碎片问题(杜道生 ,

1997)。本文结合地籍管理时空关系的特点 ,从地

籍空间实体的时空关系出发 ,对其存在的各种拓

扑关系进行了描述。

1　地籍实体及其拓扑描述

地籍实体通常用地籍单元来描述 ,它兼有单

位性和结构层次性。各级地籍单元由同级地籍单

元实体和地籍单元属性共同描述。地籍单元实体

是用来对地籍单元进行整体标识 、空间定位和制

图表达的图形数据集合;地籍单元属性也是数据

集合 ,用来描述地籍单元除空间定位和制图表达

外的标识 、质量和数量特征。地籍单元实体标识

码和地籍单元属性标识码必须一致(柯正谊 ,

1999)。地籍单元实体包含点实体 、线实体和面实

体。点实体主要指界址点 ,线实体主要指界址线 、

行政区界线及各类地类界线 ,面实体主要指宗地 、

地类块 、街道 、街坊及各行政区 。下面主要从界址

点 、界址线及宗地的角度进行描述 。

公理 1　面状地籍实体必须满足剖分要求。

即多个面状实体实例拼合而成完整地面 ,其中任

何两相邻面状实体实例之间既无缝隙 ,也不交叠。

一方面 ,从面状地籍实体的连续性知道 ,面状

地籍实体实例间既不存在缝隙也不存在交叠 。另

一方面 ,从土地面积来说 ,土地面积既不能被重复

计算 ,也不能少计算 ,因此 ,不会存在交叠和缝隙 ,

即建成区面积必须等于下属街道面积之和 ,街道

面积必须等于下属街坊面积之和 ,街坊面积必须

等于所含宗地(含虚拟宗地)之和 。这里 ,虚拟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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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邻接关系(共点)　　(b)　共线关系　　(c)　相离关系　　(d)　包含关系(岛宗)　　(e)　重合关系

图 6　宗地间的拓扑关系

F ig.6　Topology Rela tionship Betw een Cadastral Parcels

　　综上所述 ,可得到如下性质。

①所有宗地(含虚拟宗地)都不相交 、无缝隙。

②任意一个界址点必定是至少两条同一个宗

地的界址线的邻接点 ,当界址线是 3 条或 3条界

址线的邻接点时 ,则该界址点实际上是至少两个

宗地的公共界址点。

③任何界址线的左右多边形不同。

④任何两邻接的界址线 ,若左右多边形同时

相同且是一直线段 ,则该界址点为伪界址点。

这里采用地籍实体间 3种最基本的拓扑关系

(界址点和界址线关系 、界址线和宗地关系 、宗地

和界址线关系)定义地籍关系 。

定义 1　地籍实体的拓扑定义为:

Nc为界址点的集合 , Ac 为界址线集合 , Pc

为宗地集合 , Na 为界址点_界址线关系表 , Ap 为

界址线_宗地关系表 , Pa 为宗地_界址线关系表。

图 7的拓扑关系如下:

图 7　地籍实体拓扑关系示意图

Fig.7　Topology Relationship of Cadastral Entity

　　N c={N 1 , N2 , N3 , N4};

Ac={A1 , A 2 , A 3 , A4};

Pc={P1 , P 2};

Na={<N 1 , 3 , A 1 , A4 , A5 ><N2 , 2 , A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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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N3 ,2 , A 2 , A3><N 4 ,3 , A3 , A 6 , A 4>};

Ap ={<A 1 , P1 , P2 , N2 , N1><A 2 , P1 , P2 ,

N3 , N2 ><A3 , P1 , P2 , N 4 , N3 ><A4 , P1 , P2 ,

N1 , N4>};

Pa={<P1 , A 4 , A 3 , A 2 , A 1><P2 , -A1 ,

-A2 , -A 3 , -A 4>}

2　地籍变更及时变拓扑

在完成初始化地籍建设后 ,随着社会的发展 ,

土地被更细致地划分 ,建筑物越来越多 ,用途不断

地变化 ,房地产的继承 、转让 、抵押等以房地产为

主题的经济活动更加频繁 ,地籍管理信息系统必

须及时作出反应 ,对地籍信息进行变更 。这就对

地籍管理信息系统提出了时态信息的要求。同

时 ,由于变更的地籍信息在确定权属 、发生争议的

过程中会追溯地籍信息的来源 、变更过程 ,因此 ,

对历史信息的存储 ,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以及历史

数据的查询 、统计 、分析等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在地籍管理中 ,主要涉及如下类型的变更:变

更登记 、合并登记 、分割登记 、更名登记 、房改登

记 、划归登记 、他项权利登记 、注销登记 、抵押登

记 、租赁登记等 。从空间变化上 ,可以把上述变更

简单分为两种:①发生空间变化的 ,如合并 、分割 、

划归 、注销等;②未发生空间变化的 ,如更名更址 、

抵押 、租赁等。为了有效地管理各种变更 ,采取建

立动作库来记录地籍事件的发生 ,根据宗地发生

的变化 ,可归结为分割 、合并 、调整边界 、新增 、消

亡 、划归 、属性变化等 。其中宗地属性变化为非空

间变化。宗地空间实体的变更主要有以下几种。

1)宗地分割

宗地分割是指一块宗地裂变为多块宗地的情

形。宗地分割有的在原有界址点的基础上连线进

行宗地分割 ,这种情况下不产生新的界址点;另外

就是部分是原有界址点 ,部分是新增界址点 ,分割

生成新的宗地;第三种情况就是全部都是新增界

址点分割生成新的宗地。如图 8所示。

宗地进行分割后 ,原宗地变为新生成宗地的

父宗地 ,而新生成宗地为原宗地的子宗地 。当宗

地分割事件发生时 ,触发变更机制 ,导致宗地实体

及其拓扑关系都发生变化 。

图 8　宗地分割与合并

Fig.8　Division and Combination of Cadastral Parcels

　　2)宗地合并

宗地合并是宗地分割的逆过程 ,即宗地合并

是多块宗地合并为一块宗地的过程 ,如图 8的逆

过程。宗地进行合并后 ,原有的两块宗地成为父

宗地 ,而合并成的新宗地为子宗地。该过程触发

宗地合并事件 ,相应地 ,其实体及拓扑属性也发生

变化 。

3)调整边界

调整边界指构成界址线的界址点发生变化。

一方面 ,有界址点的增加 ,如图 9(a)和图 9(b)所

示;另一方面 ,有界址点位置的移动 ,如图 9(c)所

示。其中 , ◇表示变化的界址点 。调整边界前的

宗地为父宗地 ,调整边界后的宗地为子宗地 。该

过程触发边界调整事件。

4)增加新宗地

增加新宗地指新生成的宗地 ,该宗地无父宗

地。

5)宗地消亡

宗地消亡指宗地生命周期的结束 ,该宗地无

子宗地。

6)宗地划归

宗地划归指由于行政界线改变而改变宗地的

行政隶属 ,即由属于一个街坊改变为属于另一个

街坊 。

分析上述变更可以发现 ,宗地分割 、界址线调

整 、增加新宗地以及宗地划归的操作都是首先界

址点变更 ,然后界址线变更 ,最后实现宗地变更的

过程 。而宗地合并以及宗地的消亡操作都是先宗

地变更 ,然后界址线变更 ,最后界址点变更的过

程。这样 ,可以根据实现各种变更过程的不同 ,把

宗地变更归结为两大类:宗地碎分和宗地复合。

为了描述宗地变更过程中界址点 、界址线 、宗

地实体及其拓扑变化 ,结合上述的定义 1及其性

质 ,把地籍对象在时空变更中的复合可能情况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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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为如下几种情况(由※表示)。

1)宗地复合

对于 p ∈ Pc , p 必属于某一时间上的空间

实体。根据公理 1 ,在时间 t 时的地籍空间实体

是互斥的和满覆盖的(mutually exclusive and com-

plete coverage), p 必属于某一空间实体 。因此:

(1)若 p 左右多边形属性相同 ,则由§1中的性质

③可知 , p 必是某一空间实体的组成部分 ,如图

10(a),记为 PP;(2)p 就是某一空间实体本身 ,如

图 10(b),记为 PE 。

(a)　　　　　　　　　　　　　　　　　　　(b)　　　　　　　　　　　　　　　(c)

图 9　调整边界

Fig.9　Adjustment of Cadastral Boundary

(a)　PP 类　　　　　　　　　　　　　　　　　　　　　(b)　PE类

图 10　宗地复合与碎分

Fig.10　Combination and Division o f Cadastral Parcels

　　如上述的宗地合并过程中的第一种情形 ,两

块宗地合并为一块宗地 ,在保持所有图形要素的

情况下 ,两宗地共有的界址线的左右宗地为相同

的宗地。因此 ,该界址线属于伪界址线 ,应放入历

史库中 ,在当前的时间点不予显示。该种情况为

PP 类。若宗地仅仅发生了属性变化 ,则所有的图

形要素保持在现状库 ,显示为宗地 ,该种情况为

PE类 。

2)界址线复合

对于  arc ∈ Ac ,则 arc必有左 、右多边形拓

扑。(1)如果左 、右多边形拓扑同属于一个空间实

体 ,则由性质③可知 , arc在某一空间实体的内部 ,

如图 11(a),记为 AI 。(2)否则 arc不为 AI , arc必

在某一空间实体的边界上。如果 arc是时空复合

arc碎分的结果 ,则由性质 ④可知 ,在复合过程

中这些arc要合并 ,如图11(b),记为AP 。(3)否

(a)　AI 类　　　　　　　　　　　　(b)　AP 类　　　　　　　　　　　(c)　AE类

图 11　界址线复合与碎分

Fig.11　Combination and Division o f Cadastral Boundaryies

则 arc必是某一空间实体的真实边界 ,如图 11

(c),记为 AE。

　　3)界址点复合

对于 n ∈ N c , n 可能是若干 AI、AP 、AE 类

arc的结点。(1)如果在 Na 中的 arc序列都是属

于AI ,则由性质③可知 , n 必在某一空间实体的

内部 ,如图 12(a),记为 NI 。(2)否则 n 必在某一

空间实体的边界 ,如果 Na 中的 arc 序列除了 AI

类就是 AP 类 arc , n 就是空间实体伪结点 。由性

质④可知 , 在复合过程中 , arc 序列要合并 ,而 n

要删除 ,如图 12(b),记为 NS 。(3)否则 , n 为某

一空间实体的真实结点 ,如图 12(c),记为 NE 。

如图 12(a)中 4块宗地合并 ,则其相邻宗地

的共界址线和 4宗地的共界址点记入历史库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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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显示。在这种情况下 , 4 块宗地的共界址点为

N I类 。在 AP 类中宗地分割又合并的情况 ,该界

址点为伪界址点 ,记入历史 ,不予显示 ,记为 NS

类。宗地的真实界址点为 NE 类。

与宗地复合相对应 ,宗地碎分的过程是上述

过程的逆过程(由→表示),即加点(直接加点 、线

上插点和移动界址点)成为 NE 类 ,连线成 AE

类 ,成面成 PE类。

(a)　NI 类　　　　　　　　　　　　(b)　NS类　　　　　　　　　　　(c)　NE类

图 12　界址点复合与碎分

Fig.12　Combination and Division of Cadastral Points

　　宗地碎分过程如下。

1)初始化;

2)增加 NE类界址点(包括线上插点和移动

界址点):修改点表 N c和 Na ,修改线表 Ac和 Ap ,

原界址点入历史库;

3)连接成 AE类界址线:修改线表 Ac和 Ap ,

原界址线入历史库;

4)生成 PE 类宗地:修改宗地区表 Pc 和Pa ,

修改 Ap ,原宗地入历史库 。

合并过程如下。

1)初始化;

2)改宗地 ,即宗地变为 PP 类 ,修改宗地区表

Pc和Pa ,修改 Ap ,原宗地入历史库;

3)修改界址线:即界址线为 AI或 AP 类 ,修

改线表 Ac和 Ap ,原界址线入历史库;

4)修改界址点 ,即界址点为 N I或 NS 类 ,修

改点表 N c和Na ,原界址点入历史库 。

在变化信息进入数据库的同时 ,记录对象所

发生的动作过程及涉及的变化界址点 、界址线和

宗地 ,建立基于四叉数和时间段的时空索引机制。

这样 ,在进行数据库信息提取的时候 ,就可按常规

方式根据动作提取变更信息或通过区间约束方式

提取变更信息[ 4 ～ 6] ,从而实现时空查询 、历史追

溯和现状恢复的时空检索要求 。

3　结　语

本文探讨了地籍管理信息系统地籍空间实体

及其拓扑关系 ,并论证静态下地籍空间实体的关

系 ,得出一系列性质 。根据这些性质 ,研究并探讨

了地籍变更的几种类型 ,创造性地应用地籍实体

变更事件驱动地籍空间实体及其拓扑关系的变

更 ,尝试把地籍变更情况下时空发生的变化归结

为碎分和复合 ,通过触发地籍变更事件来实现对

地籍实体及其拓扑关系的改变 。一方面这种方法

的提出有利于记载时空变更而引起的时空拓扑的

变化;另一方面 ,这种方法把地籍变更事件和地籍

实体空间变化结合起来 ,从而实现了基于事件的

时态空间建模的设想;另外 ,该方法可实现变更的

UNDO过程;同时 ,该方法在共享时可实现记录

级(点 、线 、面)锁定。该方法已在浦江市地籍管理

信息系统中得以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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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astral Spatial Entity and Its Spatio_temporal

Topology Relationship

XU Zhi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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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is strong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 in cadast ral information system.I t has

spat ial characteristic by recording each parcel and buildings on it ,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 by

realizing the change of parcel and tracing the process of the change.Furthermore , because land is

continuous and area is conservational , it must satisfy “mutually exclusive and complete coverage”

topology relationship.So , how to model the cadastral entity and its spatio_temporal topology is

most impo rtant in building a successful cadastral informat ion system.

Let us make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ose cadast ral information systems that are being

used.Some of these sy stems are static systems ,which only record the present phenomenon of the

parcel , but fail to record the process of parcel changing;some are tempo ral systems , which record

the change of the parcel ,but neg lect to keep topology relationship of the parcel;others are spatio_

temporal systems ,which record the history of the parcel and part of its spatio_temporal topology ,

but neglect the necessi ty of “mutually exclusive and complete coverage” topology in cadast ral in-

formation systems.

This paper starts from static description of cadast ral entity and its spatial topology ,discusses

the types of parcel change ,develops the method of changing the cadast ral topology by using cadas-

tral changing event , and tries the w ay of separating all cadast ral changes into two categories ,

namely ,division and combination.The use of this method has four advantages.First ly , it is sui table

for reco rding spatio_temporal topology change when there is any alteration.Secondly , it combines

the change of cadast ral entity w ith the event of cadastral change and realizes the concept of spat io_

temporal modeling based on event.Thirdly , it can realize the UNDO process by recording the

changing event.Last ly , it can achieve record_locked when there is any sharing operation.

Key words:cadast ral management;cadast ral spatial enti ty;spat io_temporal topology;mutually ex-

clusive and complete co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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