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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 GIS 网络的基本要素和网络关系 , 提出了完备表达网络的 TDN 数据结构 ,从时间和空间效率

上进行了推演 ,并以试验验证了该结构的实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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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分析是一类重要且应用广泛的 GIS 空

间分析功能 ,在 GIS 网络中 ,我们不再关注对象

的形状而主要考察其相互关系或距离等因素 。因

此 ,GIS 网络在模型建立和数据表述上都与一般

的空间现象有所区别 。

目前 ,研究者提出了各种 GIS 网络数据结

构 ,相当一部分数据结构可以看作是基于图论的

数据表述结构的扩展和变形。比较典型的有双数

组加 FIFO队列的表示方法[ 1] 、节点-弧对象结

构[ 2] 、图的节点弧段联合结构表示法[ 3]等 。也有

一些数据结构是基于特定的应用环境进行构建

的 ,如以运筹学结合 G IS 进行原木的运送路径规

划[ 4] 、基于 GIS 的交通路径的遗传算法应用[ 5]

等。对于前者 ,普遍存在的问题在于忽略了网络

中的连通关系的描述 ,网络对象间若方向一致 ,则

被假定为完全连通 ,这和实际的网络对象是相矛

盾的 ,如立交桥和电闸等网络实体;对于后者 ,数

据结构只适应于具体的环境 ,其网络对象间的关

系亦不够完备。

作者认为 ,尽管网络对象的基本形式只有节

点和弧段两类 ,但网络对象间的关系较为复杂 ,网

络数据结构的设计 ,必须将网络对象间的拓扑和

连通关系表述完备;其次 ,作为一种服务于应用的

GIS数据来进行研究 ,结构必须符合一般 GIS 的

数据要求 。另外 ,必须以网络分析为目标 ,从总体

上把握结构的时间和空间复杂度。基于这三个原

则 ,作者提出一种全新的网络数据结构并详细讨

论了其时间和空间效率。

1　TDN 网络数据结构

1.1　GIS 网络数据的基本要素和关系

若以面向对象方式描述 ,GIS 网络对象由对

象标识符 、基本的语义类型 、基本的空间类型以及

对象间网络关系组成 。这一描述类同于基本的

GIS空间对象。与基本 GIS 空间对象相比 ,网络

对象在基本的空间类型和对象间关系上有较大差

异。

点 、线 、面是基本空间对象的空间基元 ,在网

络中 ,点 、线为网络对象的空间基元 。为了区别于

节点和弧段这两类基本的网络对象 ,在此将网络

中的点 、线空间基元分别称为点元素和链元素。

点元素和链元素存储网络对象的矢量几何坐标信

息 ,是网络对象的成分。

在基本 GIS空间内 ,通过拓扑关系框架描述

空间对象间的关系 ,具体而言 ,有四元组 、九元组

以及扩展的九元组几种表示方法。网络对象间仍

然存在拓扑关系 ,由于空间基元只包括两类 ,因

此 ,基本的拓扑关系可以简化 。在网络空间中 ,使

用四元组的拓扑表示方法已经足够了。按照这种

方法 ,节点和弧段对象间的拓扑关系可简化为表

1所示的 5种拓扑关系[ 6] 。进一步讨论 ,由于网

络分析中必须考虑网络对象间是否连通这一关键

环节 ,两种拓扑相接关系必须显式表示 ,而对于 3

种相离关系 ,通过网络对象间是否相接即可排除。

因此 ,网络对象间的相离关系是可以隐式表示的。

　　除了网络对象间的拓扑关系 ,连通关系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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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对象区别于一般 GIS 空间对象的重要特点。

连通关系是判断资源是否可以在网络对象间流通

的关系。任何连通关系都可以最大程度地分解为

3种基本连通关系
[ 6]
:从节点向弧段连通 、从弧段

向节点连通 、从弧段向弧段连通。由于表 1给出

的简化后的拓扑关系完整包含了网络中可能的对

象间关系 ,通过这些拓扑关系 ,可以验证这 3种基

本连通关系的完备性
[ 6]
。

表 1　网络对象间拓扑关系

Tab.1　Topological Rela tions Betw een Netwo rk Objects

网络对象 1 网络对象 2 拓扑关系

节点 节点 相离

节点 弧段 相离

节点 弧段 相接

弧段 弧段 相离

弧段 弧段 相接

　　除了网络对象间的拓扑关系和连通关系外 ,

网络对象还有其他重要的属性如权重 、方向等。

在引言提及的一些网络数据结构中 ,往往将这些

属性也考虑在基本的数据结构中。本文所提出的

结构普遍性较强 ,因而不会将这些属性放到基本

结构中 ,实际上 ,这些属性都可以从对象的属性结

构中进行扩充得到。

1.2　三向邻接链式网络存储结构

根据以上分析 ,可给出网络及其对象的链式存

储结构 ,简称为三向邻接链式网络结构(以下简称

TDN结构)。在该结构中 ,每一网络由一链表表

示 ,链表的每一结点为网络中的节点对象 ,以网络

链表中的每一结点为头形成两个分别以弧段对象

和路径对象为结点的链表 ,从而形成了一个以节点

对象为核心 ,具有三个指针指向的网络结构。如图

1所示为一网络及其 TDN结构表示的示意图。

图 1　网络及其 TDN 结构示意图

Fig.1　Sketch Graph of a Netwo rk and I ts TDN Structure

　　该网络结构中存在三种链表结点:节点对象

结点 、弧段对象结点和连通路径对象结点 。在各

结点中 ,维护各结点间的链结关系的指针域为本

文所主要阐述的对象 ,为了简化对各结点的描述 ,

用Other Data域代表各结点的其他数据如对象标

识符 、权重 、开关状态 、空间元素等 。如图 2所示 ,

节点对象 结点代 表网 络中的 节点 , 其中 ,

FirstRoute＊指针域指向第一条通过该节点的连

通路径 ,该路径由拓扑相接于该节点的两条连通

的弧段结合该节点组成;FirstArc＊域指向第一条

与该节点拓扑相接的弧段 。弧段对象结点代表网

络中的弧段 ,Flag为标志域 ,可用以标记该弧段是

否被搜索过;HNID和 TN ID 为该弧段拓扑相接

的两个节点的对象标识符 ,其中 ,HNID为该弧段

的头坐标对应的节点的对象标识符 , TNID为该

弧段的尾坐标对应的节点的对象标识符;HArc＊

Other Data FirstRoute＊ First Arc＊

(a)　节点对象结点

Other Data Flag HNID HArc＊ TNID TArc＊

(b)　弧段对象结点

Other Data HAID TAID NextRou te＊

(c)　连通路径对象结点

图 2　网络结构的结点描述

Fig.2　Description of Elements in Ne tw ork Structure

指向下一条同样与对象标识符为 HN ID 的节点

拓扑相接的弧段;TArc＊指向下一条同样与对象

标识符为 TNID的节点拓扑相接的弧段 。连通路

径结点代表通过该节点的任意两条拓扑相接的弧

段形成的路径 , HAID 为该连通路径头弧段的对

象标识符 , TAID为该连通路径尾弧段的对象标

识符 ,通过这两个标识符 ,可以确定连通路径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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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即从标识符为 HAID 的弧段指向标识符为

TAID的弧段。NextRoute ＊指向下一条通过同

一节点的连通路径。

　　TDN结构对网络拓扑关系的描述是完整的。

对于节点对象 ,通过 FirstArc＊指针域 ,可找到与

该节点拓扑相接的第一条弧段 ,再沿该弧段的

HArc＊指针域 ,可依次遍历与该节点拓扑相接的

所有弧段;对于弧段对象 ,通过 HNID和 TN ID两

个节点对象标识符 ,可以找到与该弧段拓扑相接

的两节点 ,通过该弧段的 HArc＊或 TArc＊指针 ,

可以遍历与该弧段头或尾拓扑相接的所有弧段。

显然 ,节点和弧段的所有拓扑相接的关系都得到

了记录 ,同样 ,也隐含了这样的结论:若两网络对

象间不是拓扑相接的 ,则是拓扑相离的。 TDN 结

构对网络连通关系的描述也是完整的。结构中以

节点对象为中心记录了所有通过该节点的路径 ,

通过节点对象的 FirstRoute ＊指针 ,可以找到第

一条连通路径 , 再沿着第一条连通路径的 Nex-

tRoute＊指针 ,可遍历所有通过该节点的连通路

径。每一连通路径由三个基本的连通关系构成 ,

即前面所述的从节点向弧段连通 、从弧段向节点

连通 、从弧段到弧段连通 。

在本结构中 , Other Data 数据域内最重要的

两个属性为对象标识符和空间元素 。网络对象的

标识符是系统分配的 ,在对象实例初始化时产生 ,

是系统中惟一识别该对象的特征。在对象生成时

产生 ,该标识符同时作为语义记录的主关键字存

储起来 ,从而实现对象从属性到空间位置的双向

查询。弧段和节点两者的标识符独立分配 ,互不

影响 。

最小的空间元素为点元素 ,是 0维的空间元

素类型 ,代表空间参考系统中一个独立的坐标位

置 ,(X , Y )为点元素的坐标 ,为双精度浮点数。

若考虑结构向高维扩展 ,可相应地通过增加点元

素的数据对象而实现。链是一维空间元素类型 ,

通过一系列有序点元素组成 ,链是有方向的 ,链的

方向由链的起点和终点确定 ,链元素最少由两个

点构成 。链元素的构成是有限制的 ,链元素既不

允许自交 ,也不允许闭合 。在弧段对象结点中 ,除

了使用链元素的初始数字化方向来确定弧段的基

本方向 ,还使用方向标识来确定弧段是否可以双

向连通 ,通过这两个属性 ,可以描述双向 、无向和

单向的网络。而图论中使用的几种基本结构如邻

接矩阵 、十字链表或邻接链表 ,都只能适应有向图

或无向图 。

2　基于 TDN 结构的常用算法效率

分析

　　时间效率是衡量一种数据结构优劣程度的重

要指标。网络结构的主要作用是支持网络分析功

能 ,在网络分析中 ,网络的遍历算法是应用最广泛

的算法 。其中 ,无论是深度优先搜索算法(DFS)

还是广度优先搜索算法(BFS),究其遍历过程 ,实

际上都是对每个节点查找其邻接点的过程。所以

其耗费的时间则取决于网络的存储结构 。若用二

维数组方式存储节点数为 n 的网络 ,则需存储 n

个节点的信息和 n
2 个弧段的信息 ,在这样的结构

中查找某个节点的邻接点 ,需在 n ×n 的邻接矩

阵内进行循环 ,因此 ,查找每个节点的邻接点的时

间复杂度为 O(n
2
)。在 TDN 结构中 ,由于弧段

对象记录了头尾两节点的对象标识符 ,查找节点

的邻接点的过程可以通过查找连接该节点及其邻

接点的弧段来实现 ,若 a 为网络中弧段的数量 ,

则查找这样的弧段的时间复杂度为 O(a)。可见

TDN结构的效率是比较高的。

TDN结构的建立比较简单 ,若输入的节点信

息为节点的对象标识符 ,则建立此结构的时间复

杂度为 O(n +a)。在具体的网络操作中 ,该结构

使用相当方便 。若需查找某两节点间是否有弧段

相连 ,可以很直观地找到该弧段。另外 ,通过标志

位 ,可以在网络遍历时作记号表示该弧段是否已

访问过。连通路径对象结点在确定经过某节点的

弧段间是否可连通非常有用 ,有了该结点 ,对于以

往无法描述的立交桥 、三相电闸等特殊网络实体 ,

就可以轻松表示了[ 6] 。

以相同的数据量进行网络宽度优先遍历算法

的测试 ,测试情况如表 2所示。显然 , TDN 结构

的遍历运算效率要大大优于邻接矩阵 ,在网络的

节点和弧段平稳增加的情况下 ,使用邻接矩阵进

行遍历运算的时间增长很快 ,而十字链表结构和

TDN结构的计算时间较为稳定 。

　　分析网络存储的空间消耗。首先 ,对于任意

网络 NW=(N , A),令 N =n , A =a , d i 为

依附于节点 i 的弧段数(简称节点的度),存在:

∑
n

i=1
d i =2a (1)

0 ≤a ≤n(n -1)/2 (2)

　　连通路径对象结点存储两个弧段对象标识符

和一个指向下条连通路径的指针 ,最坏的情况是

所有的路径连通且为双向的 ,那么任意一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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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结点 i 的连通路径对象结点数为C
d
i2 ,则网络

的连通路径对象结点总数为∑
n

i=1
C
d
i2 ,若每个整数为

4字节 ,指针为 2字节长 ,则每个连通路径对象结

点占 10×Cd
i2 。

表 2　不同结构的网络宽度优先遍历算法

效率测试

Tab.2　Rate Tests of Netw ork Breadth First

T ravering for Different Netwo rk Structure

节点数据 弧段数据 邻接矩阵/ s 十字链表/ s TDN 结构/ s

1 240 2 206 1.638 0.552 0.514

2 511 4 128 3.291 1.064 0.966

3 492 6 473 5.984 1.512 1.428

5 837 9 652 10.257 2.086 1.846

8 363 14 562 31.963 4.238 3.512

　　节点对象结点存储分两部分 ,若权重为浮点

数 ,Other Data域为固定长度为 19 字节 ,点元素

所含(X , Y)坐标共有 16 个字节 ,则每个节点对

象结点占 35个字节 。

对于弧段对象结点 , Other Data 域固定长度

为 27个字节 ,链所含点的个数是无法预测的 ,可

设平均值 t ,则每个弧段对象结点占 27+16 t 个

字节 。

统计起来 ,每一网络所占存储空间为 10×

∑
n

i=1
C
d
i2 +35 n+(27+16 t)a 个字节 。由于弧段的

数量一般都要多于节点的数量 ,且弧段中往往要

包含多个点元素 ,可以认为 ,确定网络的存储空间

的关键因素是弧段的链元素所含点的数量。

直观地 ,以高压缩率且无拓扑的 SHP 文件格

式 、不记录连通关系的十字链表结构和 TDN 结

构进行存储数据量比较 ,其结果如表 3。

表 3　不同结构的数据量比较

Tab.3　Comparison of Data for Different Netw ork Structure

全美高速

公路/ by te
全美铁路

/byte
美国某市

街道/ byte

SHP文件(S) 9 944 532 3 611 132 1 284 208

十字链表(O) 10 763 634 344 191 1 691 302

TDN 结构(T) 11 897 568 4 763 083 1 972 543

S∶O∶T 1∶1.082∶1.196 1∶1.203∶1.319 1∶1.317∶1.536

　　从表 3可以看出 ,尽管存储了网络拓扑和连

通关系 , TDN 结构并没有比其他两种结构的数据

量大很多 ,随着代表实体的弧段的复杂度增大 ,该

结构的数据量增加的速度也相当稳定 ,这说明 ,在

保证必要参数存储的情况下 , TDN 结构的存储效

率接近于 SHP文件格式。

3　结　论

GIS网络是一类较为特殊的空间现象 ,常规

的矢量数据结构如拓扑结构在表达这一类现象时

往往存在缺陷 ,比如拓扑关系冗余 、网络连通关系

缺失等 。在实际的网络分析过程中 ,研究人员经

常借助图的表示方法来描述 GIS 网络。事实上 ,

这种方法也存在结构不统一的问题 。文章首先讨

论了在网络数据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 ,给出了完

备表达网络结构的几个基本要素和网络关系 ,提

出了 TDN 网络数据结构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结

构分析 ,最后对该结构进行了时间和空间效率上

的推演 ,并以试验验证了该结构的综合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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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ation of TDN Structure for GIS Networks

WANG Y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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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search Center of Spat ial Information &Digital Engineering ,Wuhan University , 129 Luoyu Road ,Wuhan , China , 430079)

Abstract:On the authors' opinion , there exist two types of netwo rk objects:nodes and arcs.B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network objects are complex.Both topological and connecting relations be-

tween netwo rk objects should be represented completely w hen the data st ructure for GIS netw orks

is designed.And the structure should acco rd w ith the requirements for a general GIS data st ruc-

ture.In addi tion , the st ructure should be efficient fo r netw ork analy sis.

Firstly , this paper analy ses the problems when connecting relations are absent in a data st ruc-

ture for GIS netw orks.The topological relations are simplified on combination w ith the f rame of

the four_intersection_model for topolog ical relations and the characterist ics of a GIS netw ork.Five

types of basic topological relations are summarized.

Then , 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data st ructure fo r GIS netw orks , TDN structure ,w ith both

types of relations.In the new data st ructure there are tw o types of netw ork objects , nodes and

arcs.Bo th of them are composed of semantic elements and geometric elements.There exist four

types of semant ic elements and three types of geometric elements.

Lastly ,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ef ficiency of TDN structure.In TDN structure , the maximum

calculating time to find a nearby node for current node equals to the number of arcs that are con-

nected with the current node.Apparently , the st ructure is more efficient than adjacency matrix

structure.This paper also analy ses the sto rage ef ficiency of the data st ructure.An expriment show s

that the data structure is applicable and reliable.

Key words:GIS netw ork;structure of TDN;netw ork relat 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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