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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给出了一种解决层内联动以及层间联动的方法 , 对于实际处理无拓扑关系下编辑联动的问题有较好

的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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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GIS图形编辑中 ,主要的数据是几何图形

数据 ,这些图形数据分为点 、线 、面三类图元。空

间数据又分为多个图层 ,每个图层又由大量的图

元组成。简单的图元如点状符号 、注记 、普通线

等 ,其独立存在于图层中 ,对这些图元的处理较为

简单 ,毋须考虑相互间的几何关系。而对于面状

图元和线状图元来说 ,就必须考虑它们之间相互

影响的关系了 。如在面图层中 ,当一个弧段的几

何位置发生变化时 ,其相应的左右多边形的位置

也必定随着移动 。这种关系不仅仅存在于某一图

层的内部 ,它也存在于图层间的图元之间 ,例如道

路新建时 ,在地图上不仅仅是在道路层新增了一

条线 ,它还必然会分割某个面层的某个图斑 。由

此出现了编辑联动问题。所谓编辑联动 ,是指在

对一个图元编辑修改后 ,其他图元由于与这个图

元有某种关系 ,而要求能自动同步被修改。

编辑联动的问题在很多 GIS 应用中都存在 ,

如果存储了拓扑关系 ,实现图层的数据编辑联动

相对简单。但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 ,计

算机的运算速度也越来越高 ,同时建立和维护拓

扑结构又要花费较大的代价 ,所以目前有很多的

数据模型并不存储拓扑结构 ,例如 ESRI 的 Geo-

Database存储模型。在这种情况下 ,实现编辑联

动也就有了困难 。因而在没有拓扑关系的情况

下 ,研究如何进行编辑联动十分重要。

1　编辑联动及其分类

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 ,这里把联动问题进行

分类分析。从图层的角度来考虑 ,可以分为图层

内的联动及图层间的联动两大类型。图层是 GIS

中最基本的概念 ,本文中所说的图层是指具有相

同特征的几何实体的集合。简单地说 ,图层是指

由单纯的点状要素 、线状要素或面状要素所组成

的集合体 。如果把点 、线 、面混合作为一层 ,则不

属本文所讨论的范围 。

1.1　图层内图元的联动

图层内的联动主要是由于节点(包括线的节

点以及面的节点)的移动 、地物的新建而产生的。

对于面状地物而言 ,一个图斑的节点的移动 ,将可

能影响到其他一个或多个图斑 ,这时应该对其他

图斑的节点也同步移动。同样 ,在新建一个地物

时 ,也将要求同步修改其他相关地块。

对于线状图层而言 ,在图层内部一般只涉及

到公共节点的移动而产生的联动。对于点状图层

而言 ,在图层内部 ,就不会有联动问题产生。

1.2　图层间图元的联动

图层间图元的联动 ,是指对一个图层的图元

进行了修改 ,而另一个图层因为与这一层具有某

种连带关系 ,与之相应的图元要求被同步修改。

相对图层内图元的联动 ,这种联动不但复杂多了 ,

而且也困难多了 。图层间图元的联动 ,主要需考

虑联动类型的多样性和联动关系的不稳定性 。

1)联动类型的多样性 。是指因为图层与图层

类型不一样 ,导致联动的类型有多样化的特点。

下面把用户编辑的层称为操作层 ,把所需要和操

作层联动的层称为联动层。不考虑注记层 ,只考

虑点 、线 、面三种图层 ,那么就可能涉及到了6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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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联动关系(点-点 、点-线 、点-面 、线-

线 、线-面 、面-面)。每种联动关系都会因为图

层的类型不同而具有自己的特点。

　　点层与其他层之间的联动 。这种类型的联动

可能相对其他情况要简单。如当操作层为点层 ,

而连动层为线层或面层时 ,在点层上进行删除 、移

动操作 ,操作层对应的图元就可能有两种变化:①

点不落在任何线或面的边界线上 ,那么线层当然

没有图元被修改;②点落在了某个线元或面元的

边界线的节点上 ,那么对应节点就可能要同步被

删除 、移动 。当在点层上新增了一个点时 ,如这一

点落在了线层上的某个线元或面层的某个多边形

的边界线上 ,那么对应的位置就可能需要新增一

个节点。

线层与面层之间的联动。这种联动关系分两

种情况 。其一是线层为操作层 , 面层为联动层。

当在线层上新建了一条线时 ,那么面层的与这条

线相交的图斑就可能要被这条线给分割了。若线

层上的某条线与面层上某个图斑的边界线部分重

合 ,那么这条线如果某个节点移动了 ,面的边界上

对应的节点也就可能要同步移动。其二是面层为

操作层 ,而线层为联动层 ,一般只需考虑图斑的部

分边界与线层的某条线的一部分重合的情况 ,这

时图斑的边界如果有改动的话 ,对应的线也可能

要相应地改动。线层与线层的联动一般来说只涉

及到其节点之间的问题。最常见的问题是当操作

层的线的节点移动时 ,联动层如果有某条线的节

点与这个节点重合 ,那么也可能需要被同步移动。

面层与面层之间的联动 ,一般来说有两种情

况。其一是当操作层的某个面的节点被移动时 ,

联动层如果有某个面的节点与之重合 ,可能需要

同步移动。其二是当操作层新建了一个面时 ,联

动层的与之相交的面就可能要被分割了 。

2)联动关系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指

在同类型的联动操作中 ,其联动情况因为实际要

求的不同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图层与图层之间是

否需要联动 ,以及如何联动 ,要看实际情况而定。

比如在线状图层增加了一条线 ,那么很难确定相

应面状地物层的相应图斑是否应该被这条线分

割。在有些情况下 ,图斑是应该被分割的 ,有些情

况下 ,它们又没有任何关系。例如按照国土资源

部的《县(市)级土地利用数据库标准》 ,在土地利

用数据库中 ,既要保存行政区(面状地物),又要保

存行政境界(线状地物)。行政境界必须是行政区

的边界线 ,那么当行政区改变时 ,其行政境界层要

与行政区层保持一致 ,这种情况下 ,联动是必需

的。然而如果线层数据是高压线 ,而面层是宗地

数据 ,对高压线层进行编辑 ,并不会影响到宗地数

据 ,那么这两层就不会有联动的问题。

2　编辑联动的实现

2.1　层内联动的实现

图层内的联动问题比层间的联动要简单 。由

上面的分析结果可知 ,只有地物新建和节点移动

时才会产生。现在分别考虑点 、线 、面的层内联动

关系 。在点层内部 ,很明显不会有联动问题。对

于线层的层内联动 ,只有在公共端点移动时才会

涉及到联动问题 ,它的实现类似于面层的内部因

为面元的节点移动所引起的联动 ,因而在这里只

简单讨论面的层内联动问题。

在没有拓扑结构的情况下进行 GIS 系统开

发时 ,例如在AO组件的独立开发中 ,如果仅依赖

于AO所提供的编辑功能 ,当移动面的节点时 ,只

会对一个面的节点移动 ,相邻面的节点并不会同

步移动 ,这样就会破坏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其解决方法是记录节点移动的起点和终点 ,然后

把其他与之有公共节点的面的对应节点也移动到

新的终点。如图 1所示 ,要把图元 A 与图元B 的

公共节点 1移动到1′,需要分为两个步骤:①把图

元 A(或是图元 B)的节点 1移动到 1′,并记录点

1和 1′;②根据所记录的起点和终点 ,把图元 B

(或是图元 A)的对应节点移动到终点位置 1′。

严格来说 , A 与B 的公共节点并不能随鼠标移动

而实时地同步移动 ,只有在一个图元的节点移动

完成后 ,其他与之共节点的图元的节点才会进行

联动 。

图 1　节点移动引起的联动

F ig.1　I nterlinked Editing Caused by

Vertex_moving

　　当新建一个面时 ,首先通过空间运算得到与

之相交的所有图斑 ,然后把这些图斑分别与新建

的图斑进行求异运算 ,生成新的图斑 。如果有图

斑被新建的图斑包含的话 ,那么这个图斑就会消

失了 ,如图 2所示。

　　图层内的联动在实现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空

间运算 ,例如查找某个图斑的相邻图斑 ,以及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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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形的求异运算 。在没有拓扑关系时 ,这种运

算是费时费力的 ,但是由于目前计算机性能的大

幅度提高 ,针对空间数据的面向对象的关系数据

库的出现 ,以及空间索引的建立 ,都使空间运算的

速度不再成为问题。

图 2　新增图斑引起的联动

Fig.2　I nterlinked Editing Caused by

New Poly gon

2.2　层间联动的实现

2.2.1　联动关系的引入

图层间联动关系的多样性及联动关系的不确

定性是否能够有效地解决 ,是实现图层间图元编

辑联动的关键。为了有效解决图层间的编辑联

动 ,现引入“联动关系” ,用它来定义层与层之间应

该如何进行联动 ,这样便于编程实现。

这里所指的联动关系 ,是指在图形编辑时 ,图

层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是定义

了图层之间的联动规则 ,图层之间的联动是在这

些规则的指引下完成的。针对不同的应用 ,这些

规则又有所不同。表 1中定义了几种常见的联动

关系 。

表 1　联动关系描述表

Tab.1　I nterlinked Editing Relationship

编号 类型 关系 描述

1 点-线(面) 点影响线(面) 线(面)节点随点走

2 点-线(面) 线(面)影响点 点随线(面)节点走

3 点-线(面) 互相独立 互不影响

4 线-面 线分割面 新建线 ,则分割面

5 线-面 线与面边界保持一致 线动 ,则面的相应边界同步动

6 线-面 互相独立 互不影响

7 线-线 公共节点一致 有公共节点 ,则保持一致

8 线-线 互相独立 互不影响

… … … …

　　从表 1所定义的一些联动关系可以看出 ,有

的联动关系是单向的(A 层影响B 层 ,但 B 层并

不影响 A 层),有的是双向的(A 层与B 层互相影

响)。如表 1的第 4种 ,只有线影响面 ,是单向的 ,

但第 7种 ,则是双向的 。在引入了层间联动关系

之后 ,根据实际情况 ,规定每两层的关系类型 ,这

两层的关系可以是以上的一种 ,也可以是以上的

几种 ,例如某线层与某面层的关系可以同时是“线

分割面”和“线与面边界保持一致” 。情况不同 ,关

系也不同 ,则联动的操作也不一样。确定好了每

两层的关系之后 ,需要把这些关系保存在数据库

中 ,以便于联动操作 。

由以上的讨论可知 ,联动关系是根据前面讨

论的 6种联动类型来定义的 ,每种类型(如线-

面)又根据需要而定义相互之间的关系 。这样一

来 ,联动的多样性就迎刃而解了。同时利用多种

关系把联动的不确定性转换成确定的联动关系。

联动的不确定性是从广义上说的 ,如对于面层与

线层这两个抽象意义上的图层 ,不可能确切定义

它们之间的联动关系 。但是对于具体的两个图层

之间 ,如行政区层(面)与行政境界层(线),其联动

关系是确定的 。因此 ,通过联动关系 ,可以较好地

解决层间联动情况的多样性以及不确定性。

2.2.2　功能实现

每种联动关系都可以看作联动的一种规则。

实现的时候 ,以联动关系为准 ,把层间联动分解为

各自独立的算法。这里以线面关系 4为例讨论算

法的实现 。

上面定义的层间关系中 ,编号为 4的关系定

义了“线分割面”的关系。这个关系只有在线层为

操作层 ,面层为联动层 ,并且在线层上新建一条线

时才会发生。因而其算法功能单一 ,实现时也相

对独立。下面是“线分割面”算法的实现步骤 。

1)获得用户新增的线(作为参数传进来)。

2)在面层找到与这条线相交的所有图斑。

3)把所有图斑分割 。

对于其他关系算法的实现 ,与“线分割面”的

步骤差别不大 。在完成了对所有层间关系对应的

算法后 ,层间联动的实现也就完成了大部分工作。

下面讨论整个层间联动操作的流程 。

当用户完成一个编辑操作以后 ,联动是在后

台完成的。所以系统必须自动判别所需联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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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以及层与层之间的联动关系 ,然后才能调用相

应的联动算法来完成联动任务 。因为每两个层的

关系都定义好并且保存在数据库中 ,判别起来就

相当简单了。每个关系的联动算法都必定有一些

初始参数 ,这些参数一般是在用户编辑的过程中

获得的 ,都要在编辑时就记录下来。联动过程的

步骤如下 。

1)用户编辑操作 ,系统记录联动参数。

2)从数据库中获得该层与其他层之间的联

动关系。

3)循环所有与之不是“互相独立”联动关系

的层 ,调用相应的联动算法 ,传入联动所需参数 ,

完成联动 。

3　应用实例

按照以上思路 ,笔者在南海土地利用变更系

统的图形编辑模块中 ,实现了行政区与行政境界

层 ,地类界线与面状地物层 ,以及面状地物层与线

状地物层等有确定联动关系的图层的编辑联动 ,

并达到了较好的效果。其软件环境为:Window s

2000(Service Pack 2), VB6 , ESRI ArcObjects

8.2 ,ARC SDE 8.2 。硬件环境为:客户终端 CPU

为 P4 ,1.6GHz , RAM 为 256M ,服务器为双 CPU

PⅡ Xeon 400 MHz ,RAM 768M 。

4　结　语

编辑联动在没有拓扑关系的情况下 ,是一个

技术难题 。本文给出了层内联动的具体方法 。对

于层间编辑联动 ,本文提出了引入“联动关系”的

方法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联动类型的多样性及

不确定性 ,从而使层间的联动成为可能 。实践证

明 ,这种联动方案对于图层之间整体图元的编辑

联动是可行的 ,并且有较好的实用价值 。但是对

于在某一层(A)中某些图元和另一层(B)中的图

元要联动 ,而另一些图元和同样的图层(B)中不

联动的情况 ,本文所讨论的方法是否适用 ,还需要

进一步地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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