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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扩展性的公路空间数据库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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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开放 、通用为指导思想 ,提出了建立一个具有良好可扩展性公路空间数据库的建议 , 阐述了公路实

体网络和分析公路数据库结构数据实体的关系;使用数据字典设计了专题属性标准数据表 ,从而实现公路管

理专题的扩展;提出了灵活可变的图形的属性结构 ,实现公路实体属性扩展;运用动态分段理论完成网络图的

建立和维护 ,实现了核心层图形数据的动态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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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路数据的层次划分

以全国公路普查数据库为参照标准 ,兼顾云

南省公路数据管理现状 ,并以公路普查数据为基

础 ,在系统总体结构方面 ,根据公路数据库“采集

※整理※管理”的工作流程 ,将数据划归到底层 、

核心层和应用管理层 3个层面 。各层数据间的层

次逻辑关系如图 1所示。

图 1　公路数据库数据关系图

Fig.1　Data Relation of Road Database

底层数据中的属性数据主要来源于公路普查

数据 ,而图形数据包括采用不同采集模式获取的多

源 、多尺度原始数据 ,以及按照数据的重要性采用

“精度优先”原则归并的 、图形属性特征码惟一的整

合数据。底层数据主要面向的工作对象是进行数

据采集 、数据更新以及数据库系统维护的用户。

核心层数据是系统对整合归并后的图形数据

库进行加工 、提炼 ,用来表示空间目标拓扑关系的

数据 ,以实现底层数据与公路管理应用之间的联

系 ,是整个数据库实现管理 、查询 、分析的主要图

形数据源 。

应用管理层数据来源于公路普查的底层属性

数据 ,它涉及到公路行政管理 、属性特征数据管理

等不同类型的公路管理数据(以下简称为专题)。

2　数据实体关系总体设计

由于在公路管理中主要通过路线代码及桩号

实现管理数据与空间位置的准确对应 ,即管理专

题目标拥有一个路线代码和起止桩号 ,相对应有

一段空间上的路段 ,因此 ,本文将公路实体抽象为

网络图 ,如图 2所示 。

网络结点包括道路交叉点 、管理专题(路线 、

路况 、路产路权分段)的起止里程桩点等;一个线

路代码和一个桩号作为网络结点的一维标示 。网

络弧段可以看作是基于专题管理划分的具有相同

属性的最小道路线实体 ,同一网络弧段所代表道

路的特征属性(如道路等级 、路线)和管理属性(如

路权所属 、所属养护段)是完全一致的。弧段关联

表主要实现专题目标与网络弧段之间多对多的

互访 。

如图 2所示 ,公路路段可以抽象成许多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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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公路实体网络图

Fig.2　Netwo rk of Road Entities

的网络弧段和网络结点 ,而这些弧段和结点间具

有拓扑关系。基于此网络图 ,一个专题目标就可

以便捷地获取与其相关联的空间信息 。相反 ,任

何一个空间信息都能获取其所属的管理专题 ,因

而网络图的建立和维护是整个数据库算法的核

心 ,也是数据库实现图形更新的技术关键。

围绕公路实体网络图 ,设计出数据库的实体

关系图 ,如图 3 所示 。网络结点和网络弧段组成

了核心层的数据 ,是从底层图形数据中提取 、转换

出来的;而管理专题和弧段关联表成为应用管理

层数据的主要组成部分 ,管理专题来源于底层的

属性数据 ,属于底层属性数据的子集。

图 3　公路数据库数据实体关系图

Fig.3　Entity Relation of Road Database

3　管理专题的扩展

3.1　以数据字典为核心的设计思想

在数据库应用管理层设计中 ,采用以数据字

典为核心的数据库应用系统开发方法。数据字典

即关于数据的数据 ,它主要是对数据库实体的结

构 、规范 、完整性约束等信息进行描述。

如图 4所示 ,对每一类公路管理的专题属性

对应建立一个应用层属性数据库 ,并且针对各个

不同公路管理专题的每一功能(属性),分析归纳

出其所有的核心数据 ,将其分类描述信息存放在

一些专门建立的表中 ,这些表就是数据字典。

图 4　应用管理层数据与公路普查属性数据结构关系图

Fig.4　F rame Relation of Managed Application

Da ta and Road Check A ttribute Data

3.2　数据字典与标准的结构数据表的关系

应用管理层的数据字典主要是对每个应用专

题数据库的标准数据表通用属性表中字段的类

型 、取值的描述 ,具体结构如表 1。表 1中 , [字段

名称]项的内容为应用管理层专题属性表(即标准

数据表)的字段名称;[字段描述]项的内容为底层

普查的各管理专题属性数据(即原始数据)与[字

段名称]项对应的字段名称;[类型]项作为[字段

名称]取值类型的判断。取“1”表示底层的普查公

路专题数据库与当前标准数据表应用管理层通用

数据库的字段对应关系;取“2”表示标准数据表应

用管理层专题属性表的属性项为枚举型 ,相对应

的[字段描述]项内容为枚举内容之一。

表 1　专题描述表———数据字典

Tab.1　Da ta Dictionary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长度

字段名称 C 10

字段描述 C 20

类　　型 N 1

3.3　管理专题的任意扩展

建立普查数据库与标准结构数据库之间的联

系以后 ,使应用管理层数据库具有良好的可扩展

性 ,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求任意添加不同的管理

专题 。

应用管理层数据库的标准数据表专题属性表

内容与普查专题属性一致 ,通过对普查专题属性

表结构的归纳 ,建立专题属性标准数据表数据字

典 ,公路普查的公路基础信息 、技术信息数据等各

种公路管理专题实体在数据库中就可以任意进行

扩展 。管理专题实体与通用标准结构的专题属性

数据的关系如图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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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标准结构与专题属性数据的关系图

Fig.5　Relation Between Standard A ttribute

Structure and Special Attribute

在以数据字典为核心的应用管理层中 ,数据

字典将成为建立在应用程序和数据库之间的一座

桥梁 ,核心算法将围绕应用管理层的通用格式来

设计。用户可以在此基础上扩展管理功能 ,而无

需过多地考虑数据格式 、类型 。

4　公路实体属性扩展

公路数据库的图形以公路所代表的线状要素

和公路沿途桩号及其他特征点代表的点状要素为

主。特殊的是 ,公路的线和点要素在实际意义上

表达的信息非常多 。在以往的数据库中 ,为了表

达目标的多重属性 ,往往需要建立专门的多重属

性对应表 ,但随着数据表的增多 ,在数据维护过程

中就会引发繁琐而又必需的数据表连锁维护 。

4.1　点状目标的属性数据结构

点状目标主要是线特征上所有属性产生变化

的有意义的点。它不仅包括物理特征意义上的变

化点 ,如道路交叉点 、桥梁点 、涵洞等 ,而且还有统

计管理意义上的变化点 ,如路线 、路况 、路产路权

分段的起止里程桩点等 ,它们具有控制作用 ,是用

户采集归并以后得到的。在整个数据库中 ,底层

和核心层的点状要素都可以采用同样的结构 。下

面从编码 、属性特征码 、二义性表达 3个方面来阐

述点状目标的属性扩展。

1)编码。为了管理 、查询以及分类编码统

一 ,建议将所有的道路特征点纳入具有统一库结

构的点图形数据库中 ,按照“路线代码” +“ k 公里

数” +“米”方式进行统一编码。此种编码方式可

以解决以往由于目标的增加而导致编码位不够的

缺点 。

2)属性特征码。使用可扩充的位串来表达

种类繁多的道路特征点 ,一方面可以节省存储空

间 ,另一方面可以满足用户的扩展需要 。采用 n

位的记录方式表示道路特征点的分类数目 , “0”

表示不是;“1”表示是 。

3)二义性表达。通过添加备注字段对点的

历史桩号 、施工桩号 、其他线路的桩号等多重编码

进行记录 。格式为:路线代码 +“ k” +公里 +

“ +” +米+桩号分割符号+…+结束标记。

4.2　线状目标的属性数据结构

数据库的线状目标主要有底层图形库的公路

线划和核心层的网络弧段 ,两者的结构差不多。

下面从编码 、二义性表达两个方面来阐述线状目

标的属性扩展 。

1)编码 。采用其相对应的起始和终止结点

的编码相加后得到 ,虽然长度稍长 ,但能够解决以

往由于目标的增加而导致编码位不够的缺点 。

2)二义性表达 。与点状要素一样 ,采用备注

字段记录线的多重属性 ,标记具有二义性的道路。

格式为:路线代码+分割符+… +结束标记。

5　通用灵活的结构与动态分段技术
相结合实现图形的动态更新

5.1　动态分段

动态分段是一种新的线性特征的动态分析 、

显示和绘图技术 ,它是在传统 GIS 数据模型的基

础上 ,利用线性参照系统和相应的算法 ,在需要分

析 、显示 、查询及输出时 ,动态地计算出属性数据

的空间位置 ,即动态地完成各种属性数据集的显

示 、分析及绘图的一种方法。

本数据库采用动态分段模型的目的 ,是在不破

坏原有图形数据的基础上 ,通过用户数字化的带有

桩号信息的结点 ,对桩号所在的线段动态地分割为

两条弧段 ,并且一并生成弧段与结点的拓扑关系。

5.2　自动更新标记

方案专门为底层数据设计了更新标记结构 ,系

统通过对底层数据定时地进行扫描 ,自动对数据进

行正确的更新。该标记可以通过不同的取值来表

示数据更新类型的种类 ,如“1”表示图形修改 , “2”

表示属性修改 , “3”表示图形删除等。根据更新标

记进行更新数据获取 ,从而实现数据实时更新。

5.3　核心层图形数据的动态更新思想

核心层图形数据更新主要是公路线划 、点状

目标和管理专题出现增 、改 、删等情况。这三种情

形的基本算法基本是一致的。

1)线状目标的增加。获得归并的道路线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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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核心层 ※在所有与该道路发生交叉处进行动

态打断和拓扑关系的建立 ,使得道路网络中不存在

穿越交点的弧段 ※更新核心层的网络弧段和网络

结点表 ※更新应用管理层的弧段关联表。

2)点状目标的增加。查询核心层中是否存

在线路代码和桩号均一致的网络结点 ,如果存在 ,

将不执行以下步骤:将线路代码一致的 、距离该点

最近的网络弧段在该点处进行动态打断 ,生成新

的网络结点 ※更新核心层的网络弧段和网络结

点表※更新应用管理层的弧段关联表 。

3)管理专题的增加。其算法思想与点状目

标增加的思想基本一致 ,不同的是 ,管理专题是添

加两个点 ,也就是重复两次上述算法。

6　结　语

笔者结合云南省公路数据库开发与建议项

目 ,在云南省马龙县进行了数据采集模式的试验。

采用 1∶50 000地形图数字化 、GPS 定点和动态测

量 、1∶1 000公路竣工图数据转换建立图形数据 ,

与调查的属性数据相结合 ,建立了一个公路空间

数据库演示系统 ,检验并实现了上述系统思想 ,得

到了理想的结果 。

研究结果表明 ,以开放 、通用的思想为指导的

数据库设计方案 ,不仅适合公路空间数据库的设

计 、建设和应用 ,而且对于其他的空间地理数据库

的设计也有借鉴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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