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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拼接前的数据要求，并给出了实现数字海图逻辑无缝拼接的具体步

骤和无缝数据结构，论述了实现数字海图无缝拼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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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海洋地理信息的存储

介质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计算机可识别存储介

质上的有序集合———数字海图，仍沿用最初的分

幅方式。基于分幅、相互分离的数字海图存在的

弊端有：① 它与无分割的海洋地理空间实体不一

致，也无法适应海洋地理信息的完整性需求；

② 不便于数据库的分布式管理；③ 海图分幅的

叠幅特点使得叠幅部分的信息重复获取与存储，

产生裂隙和数据冗余，致使资源空间在使用上浪

费。排除上述弊端的措施是利用计算机方法实现

数字海图无缝拼接———将分片的数字海洋信息处

理成连续无缝的数据。

１　基本理论

１．１　数字海图缝隙的来源

空间地理数据的缝隙主要来源于数据获取、

数据表示与组织以及数据处理等方面［１，２］。

在数据获取方面，纸质海图是一种基本的空

间数据源，分幅的图幅设计方法人为地将连续的

地表空间划分成若干个子空间，分别分布于不同

的图幅中，从而产生缝隙（如图１所示，局部完整

的海岸线被分割于分离的连续图幅中）。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海图的自由分幅与数字

地形图的经纬线分幅有所区别。数字地形图采用

高斯克吕格投影，依照国家基本比例尺系列按不

同的经差、纬差分幅，图廓线由经纬线构成，相邻

图１　因分幅产生的缝隙

Ｆｉｇ．１　ＳｅａｍＣａｕｓｅｄｉｎＣｈａｒｔ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比例尺地形图之间完全连续，同比例尺相邻图幅

之间没有间隙———无重叠；而同比例尺成套航海

图则采用墨卡托投影，按航线规划，自由分幅，不

存在分带投影问题，但相邻图幅之间有一定的重

叠（也称为叠幅部分）。另外，纸质海图作为数字

海图的空间数据源，在进行数字化时，设备精度与

采集精度会使海图在叠幅部分的重复内容处产生

缝隙（如图２）。

　　在数据表示方面，以平面投影坐标来描述的

椭球面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跨带投影所导致的裂缝

问题。如我国１∶２．５万～１∶５０万地形图均采

用高斯克吕格投影，６°分带；１∶１万及更大比例

尺的地形图和１∶２万及更大比例尺的航海图则

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３°分带。

在数据的存储和管理上，按图幅以文件形式

来组织和存储空间几何数据，造成不同的图幅之

间存在缝隙。在数据处理方面，数据处理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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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缝隙

Ｆｉｇ．２　ＳｅａｍＣａｕｓｅｄｉｎ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的容差或处理过程的不一致也会产生缝隙。

１．２　数字海图无缝的涵义

两个相邻图幅数字海图的空间数据在结合处

可能存在逻辑缝隙和物理缝隙，无缝拼接则包含

逻辑无缝和物理无缝两层涵义。

１）逻辑无缝

逻辑缝隙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同一地物在相

邻图幅的两个分离的数据文件中具有不同的地物

编码（如图３，同一岸线在相邻的两图幅中具有不

同的地物编码犃、犅）；另一种是同一地物在这两

个数据文件中具有不同的属性信息。

图３　存在逻辑缝隙的海图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ｒｔｓｗｉｔｈ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ａｍ

对于相邻图幅之间的逻辑缝隙，一方面要使

同一目标在相邻图幅中的地物编码和属性赋值取

得一致；另一方面将同一目标在相邻图幅中的空

间实体数据在逻辑上链接在一起。这样处理后的

两个相邻图幅之间链接上的无缝称为逻辑无缝。

在图形显示时，两图幅的内容看上去也不存在裂

缝（图４）。

　　２）物理无缝

逻辑无缝的相邻图幅有可能存在着物理存储

上的分离———物理缝隙，即一个完整的地物被分

割在不同的数据文件中。那么，当两个相邻图幅

合并成一个大区域后，只有在被分割的对象完成

几何合并和对应的属性合并后，即两图幅在物理

存储上合并成为一个文件，才实现了物理无缝。

图４　逻辑无缝的海图

Ｆｉｇ．４　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ａｍｌｅｓｓＣｈａｒｔｓ

２　数字海图无缝拼接的基本过程

数据质量直接影响无缝拼接的实现，主要体

现在是否具备拼接的必要条件与拼接的效果如何

两个方面。矢量海图无缝拼接的数据应满足如下

要求。

１）要有统一的数学基础；

２）几何数据要满足一定的精度要求，如连续

的等深线线划不间断或自相交等；

３）属性数据是搜索同名要素的依据，必须要

正确而完备，以保证逻辑链接和拼接后空间查询

结果的准确性；

４）相邻图幅的待拼接部分应无重叠现象，避

免数据冗余。

２．１　数据预处理

２．１．１　数据格式转换

数据格式的转换是要编写相应的数据转换程

序，将现有格式的数据经过转换，变成所需要的数

据格式的过程。现有的矢量海图格式是一种存储

海图地理要素位置坐标和属性信息、简单无拓扑

关系的地理数据模型。矢量海图无缝拼接的目的

是提供大区域 ＧＩＳ的基础，因此，所作的数据格

式转换还必须补充拓扑关系信息。

不同格式的图形数据在转换过程中，由于图

形数据的结构表示方法及转换算法不尽相同，会

产生误差，如在一种数据格式中显示的同一地物，

经转换后其地理位置可能发生偏移。纠正数据转

换误差的方法是提高转换程序算法的准确性和对

数据结构表示的兼容性。

２．１．２　坐标系的统一

海图数字化时，单张图幅所采用的坐标系为

本图坐标系（坐标原点位于图幅左下角，图中任意

点的坐标是相对坐标），即每幅图的本图坐标系的

坐标原点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上，这无法反映图幅

之间的位置关系，若要进行图幅拼接，必须建立统

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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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坐标系。建立统一的坐标系是要将分离的经

预处理的相邻海图图幅纳入一个坐标系中，这个

坐标系采用的本图坐标系或是实地坐标系并不影

响无缝拼接本身。

２．２　裁　剪

数字化后的海图是以图幅为单位分幅存放

的，依照拼接前的数据要求，对邻幅间的叠幅部分

进行裁剪处理，以消除冗余数据。自动裁剪步骤

如下。

１）在同一比例尺的海图实体库中任意取出

一幅海图犃，以犃的内图廓多边形作为裁剪多边

形，并保留犃的所有要素。

２）在同一实体库中任取另一幅海图犅，以犅

的内图廓多边形作为被裁剪多边形。

① 若犃与犅 有重叠，则要用犃 的内图廓多

边形对犅 的各要素进行裁剪，删除重叠区的数

据，而保留非重叠部分的数据；

② 若犃与犅 无重叠，将犅的数据全部保留。

３）生成新的裁剪多边形———犃和犅 的并，以

犃和犅 的并作为新的裁剪多边形（随着裁剪图幅

的增加，裁剪多边形的形态会变得越来越复杂，通

常会由一矩形变为一直角多边形，甚至是多个直

角多边形）。

４）若要处理的海图尚未裁剪完毕，则转步骤

２）；否则，本部分处理结束。

通过上述处理，既可消除因叠幅所导致的冗

余数据，又为拼接处理提供了可能。裁剪多边形

事实上采用了与Ａｒｃ／Ｉｎｆｏ系统中的Ｒｅｇｉｏｎ相类

似的多边形结构模型。关于裁剪多边形对点、线、

面要素的裁剪可以参考文献［３］。

２．３　拼接

矢量海图中地理信息可抽象为点、线、面及注

记等要素。点与注记可用一个定位点表示，通过

判断是否符合给定的限差条件来处理。面要素的

边界是由线构成的，因此，接边的主要工作是基于

线要素的。

相邻图幅的拼接处理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① 逻辑接边，建立相邻图幅的空间数据在逻辑上

的链接；② 物理接边，将不同图幅或区域合并成

更大的区域，用一个文件来存储。接边处理时，判

断两个线或面要素是否需要连接的前提是是否具

有相同的要素特征码和接边处两要素在位置上是

否符合给定的限差条件。具体采用哪种接边方

式，则视所采用的空间无缝数据模型而定。

２．４　拓扑关系重构

经过开窗拼接处理后的相邻多幅海图的同一

层数据或多层数据在合并时，其空间图形的拓扑

关系必然会发生变化，这涉及到空间拓扑关系的

重构问题，因为只有建立了拓扑关系的数据才能

进行空间分析。拓扑关系自动构建算法概括为：

① 弧段的组织；② 结点匹配：建立结点、弧段关系；

③ 建立多边形：以左转算法或右转算法跟踪弧段，

生成多边形，建立多边形与弧段的关系；④ 多边

形内点自动生成；⑤ 多边形嵌套关系生成，建立

多边形嵌套关系树，即找出多边形包含的“岛屿”，

建立多边形与多边形之间的关系；⑥ 具有嵌套关

系多边形的关联弧段的左右面号调整。拓扑关系

生成过程中还涉及到其他工作，如弧段两端的角

度计算、悬挂链的标识、直线与多边形求交、多边

形面积计算、点在多边形内外的判别等［４］。

３　相关问题研究

３．１　矢量海图无缝数据结构

矢量海图无缝数据结构图如图５所示。

点（ＰＯＩＮＴ）

ＰＯＩＮＴＩＤ

（点标识）

ＵＳＥＲＩＤ

（用户标识码）

ＩＮＴＥＲＩＤ

（内部号标识）

ＣＬＡＳＳＩＤ

（用户分类码）

（犡，犢）

（坐标）

结点（ＮＯＤＥ）

ＮＯＤＥＩＤ

（结点标识）

ＵＳＥＲＩＤ

（用户标识码）

ＩＮＴＥＲＩＤ

（内部号标识）

ＣＬＡＳＳＩＤ

（用户分类码）

（犡，犢）

（坐标）

ＡＲＣＩＤ１，…，ＡＲＣＩＤ狀

（关联的弧段标识）

ＮＡＩＤ１，…，ＮＡＩＤ狀

（属性标识）

ＮＡＬＩＤ１，…，ＮＡＬＩＤ狀

（属性分级代码）

弧段（ＡＲＣ）

ＡＲＣＩＤ

（弧段标识）

ＵＳＥＲＩＤ

（用户标识码）

ＩＮＴＥＲＩＤ

（内部号标识）

ＣＬＡＳＳＩＤ

（用户分类码）

ＡＳＴＡＲＴＩＤ

（起点标识）

ＡＥＮＤＩＤ

（终点标识）

（犡１，犢１），……，（犡狀，犢狀）

（坐标）

ＬＥＦＴＰＯＬＹＩＤ

（弧段左多边形标识）

ＲＩＧＨＴＰＯＬＹＩＤ

（弧段右多边形标识）

ＡＡＩＤ１，…，ＡＡＩＤ狀

（属性标识）

ＡＡＬＩＤ１，…，ＡＡＬＩＤ狀

（属性分级代码）

线（ＬＩＮＥ）

ＬＩＮＥＩＤ

（线标识）

ＵＳＥＲＩＤ

（用户标识码）

ＩＮＴＥＲＩＤ

（内部号标识）

ＣＬＡＳＳＩＤ

（用户分类码）

ＬＡＲＣＩＤ１，…，ＬＡＲＣＩＤ狀

（弧段标识）

ＬＡＲＣＮＩＤ

（弧段数标识）

ＬＡＩＤ１，…，ＬＡＩＤ狀

（属性标识）

ＬＡＬＣＩＤ１，…，ＬＡＬＣＩＤ狀

（属性分级代码）

面（ＰＯＬＹＧＯＮ）

ＰＯＬＹＩＤ

（面标识）

ＵＳＥＲＩＤ

（用户标识码）

ＩＮＴＥＲＩＤ

（内部号标识）

ＰＡＬＣＩＤ１，…，ＰＡＬＣＩＤ狀

（属性分级代码）

ＣＬＡＳＳＩＤ

（用户分类码）

ＰＡＩＤ１，…，ＰＡＩＤ狀

（属性标识）

ＰＡＲＣＮＩＤ

（弧段数标识）

ＰＡＲＣＩＤ１，…，ＰＡＲＣＩＤ狀

（构成的弧段标识）

图５　矢量海图无缝数据结构

Ｆｉｇ．５　ＳｅａｍｌｅｓｓＤａｔ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ＶｅｃｔｏｒＣｈａｒｔｓ

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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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矢量海图无缝拼接过程采用面向对象的数据

模型，将点状地物、线状地物和面状地物定义为对

象，通过ＰＬ／ＳＱＬ设计ＳＱＬ包存储于Ｏｒａｃｌｅ中，

以支持对象类型的操作。

３．２　数据管理

考虑到无缝数据不同的数据组织方式，充分

利用ＯｒａｃｌｅＳＤＯ的特性，实现不同的存储模式。

ＳＤＯ 细 分 为 对 象 关 系 模 式 （ｏｂｊｅｃ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ＯＲＭ）和 关 系 模 式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

ＲＭ）。其中，ＯＲＭ 可以存储对象化的空间地理

实体（非拓扑结构），而ＲＭ 则可用来存储拓扑结

构的空间数据。Ｏｒａｃｌｅ对于ＯＲＭ 提供了一整套

的解决方案，其存取和管理效率要明显优于ＲＭ。

在ＳＤＯ的 ＯＲＭ 中，定义了空间对象类型

ＳＤＯＧＥＯＭＥＴＲＹ，该类型可以像数字、字符一

样存储在表的一列中。空间数据的对象化是将空

间地理实体抽象为一个个对象，对象由点、线、面

目标组成，当检索数据时，直接对各地理对象进行

操作，空间对象之间的关系依靠空间操作函数来

完成［５，６］。

通过对空间数据的对象模式存储，空间地理

实体被对象化，每一对象表示地理上单独存放的

一个地理元素。这样可以将同一地理实体的属性

数据和空间数据完整地集成在一起（也可以分开

用不同的表存储），当存取空间数据时，直接对单

个完整的地理实体进行操作，加快了数据查询的

速度。

事实上，对于数字海图无缝拼接的实现，空间

数据库的设计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① 分析要

存储的数据，包括坐标系、数据分辨率、数据范围

（水平范围、垂直范围、数据分层、数据存储形式）

等；② 考虑空间数据操作，即空间数据的更新（数

据的插入、修改、删除）和查询（几何参数查询、空

间定位查询、空间关系查询）；③ 考虑数据库的输

入和输出，即设计空间数据查询语言和用户查询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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