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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ＬＡＮＤＵＳＥＤＡＴ文件为例，论述了土地利用地图综合中图斑多边形拓扑关系的特点、数据结构定

义及生成方法，阐述了土地数据库综合过程中图斑拓扑关系一致性的维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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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扑关系是空间数据区别于其他数据的一个

重要特征，是地图数据库中表达地物要素关系的

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不论是普通地图综合还是

专题地图综合，都离不开空间数据拓扑关系的处

理。关于普通地图综合中的拓扑关系问题，国内

已有文献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论述［１］。专题地图综

合则属于近年来研究的课题，具体见文献［２～４］。

相对而言，对专题地图综合过程中拓扑数据的组

织研究甚少。基于此，笔者从一种重要的专题地

图、土地利用地图入手，在开发土地利用地图综合

软件ｉＭａｐ过程中，详细研究了基于国土资源部

土地利用矢量数据交换格式的土地利用图斑拓扑

关系处理问题。

１　图斑拓扑关系的分类

１．１　图斑的空间分布特征

在土地利用地图综合中，图斑有两个空间分

布特征需要特别关注：① 图斑总是连续地布满全

图，没有任何空间遗漏在外；② 图斑之间存在非

常普遍的多层嵌套关系和相邻关系并交织在一

起，使拓扑关系处理十分复杂。

１．２　图斑的拓扑关系分类

根据图斑的空间分布特点，图斑之间的拓扑

关系可概括为相离、相邻、包含和被包含４种情

况。相对而言，相离、包含和被包含关系容易区

分，但由于图斑形状复杂，在图斑拓扑关系的自动

构建以及后续数据库综合过程的拓扑关系维护都

必须区分相邻关系的不同情况。因此，有必要对

图斑的相邻关系进行简单的分类描述。本文借助

Ｅｇｅｎｈｏｆｅｒ的４交模型对土地利用图斑之间的几

种相邻关系进行细分。这里设定图斑面是连通

的，并且是可以带洞的多边形。将图斑犘分为图

斑的边界和内部，分别记为犘和犘
狅，图斑拓扑关

系的４交模型可表示为：

犜（犘１，犘２）＝
犘１ ∩犘 犘１ ∩犘

狅
２

犘狅１ ∩犘２ 犘狅１ ∩犘
狅

烄

烆

烌

烎２
（１）

　　两个图斑相邻时，犘１∩ 犘
狅
２、犘

狅
１∩犘２和犘

狅
１

∩犘
狅
２始终为，主要区分犘１∩犘２的情况，即两

个图斑边界相交的情况。图斑边界相交主要有以

下几种：

犘１ ∩犘２ ＝

１，犘１ ∩犘２ 只有一个公共点

２，犘１ ∩犘２ 只有一条公共边

３，犘１ ∩犘２ 不只一个公共点

　　

烅

烄

烆 或一条公共边

　　图１列出了图斑可能存在的几种相邻拓扑关

系，当犘１∩犘２＝３时，图斑合并后产生的新图斑

将是一个带洞的多边形，即产生新的包含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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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图斑的相邻关系

Ｆｉｇ．１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ａｔｃｈｅｓ

２　图斑拓扑关系的自动创建

２．１　犔犃犖犇犝犛犈犇犃犜对图斑的描述

ＬＡＮＤＵＳＥＤＡＴ是国土资源部《县（市）级土

地利用数据库标准（试行）》中定义的土地利用矢量

数据交换格式，它给出了未建拓扑关系的空间矢量

数据交换格式，是《地球空间数据交换格式》的子

集。ＬＡＮＤＵＳＥＤＡＴ文件是基于面片数据的思想

对地图数据进行组织，即原始数据中的图斑（面）是

以多边形（多边形可以带洞）形式来保存的，每个多

边形均被完整地记录一次。这种数据格式能够方

便地保存图斑数据，且结构简单，易于理解。但其

缺点也显而易见：① 相邻多边形边界的重复记录

使多边形坐标数据出现大量冗余和可能的不一致；

② 原始ＬＡＮＤＵＳＥＤＡＴ 文件中没有记录图斑多

边形之间的相邻、包含等拓扑关系；③ 重复的多边

形边界记录使得在后续的图斑综合中保持综合后

图斑的空间拓扑关系一致性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

２．２　基于地图综合的图斑拓扑关系记录

图斑的综合操作主要有聚合、融合、删除和降

维。在这些综合操作过程中，图斑的相邻和包含

关系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可定义如下数据结构

对图斑多边形进行描述（以Ｃ＋＋语法描述）：

ｔｙｐｅｄｅｆｓｔｒｕｃｔｔａｇＰａｔｃｈ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图斑目标描述

｛

ｉｎｔＩＤ；／／图斑目标标识码

ｃｈａｒＣｏｄｅ［６］；／／图斑目标要素代码

ｃｈａｒＴｙｐｅＣｏｄｅ［４］；／／图斑目标地类代码

ｃｈａｒＮａｍｅ［３０］；／／图斑目标地类名称

…／／图斑属性项定义

ｃｈａｒＬａｙｅｒ［４］；／／图斑目标层代码

ＣＤｏｕ３ＤＰｏｉｎｔｐＣＤｏｕ３ＤＰｏｉｎｔ；／／图斑目标多边形标识点

坐标

ｉｎｔＮｕｍ；／／图斑目标外多边形边界点数

ＣＤｏｕ３ＤＰｏｉｎｔｐＡｌｌＣＤｏｕ３ＤＰｏｉｎｔ；／／图斑目标外多边形

坐标串

ＲＥＣＴＭＢＲ；／／图斑目标最小外接矩形

ＬＯＮＧＡＲＲＡＹＡｄｊＰａｔｃｈＩＤ；／／该图斑所相邻的图斑的

标识码

ＬＯＮＧＡＲＲＡＹ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ＡｄｊＰａｔｃｈＩＤ；／／该图斑包含的

图斑ＩＤ

ＬＯＮＧＡＲＲＡＹ Ｂ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ＡｄｊＰａｔｃｈＩＤ；／／包含该图斑

的图斑ＩＤ

｝Ｐａｔｃｈ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需要注意的是，该结构记录的还是面片数据，

即多边形被完整记录，这和Ａｒｃ／Ｉｎｆｏ等软件的弧

段结构完全不同。另外，前面已经提到土地利用

图斑可以是带洞的多边形，上述结构中只保存了

外多边形数据，通过包含关系可找到内多边形（因

为内多边形肯定可以在其他图斑中找到，内多边

形在ＬＡＮＤＵＳＥＤＡＴ中也被重复保存为一个图

斑，只是属性不同而已），这也导致在图斑综合中

拓扑关系的处理有些特殊之处。

２．３　图斑拓扑关系的自动生成方法

２．３．１　图斑包含关系的自动生成

Ｐａｔｃｈ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结构中保存了图斑的外层

多边形坐标和一个标识点（形心点）坐标，因此，判

断图斑之间的包含关系可以转换为判断一个图斑

的标识点与另外一个图斑外层多边形之间的包含

关系问题。点与多边形的包含关系可以用铅垂线

内点法得到［５］。在创建图斑拓扑数据前，需要对

Ｐａｔｃｈ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结构记录的多边形数据进行预

处理，主要包括：① 将多边形坐标数据全部改为

顺时针顺序；② 删除多边形中的重复坐标。图斑

包含关系分为包含和被包含两种情况。以下为图

斑包含关系创建的算法。

第一步，数据预处理。① 多边形坐标顺序如

果是逆时针，则改成顺时针；② 删除多边形中的

重复坐标。

第二步，判断图斑包含关系。① 提取图斑ｒｃ１

和ｒｃ２的外多边形坐标串；② 求图斑ｒｃ１和ｒｃ２的

ＭＢＲ；③ 如果ｒｃ１．ＭＢＲ和ｒｃ２．ＭＢＲ没有交点，两

个图斑相离；④ 如果ｒｃ１．ＭＢＲ落在ｒｃ２．ＭＢＲ内，

可能存在包含关系；⑤ 如果图斑ｒｃ１的形心点在

图斑ｒｃ２内，可能存在包含关系；⑥ 如果图斑ｒｃ１

的所有边界点都在图斑ｒｃ２内，ｒｃ２包含ｒｃ１，修改

图斑ｒｃ１的Ｂ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ＡｄｊＰａｔｃｈＩＤ和图斑ｒｃ２

的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ＡｄｊＰａｔｃｈＩＤ记录；⑦ 重复④～⑥，

判断ｒｃ１是否包含ｒｃ２。

上述算法通过图斑的 ＭＢＲ和多边形的形心

点来加快图斑搜索的速度，系统中还对每一个数

据文件增加了对应的索引文件，即记录每幅地图

中的图斑标识码的起始号，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图

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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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搜索的范围，保证用来比较的两个图斑是可能

存在包含关系的图斑。

２．３．２　图斑相邻关系自动生成

如图２，欲找出图斑１的所有相邻图斑，需要

依次进行如下步骤。

１）根据图斑１的 ＭＢＲ找出和图斑１可能存

在相邻关系的所有图斑。如果一个图斑的 ＭＢＲ

和图斑１的 ＭＢＲ相交，即认为该图斑与图斑１

可能存在相邻关系。图２中与图斑１可能相邻的

图斑是２、３、４、５。

２）依次找出图斑２、３、４、５与图斑１的公共

边。以图２中的图斑１为例，先找出图斑１与２的

ＭＢＲ的交集（图２中的虚线形成的矩形）；找出交

集的某一边（一定存在这样的一条边）与图斑１的

交点，进而得到以这些交点为起点和终点的折线

段；同样找出交集的某一边与图斑２的交点，并得

到以这些交点为起点和终点的折线段；如果能寻找

到图斑１与２的折线段的公共点，则两图斑相邻。

３）记录图斑的相邻关系。

图２　图斑相邻关系的判断

Ｆｉｇ．２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ｏｆ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ａｔｃｈｅｓ

３　图斑综合中拓扑关系的维护

图斑综合中进行拓扑关系的维护至少具有两

方面的用途：① 后续综合操作仍然需要拓扑关系

的支持；② 地图综合结果数据的输出依赖于拓扑

关系。关于图斑融合和聚合的具体算法，文献［４］

给出了比较成熟的算法思路，本节只论述这些综

合操作中的拓扑关系维护方法。

３．１　融合

融合操作导致小图斑的消失，所以与该小图斑

相邻的所有图斑的拓扑关系都需要重新维护。具

体包括：① 在记录与该小图斑相邻的每个图斑拓

扑数据的Ｐａｔｃｈ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型结构变量中，使相邻

的图斑数减１，并去掉相邻图斑中记录的该小图斑

的目标标识码；② 改变参与融合操作的图斑的边界

坐标串；③ 使参与融合操作的图斑都具有相邻关系。

从图３（ａ）到图３（ｂ）是一个融合操作，图斑１

被图斑２和３融合。融合操作后，图斑１与其原

相邻图斑的相邻关系消失；参与融合的图斑２、３

的边界坐标串改变；图斑２、３肯定具有邻近关系。

图斑４没有参与融合的原因一般是它与图斑１的

语义相似度差异太大。

３．２　聚合

与融合相似，聚合操作也导致图斑的消失。

但在该操作后，拓扑关系的处理上有其特点。

１）消失的图斑的拓扑包含和相邻关系全部为

聚合后的大图斑继承，故需要在与消失的图斑具有

拓扑包含和相邻关系的图斑记录中作相应的改变。

２）聚合后的大图斑的边界坐标串需要重新

整理。从图３（ｂ）到图３（ｃ）是一个聚合操作，聚合

后图斑２消失，其包含的图斑５变为由图斑３包

含；与图斑２邻近的图斑全部变为与图斑３邻近。

３．３　删除

删除某一图斑后，则包含该图斑的大图斑中

需要去除相应的包含关系，该小图斑的面积归大

图斑所有。图３（ｃ）上的图斑６在图３（ｄ）上即被

删除，图斑６与图斑４的包含关系消失。

３．４　降维

降维后的图斑变为点状符号（即由２维的面

降为０维的点），这不影响图斑之间的拓扑关系。

图３（ｃ）上的图斑５在图３（ｄ）上降维为零星地类。

４　试　验

本文提出的算法已经在笔者开发的土地利用

图３　图斑综合后拓扑关系的变化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Ｐａｔｃｈｅｓ

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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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综合软件ｉＭａｐ中得以实现，试验结果见

图４。图斑面积综合指标为２０００ｍ２，零星地类

面积综合指标为５００ｍ２。图斑综合的取舍原则

是：对面积大于５００ｍ２且小于２０００ｍ２的被包含

图斑，按零星地类表示（图中用星状符号表示），即

实施降维操作；对面积小于５００ｍ２的被包含图

斑，实施删除操作；对面积小于２０００ｍ２的相邻图

斑，实施聚合和融合操作。图中表示了聚合和降

维两种综合算子处理后的结果。

图４　土地利用数据库综合试验结果

Ｆｉｇ．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通过上述试验可以看出，土地利用数据库综

合中图斑拓扑关系的创建和一致性维护是一个比

较复杂的过程。它包括源数据拓扑关系的生成、

各综合操作后拓扑一致性的保持、综合后数据库

的输出等。本文基于无拓扑数据提出的图斑拓扑

关系创建和维护算法对开发土地利用数据库综合

软件具有现实的意义。本文在图斑聚合操作过程

中，顾及了图斑的专题属性，对于权属不一致的相

邻图斑，不能实施聚合操作。此外，图斑聚合操作

只能局限于同一个大类下进行，即按《全国土地分

类（试行）》中规定的三大类———农用地、建设用地

和未利用地。对于跨大类的图斑合并则是通过图

斑融合来完成的。本文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包括零

星地类图斑（带面积属性的点群目标）的化简算

法、复杂相邻图斑的融合算法（如图１中相邻图斑

为两条以上边的情况）、图斑弯曲的化简算法以及

图斑综合的顺序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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