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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网格的定义出发，论述了规则网格与不规则网格的特点，描述了等级不规则网格的组成，指出地籍

是城市最小不规则空间网格单元，利用地籍可以组合成其他管理分区（网格），使城市空间信息的纵向综合与

横向共享得以实现，最后探讨了基于等级不规则网格的地理编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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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９２９年芬兰地理学家Ｇｒａｎｅａｕ采用１ｋｍ

格网来分析自然与社会现象以来，格网的概念已

经发展成为一种地学分析方法［１］，同时也是空间

框架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２］。地理编码是地理空

间的间接参考体系，是整合多源空间信息资源的

一个关键环节。

１　网格体系

在ＧＩＳ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两

种较为成熟的空间数据概念模型：基于域与基于

对象模型。前者采用栅格结构（网格）表示比较合

适，而后者常采用矢量结构。域和对象可以在多个

水平上共存，对于空间数据建模来说，基于域的方

法和基于对象的方法并不排斥，都可以用矢量结构

表示。基于域和基于对象的模型各有长处，应当综

合运用这两种方法来建模。据推测，对象模型可

能是源自将土地作为财产来划分的社会需求［３］。

在地理学中，格网是将连续的工作区域的平

面空间离散化，即按一定规则进行分割，形成许多

多边形，每个多边形称为网格单元，并赋予标识符

（即地理编码）。其中相邻单元彼此邻接不交叉，

其间的空间关系是隐含表达的。格网是一种基于

标识符的间接空间参照体系，分为规则网格体系

与不规则网格体系。

１．１　规则网格

规则网格可以用于表示呈面状分布、以格网

作为统计单元的地理信息，其网格单元（或称栅

格）一般为方格、三角形或六角形等规则形状。规

则网格是空间数据处理中常用的建模方式。遥感

像元是现代规则网格的基础。

网格模型的突出优点是可以直接利用遥感、数

字摄影测量、扫描等方式获取的栅格形式的数据，

且结构简单，比较容易实现地图或图像的叠加组

合及进行各种空间分析。其缺点是不能精确记录

点和线状目标，难以建立地物间的拓扑空间关系。

１．２　不规则网格

不规则网格可当作拓扑多边形处理，如社会

经济分区、城市街区。对同一现象也可能存在若

干不同尺度、不同聚分性的网格。

在我国，城市的外部空间发展受到建设用地

的限制，内部空间发展受到包括公用地籍在内的

宗地的制约，任何宗地内，利益主体的发展不可能

超越宗地的边界，因此，地籍是城市管理的基本空

间单元（即称空间网格）。

行政管理境界无缝分割二维空间，如一个省

由若干个市组成，一个市又由若干个区组成。同

理，如果把河流和街道看作是公用地籍，则宗地无

缝分割一个城市的平面空间。行政管理境界和以

权属界线划分的地块共同构成不规则等级空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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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体系，它们是城市管理的基础和法律依据，同时

也是空间框架数据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标准，其组

成见文献［２］。这些等级不规则格网对应不同的

时空尺度，通过对不规则网格体系赋予标识符（进

行编码），便可以使得任何一个点都有一组合适的

多层次网格单元与之对应，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点

都可以通过标识符（地理编码）定位。

与宗地的划分原则相同，多数城市管理部门

在划分管理分区时常常以行政区划和道路作为边

界，因此，这些管理分区（专业网格）与城市地籍

（基本空间网格）具有相容性，它们之间是包含与

被包含的关系，通过聚合与分解手段，能将这些数

据进行整合，文献 ［４］解释了这一观点。

基于行政管理境界和宗地划分的不规则网格

是以特征形式提取的，总体上却又具有栅格模型

的特点，这种兼具矢量与栅格优点的数据组织模

型与Ｖｏｒｏｎｏｉ模型有很多相似之处，具有认知合

理、层次性、表达真实等优点。

不规则网格体系的动态变化十分接近城市社

会、经济、自然的真实过程，有利于时空行为过程

的建模，因此，有可能依据不规则网格模拟城市的

发展模式。目前，已有学者对不规则元胞自动机

的城市动态模拟进行了研究。

２　城市管理分区与不规则网格体系

的关系

　　一个地方政府有很多的职能部门，这些职能

部门因为业务需要一般都建有一套城市地理分区

图，以供统计或评估使用。这些分区图都有自己

一套完善的地理编码（ｇｅｏｃｏｄｅｓ）系统。但这些编

码系统之间在空间单元的边界上并不一致，如用

于房屋是否违反建筑规定的数据，含有以房屋检

查区为参照的编码；而用于房地产估价的数据，则

含有以“税务评估区”为参考的编码，这两类不同

用途的“区”边界极少一致，这是因为分区的标准

随目的不同而有差异。因此，各部门的统计分析

数据由于地理单元的不一致而很难分享［５］。在将

信息纵向综合供高层决策使用，或横向为不同的

目的而共享的情况下，需要有适当的、统一的基于

最小空间单元的地理编码标准。

对城市地理信息需求的进一步调查表明，政

府各个职能部门都按自己的需要划分了独特的地

理单元。这些部门所设的单元包括行政区、房屋

规范检查区、公众健康护理区、垃圾收集路线区、

供水区、巡警区、城市绿化区、火警区、区划区等

等，总共有上百个不同的划分系统用于管理、行政

目的，而它们的边界可能不相同。这些地理区域相

同之处在于它们的边界都由街道、自然地物、铁路、

主干道等组成，不同之处是它们决定统计区域大小

的标准有差异。如行政区是以更大的人口数量为

基础划分的；火警或紧急救护区则是由面积或相应

时间来决定的；居民区是由人口特征确定的；税务

评估区是由经济活动的特点划分的；历史保护区由

历史性特征划定。另外，在很多情况下，地理区块

的大小是由实施某一公共服务花费的工作量来确

定的，如垃圾收集、房屋稽查、财产评估等。因而，

政府各部门间难以进行数据共享。

由于地籍具有最小空间单元的特性，不同的管

理分区都与地籍兼容。在城市专业部门中，大多数

的城市管理分区一般是在区、县———宗地间发生冲

突，如图１所示。这些管理分区与以权属关系划分

的不规则网格体系［２］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只

是管理分区，而后者具有法律上的权属意义。在现

实生活中，管理分区的划分往往以道路、河流等作

为边界，这样不自觉地适应了权属关系。一般情

况下，一块宗地不会被分解为多个同类管理分区。

因此，一块宗地可能对应不同的分区（表１）。

图１　城市分区层次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Ｃｉｔ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Ｚｏｎｅ

表１　一块宗地对应不同的分区

Ｔａｂ．１　ＡＰｉｅｃｅｏｆＬａｎｄＰａｒｃｅｌ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ｉｔ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

宗地号 财产地址 税收评估区 人口普查区 行政区 巡警区 消防区 护理区 垃圾线路区 区划块

１０９ ５１０Ｎ．ｓｔ １６ １０ ３ ６ Ａ９ ６ ５Ｃ １５

１１０ ６２０Ｎ．ｓｔ ３４ ３ ４ ４ Ａ２ ７ ６Ｄ １４

９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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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于等级不规则网格的地理编码

标准

３．１　街道段（线状公用地籍）

一个街道的两个交叉口之间定义为街道段。

宗地的范围从最低的地籍号到最高的地籍号（另

一个交叉口），所有段内的地籍都有同样的街道

名。如果没有其他的线路与街道段相交，那么该

街道段就成为地理参照体系的基本地理单元。在

图２中，中关村大街包含两个街道段。

图２　街道的块的分割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ｒｅｅｔ

３．２　具有权属意义的地块

具有权属意义的宗地意味着这块地的所有权

归属于固定的某个人或某个群体。宗地就是由边

界主要街道自然要素（河流、湖等）围成的多边形。

３．３　地理编码标准

地理编码是指给按照某种规则分割的每个空

间网格赋予标识符，标识符可为数字、字母、文字

或它们的混合形式。基于不规则等级网格的地理

编码标准如图３所示。

图３　基于等级不规则网格的地理编码标准

Ｆｉｇ．３　Ｇｅｏｃｏｄ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ＧｒｉｄＳｙｓｔｅｍ

　　行政区划代码：按国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区划代码》（ＧＢ／Ｔ２２６０２００２）６位数字相应代码

表示。

街道 号：依 据 《城 镇 地 籍 数 据 库 标 准》

（ＧＸ１９９９００３２００１），用城市地籍信息系统相应编

号表示。

街坊 号：依 据 《城 镇 地 籍 数 据 库 标 准》

（ＧＸ１９９９００３２００１），用城市地籍信息系统相应编

号表示。

道路号、路段号：依据《城市地理要素———城

市道路、道路交叉口、街坊、市政管线编码结构规

则》（ＧＢ／Ｔ１４３９５９３）编码规则表示。

河流号、河段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割编

码。

基本宗地号：依据《城镇地籍数据库标准》

（ＧＸ１９９９００３２００１），用城市地籍信息系统相应编

号表示。

扩展码：用于表示专业信息，数字位数由用户

自定义。

４　结　语

格网与地理编码是对偶关系，格网精确限定

了地理编码所对应的范围，而地理编码是格网单

元的标识符。利用行政管理境界和具有权属意义

的地籍可以在不同尺度空间无缝分割空间，并可

组合成其他管理分区（专业网格）。这样，基于行

政管理境界和地籍的地理编码便可对大多数空间

信息统一定位，尤其是与社会经济相关的空间信

息。利用面向对象理论，以地理编码为空间对象

的惟一标识符，便可整合城市空间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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