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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四元三角剖分的三角形格网组织成四叉树剖分的菱形块格网，以菱形块单元来进行数据的组织索

引，通过线性四叉树成熟的 Ｍｏｒｔｏｎ编码作为关键字来标识查找菱形块，并在此基础上经过改进来索引三角

形格网、进行邻域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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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离散格网（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ｇｌｏｂａｌｇｒｉｄｓ，ＤＧＧ）

是基于球面的一种可以无限细分，但又不改变形

状的地球体拟合格网，当细分到一定程度时，可以

达到模拟地球表面的目的［１］。它具有层次性和全

球连续性特征，有望从根本上解决平面格网模型

在全球多尺度数据管理上的数据断裂、变形和拓

扑不一致性等问题［２～４］，已成为国际ＧＩＳ学术界

一个新的研究热点。从近期研究成果来看，对于

全球离散格网模型的研究，多数是建立在基于正

八面体或正二十面体的四元三角（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ｔｒｉ

ａｎｇｕｌａｒｍｅｓｈ，ＱＴＭ）递归剖分，以此产生的三角

形格网来趋近地球表面，完成地球表面模拟表

达［５～１４］。由于这些全球离散格网数据模型是以

三角形单元为基础来组织或划分数据区域的，因

而许多空间操作需要以三角形为基础进行。但三

角形格网的几何结构较为复杂，文献［１０～１２］对

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其最大的缺点是具有不确

定的方向性及不对称性，使得空间索引较为复杂

和困难，难以满足邻近分析、空间查询、数据更新

和可视化等的需求。

１　球面格网的四元三角剖分和菱形

剖分

　　如图１所示，类似于文献［１２］，将地球表面剖

分的正八面体的８个三角形面按南北向相邻两两

合并，形成４个菱形，称其为基菱形块。这样，一

个八面体（相当于一个地球表面）对应四个基菱形

块。

将八面体每个三角形的对边中点相连进行四

元三角 ＱＴＭ 递归细分，得到 ＱＴＭ 格网，如

图２（ａ）所示。同样地，类似于规则格网四叉树剖

分，每个基菱形块递归剖分成４个子菱形块，如图

２（ｂ）所示。这样的剖分实际上是相同的，得到的

格网边界点完全相同，惟一的区别只是将两个相

邻的ＱＴＭ三角形单元合并成一个菱形块单元，

因此，全球四元三角格网也可以看成是菱形块格

网。这样，整个球面可以用一个四叉树来表达，一

个球面对应４个基菱形块，每个基菱形块被分割

成下一级的４个较小的菱形块，如此递归，直到满

足一定的需求为止。

图１　八面体对应的４个基菱形块

Ｆｉｇ．１　ＦｏｕｒＢａｓｅＤｉａｍｏｎｄｓｏｆｔｈｅＯｃｔａｈｅｄｒｏｎ

需要注意的是，菱形格网的４个顶点位于球

面上，显然不共面，但这对球面格网数据结构来说

毫无影响。菱形格网的几何结构类似于四叉树剖

分的正方形格网，比三角形格网的几何结构更简

单，而且具有一致的方向性（ｕｎｉｆｏｒｍｏｒｉｅｎ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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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不同于三角形格网（其有朝上和朝下之

分），使得其在空间操作特别是邻域查找方面更容

易进行。

图２　三层ＱＴＭ递归剖分与相应的菱形块格网剖分

Ｆｉｇ．２　ＱＴＭ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ａｍｏｎｄＴｅｓｓ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ａｔ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Ｌｅｖｅｌ

２　基于线性四叉树的菱形块索引及

编码

　　整个地球表面可以用一个线性四叉树来表

达，存储时只需纪录其叶结点的位置即可。其叶

结点的位置用菱形块编码来标识，通过空间Ｚ型

填充曲线来索引，如图３（ａ）所示。每个基菱形块

递归细分成较小的菱形块，由其所属的一个四分

码和 Ｍｏｒｔｏｎ码来标识。菱形块犔的编码表示为

犔＝犇犕，其中犇 为该菱形块所在基菱形块的四

分码，犕 为该菱形块的 Ｍｏｒｔｏｎ码。每个基菱形

块根据其所在位置由一个四分码（０，１，２，３）来标

识，其标识规则如图４所示。

图３　菱形块的四进制 Ｍｏｒｔｏｎ

码与其Ｚ型空间索引曲线

Ｆｉｇ．３　ＭｏｒｔｏｎＣｏｄｅａｎｄＺＳｐａｃｅ

Ｆｉｌｌ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Ｄｉａｍｏｎｄｓ

　　四分码的标识规则为，用（０～３）４个数字表

达每个基菱形块的编码：犇＝０（９０°＞λ≥０°）；犇

＝１（１８０°＞λ≥９０°）；犇＝２（２７０°＞λ≥１８０°）；犇＝

３（３６０°＞λ≥２７０°）。

对基菱形块进行递归剖分，会产生４个新的

较小的菱形块，用 Ｍｏｒｔｏｎ码标识。Ｍｏｒｔｏｎ有四

进制的 Ｍｏｒｔｏｎ和十进制的 Ｍｏｒｔｏｎ两种。下面

以四进制 Ｍｏｒｔｏｎ码为例介绍 Ｍｏｒｔｏｎ的编码规

图４　基菱形块的标识规则

Ｆｉｇ．４　Ｃｏ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ＢａｓｅＤｉａｍｏｎｄｓ

则。

对于每个基菱形块来说，进行一次四叉树分

割，会产生四个新的小菱形块，如图３（ｂ）所示，分

别用标号０、１、２、３来表示左、下、上、右四个小菱

形块（对应４个子象限）。每个小的菱形块继续递

归细分，从而产生新的更小的菱形块。通过增加

标号位数来标识，这种标号即为四进制的 Ｍｏｒｔｏｎ

码（用犕犙 表示）。Ｍｏｒｔｏｎ码的每一位数字都是

不大于３的四进制数，并且每经过一次分割，增加

一位数字，分割的次数越多，所得到的子区域（菱

形块）越小，相应的 Ｍｏｒｔｏｎ码位数越大。最后小

菱形块的 Ｍｏｒｔｏｎ码是所有各位上相应象限值相

加，即

犕犙 ＝狇１狇２狇３…狇犽 ＝狇１·１０
犽
＋

狇２·１０
犽－１
＋…＋狇犽

３　菱形块的邻近搜索

３．１　菱形块编码与行列号的转换

为了进行菱形块的邻近搜索，首先需要计算

菱形块的 Ｍｏｒｔｏｎ码与该菱形块在基菱形块的位

置（行列号）的对应关系，然后进行邻域搜索。文

献［１５］给出了行列号与 Ｍｏｒｔｏｎ码详细的转换算

法，现简单介绍四进制 Ｍｏｒｔｏｎ码与行列号的转

换关系。

如图５，行列号犐犐、犑犑表示菱形块在基菱形

块中的位置，其最大值由基菱形块的剖分层数决

定，基菱形块内部数字表示菱形块的 Ｍｏｒｔｏｎ码。

犐犫 和犑犫 为二进制表示的行列号犐犐、犑犑，则四

进制的 Ｍｏｒｔｏｎ码为：犕犙＝２犐犫＋犑犫。

３．２　菱形块格网的邻域搜索

菱形块格网的邻域搜索相对于三角形格网的

邻域搜索要简单得多，这是由其几何结构决定的。

由于三角形格网具有不一致的方向性，而且其邻

近关系随着位置的不同而变化，因而在邻域搜索

时，首先要根据其朝向和空间位置的不同，需要区

分许多种情况来进行，这使得邻近搜索非常复杂

６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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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四进制的 Ｍｏｒｔｏｎ码与行列号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Ｍｏｒｔｏｎ

ＣｏｄｅａｎｄＲｏｗ／ＣｏｌｕｍｎＮｕｍｂｅｒ

和困难。对于菱形块格网来说，由于菱形块单元

有径向对称 （ｒａｄｉａｌｓｙｍｍｅｔｒｙ）、平移相合性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ｇｒｕｅｎｃｅ）和方向一致性（ｕｎｉｆｏｒｍ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这对于一些空间操作如邻近搜索更

容易实现。

菱形块的邻近搜索分三种情况：位于基菱形

块内部的菱形块、位于基菱形块边界的菱形块（除

４个角外）和位于４个角的菱形块。

１）对于基菱形块内部的菱形块（图５中非阴

影区域），与其邻接的菱形块也位于该基菱形块内，

仅仅通过行列号的增减就可以求出其邻域菱形块。

２）对于基菱形块边界的菱形块（图５除４个

角外的阴影区域），由于其与另一个基菱形块邻

接，因而其邻域搜索要跨越基菱形块边界，如图５

中阴影所表示的菱形块（除 Ｍｏｒｔｏｎ编码为０００、

１１１、２２２、和３３３四个角菱形块外）。在基菱形块

中，位于最大、最小行或列的菱形块，其四邻域和

八邻域分别有一个和三个邻接的菱形块位于其相

邻的基菱形块内。行号或列号最小的菱形块与其

左边的基菱形块中的菱形块相邻，行号或列号最

大的菱形块与其右边的基菱形块中的菱形块相

邻。如当菱形块位于四分码为０的基菱形块内

时，位于最小行或列的菱形块与编码为３的基菱

形块中的最大行或列的菱形块相邻。

３）对于基菱形块４个角的菱形块，如图５（编

码为０００、１１１、２２２和３３３的菱形块），分两种情

况：位于基菱形块南北两端的菱形块（图５中编码

为０００和３３３的菱形块），其邻接关系如图６（ａ）

（图６中阿拉伯数字为基菱形块的四分码）所示，

有４个边邻域和８个角邻域，其中两个边邻域和

５个角邻域分别位于另外两、三个基菱形块内；而

位于基菱形块东西两端的菱形块（图５中编码为

１１１和２２２的菱形块），其邻接关系如图６（ｂ）所

示，有３个边邻域和６个角邻域，其中一个边邻域

和３个角邻域位于与其相邻的基菱形块内。

图６　位于基菱形块四个角的菱形块的邻域关系

Ｆｉｇ．６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ａｍｏｎｄ

Ｌｏｃａ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ｒｎｅｒｏｆｔｈｅＢａｓｅＤｉａｍｏｎｄ

４　三角格网的邻近搜索

菱形块剖分实际上和四元三角剖分本质是相

同的，只是在进行菱形块标识索引时，将南北向相

邻的两个三角形合并成一个菱形块来处理。因

此，可以在菱形块 Ｍｏｒｔｏｎ码的基础上标识三角

形，这只需在菱形块 Ｍｏｒｔｏｎ码后添加一位数字

“０”或“１”来完成。如图７（ａ）所示，“０”表示顶点

朝北向（具有南边邻域）的三角形，“１”表示顶点朝

南向（具有北边邻域）的三角形。类似于菱形块格

网，三角形格网可以用变换的Ｚ型空间填充曲线

来索引（每个菱形块内两个三角形按先“０”后“１”

的顺序），如图７（ｂ）所示。基于此索引编码，三角

形格网的邻近搜索也变得容易实现。

图７　组成菱形块的两个三角形的

标识及三角格网的索引

Ｆｉｇ．７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ｏｆＴｗｏ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ｉｎＯｎｅＤｉａｍｏｎｄ

ａｎｄＩｎｄｅｘ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Ｍｅｓｈｅｓ

５　结　语

基于菱形块进行全球表面的剖分和数据组织

比以三角形格网组织数据更简单也更灵活。其几

何结构类似于正方形格网，比三角形格网的几何

结构更简单，具有一致的方向性、径向对称和平移

相合性，因而在空间操作特别是邻域查找方面更

７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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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实现。由于其是基于四叉树剖分建立的，因

而菱形块的层次是嵌套的，便于多分辨率的数据

组织及压缩存储。每个菱形块单元由两个三角形

单元组成，可以通过在菱形块单元编码后增加一

位数字来区分，将菱形块格网和三角形格网有机

地联系在一起，使得适用于四叉树的一些空间操

作通过变化可以应用于三角形格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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