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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基于ＣＨＴ＿ＥＵＲ空间数据库模型的多比例尺空间数据库更新方案。该方案通过空间要素匹

配和属性对比对发生变更的数据进行自动识别，并且能通过基于地理对象构建的关联关系实现多尺度空间

数据的联动更新，有效地解决了多比例尺数据不一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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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更新是一个繁杂的过程
［１］。空间数据更

新的实质是空间实体状态改变的过程，即实现由

现实世界中的现状地理实体转变为数据库中的现

状实体及由数据库现状实体转变为数据库历史实

体两个状态的转变［２］。多比例尺空间数据库更

新不仅要解决某个比例尺下的数据更新问题，而

且要解决多个比例尺数据之间的联动更新，以保

证数据的正确性和一致性。目前，多比例尺空间

数据库对空间地理对象通常采用了多重表达，即

同时存储多个尺度的空间数据；要实现多个尺度

下的空间数据联动更新，必须要建立各个尺度数

据之间的映射关系；数据更新时先更新较大比例

尺数据，再根据更新后的数据和这些映射关系，实

现对较小比例尺数据的快速更新。

目前，有关矢量空间数据库更新技术的文献

不多，特别是有关多尺度矢量空间数据的联动更

新技术的研究更是少见。在实际生产中常见的更

新方法包括属性标记法（基于要素的更新）、区域

替换法［３，５］和基于空间叠加分析法［２］。

数据更新涉及的内容较多，本文重点研究的

对象包括：① 大面积的测区级批量更新（按区域

整体替换，可能是全要素替换，以图幅为基本单

位）；② 要素级更新（也称为对象级更新，根据要

素变化情况逐个更新）；③ 根据较大比例尺的更

新结果联动更新较小比例尺数据。

１　基于犆犎犜＿犈犝犚模型的数据更新

方法

１．１　总体设计思想

矢量空间数据库更新必须从数据的准确性、

一致性、安全性、用户操作方便性等方面进行考虑

和设计。基于ＣＨＴ＿ＥＵＲ模型的数据更新方法

的设计思想是：在构建满足数据更新与多比例尺

联动更新需求的数据库模型的基础上，首先为用

户分配更新业务号，通过该业务号可以生成以业

务号命名的数据版本；然后在工作库中将外业更

新返回的数据与从现势库中提取的源数据进行比

较，识别出发生变更的数据及其变更状态，再利用

这些变更的数据更新业务版本数据以及联动更新

小比例尺数据；最后将业务版本数据提交到现势

库，从而完成数据更新，同时将现势库中被更新的

数据写入到历史库。

１．２　犆犎犜＿犈犝犚空间数据库模型的建立

本文提出一种空间数据库模型，并综合使用

ＳＤＥ版本管理、更新数据识别、地理对象关联等

技术来实现多比例尺空间数据库更新的方法。为

方便起见，本文将该更新方法称为基于 ＣＨＴ＿

ＥＵＲ模型的数据更新方法。其中，Ｃ表示现势

库；Ｈ表示历史库；Ｔ表示临时工作库（以下简称

工作库）。工作库又划分为３种数据操作，Ｅ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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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Ｕ 代表更新；Ｒ代表结果。ＣＨＴ＿ＥＵＲ空

间数据库模型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ＣＨＴ＿ＥＵＲ空间数据库模型

Ｆｉｇ．１　ＣＨＴ＿ＥＵＲ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ＣＨＴ＿ＥＵＲ空间数据库模型设计的基本思

想是首先按照时态特性将空间数据库划分为现势

库、历史库、工作库。现势库用于存储和管理现势

性最高的基础空间要素；历史库存储空间要素更

新后的历史数据；工作库支撑基础空间要素数据

的操作和处理，临时存储更新过程中的过程数据。

对应现势库中的每个图层，相应地在工作库中设

计了３个工作层，它们分别以ＴＥ、ＴＵ、ＴＲ结尾

命名。ＴＵ图层用于存储从生产环节返回的更新

数据；ＴＥ层用于存储从ＤＥＦＡＵＬＴ版本（基表）

现势库中提取的对比数据；ＴＲ图层用于存储从

现势库中提取的接边数据以及更新处理的结果数

据。ＴＵ、ＴＥ、ＴＲ图层中分别设计了两个标记字

段，用于记录现势库中要素的ＯＢＪＥＣＴＩＤ和数据

的变化情况。

１．３　单一比例尺空间数据库更新

单一比例尺空间数据库更新的总体流程如图

２所示。

数据更新从流程上可以大致分为数据更新准

备、更新数据获取、更新数据库３个阶段。具体步

骤如下：① 更新环境的初始化，其目的是确定本

次数据更新的业务号、更新的图幅范围、更新的数

据名称、更新比例尺、更新的模式，便于其他环节

提取这些信息作为更新操作的前提条件；② 更新

环境初始化后，针对要素级更新，需要按地理对

象、属性条件以及更新范围从现势库中提取用于

叠加分析的更新对比数据到业务版本ＴＥ要素类

中；③ 当生产端的更新数据返回且经过质检后，

将其导入到工作库ＴＵ要素类中（批量更新时直

图２　单一比例尺空间数据更新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Ｓｃａｌ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Ｕｐｄａｔｅ

接导入到ＴＲ要素类中）；④ 针对批量更新，提取

更新范围周边的接边数据到业务版本ＴＥ要素类

中，以便进行数据接边融合（将接边对象融合成一

个空间对象）；⑤ 对某类要素的业务版本 ＴＥ要

素类和ＴＵ要素类进行空间几何匹配与属性比

较，判断要素发生何种变化，最后将对比结果数据

导入到业务版本 ＴＲ要素类；⑥ 针对批量更新，

要对更新数据进行接边融合，以便形成一个完整

的空间要素来更新数据库；⑦ 要素级更新时，根

据ＴＲ要素类中的更新结果，按要素的ＦＩＸＯＩＤ

号更新业务版本中的相应要素；批量更新时则要

用包含在更新范围内的更新数据替换业务版本中

包含在更新范围内的数据，此外还要用与接边范

围线相交的数据按要素的ＦＩＸＯＩＤ号更新业务版

本中的相应要素；⑧ 如果构建了地理对象，则进

行与地理对象属性之间的联动更新；⑨ 将业务版

本数据提交到现势库，完成现势库更新，同时，现

势库中被更新的数据归档到历史库。

可以看出，单一比例尺的数据要素级更新与

批量更新在更新环节上的区别在于：批量更新不

需要执行更新对比数据提取和更新数据识别２个

步骤，而要素级更新不需要执行接边数据提取和

更新数据接边融合２个步骤。

１．４　多比例尺空间数据联动更新

多比例尺空间数据联动更新是指在某个相对

较大比例尺的空间数据已经更新的情况下，联动

更新较小比例尺空间数据中与其对应于同一空间

实体的空间要素。由于目前 ＧＩＳ中自动制图综

合技术还难以支持基于某个比例尺数据动态生成

６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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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比例尺数据，所以，从方便用户的角度，必须

采用人工辅助的方法进行更新。为此本文提出了

两种方案。

１）基于地理对象构建多个比例尺空间数据之

间的关联关系，根据较大比例尺的更新数据，分析、

识别其所属地理对象对应的小比例尺空间要素，并

将其提取到工作层。如在１∶１万数据已更新的情

况下，根据１∶１万中被更新的空间要素所对应的

地理对象，找出１∶５万中需要更新的数据，并将

１∶５万数据从现势库提取到业务版本工作层（ＴＥ

和ＴＵ图层）；然后用户根据１∶１万更新数据中

的变化特征，以颜色提示对１∶５万数据的ＴＵ图

层进行编辑、更新。其他步骤与单一比例尺空间

数据更新步骤基本相同。１∶５万联动更新１∶２５

万的流程与１∶１万联动更新１∶５万相同。

２）通过空间关系、要素类等信息建立多个尺

度数据的关联关系来实现联动更新。在大比例尺

数据更新完成后，首先配置小比例尺数据的更新

环境，然后根据大比例尺数据的更新结果提示进

行人工编辑更新。

上述两种方案都是通过提示辅助人工进行较

小比例尺的更新。第一种方案主要依赖于地理对

象的构建，而对于不能构建地理对象的实体，则难

以应用；第二种方案直接通过图层叠加、分析，并

根据更新结果提示进行编辑更新。

２　数据更新的关键技术

２．１　地理对象关联技术

在数据库中，可以通过建立地理对象表和地

理对象关联表来表达和描述地理对象。地理对象

表主要记录地理对象的名称和地理对象ＩＤ号等

信息，而地理对象关联表记录的信息主要有地理

对象ＩＤ号和构成该地理对象的要素ＦＩＤ号以及

所属的要素类名称等信息。不同比例尺中属于同

一个地理对象的各个要素的信息将依次写入到上

述两个表中，以便记录要素、地理对象以及比例尺

之间的关系。

２．２　更新数据识别方法

更新数据识别是指通过业务版本中ＴＵ图层

中的要素（称为目标要素）与 ＴＥ图层中的要素

（称为源要素）进行空间匹配与属性比较，识别出

要素的图形和属性发生的变化。若发生变化，则

标记出变化的状态，否则认为要素未发生变化。

空间匹配采取了粗匹配和精确匹配两个步

骤。粗匹配主要是利用空间关系分析来实现的，

采用何种空间分析方法直接影响到粗匹配的效

率。缓冲区分析方法容易造成失配或者误配。利

用相交关系进行空间查询，即只要目标要素与某

源要素存在包含（或被包含）、重叠、相邻、交叉等

关系，则将目标要素作为该源要素的候选匹配目

标。但该方法可能要选择过多的候选要素，从而

增加精确匹配的时间。依次按包含、被包含、交叠

关系进行空间查询，将各种空间查询的要素集合

的交集作为精确匹配的候选要素集。该方法大大

地增加了查询次数，降低了查询速度。一般来说，

候选目标要素与源要素存在交叠关系且具有相同

几何维数，据此，本文采用了如下的空间关系查询

方法：设犃、犅 分别表示同维的源要素和目标要

素，犐（犃）、犐（犅）分别表示犃、犅的内部，如果犐（犃）

∩犐（犅）≠，则将犅作为犃 的候选要素。该方法

具有查询次数少、查找准确等特点，明显地提高了

粗匹配的速度，同时减少了候选要素的数量。

经过粗匹配后，与源要素匹配的候选集可能

包含多个目标要素，还必须通过精确匹配确定候

选集中与源要素最佳匹配的目标要素。本文采用

了以下两个相似性测度指标：① 源要素与候选目

标要素的重叠部分的面积（或长度）占源要素的面

积（或长度）的比重；② 源要素与目标要素的面积

（或长度）之比值犚（如果比值大于１，则取其倒

数，即犚＝１／犚），事实上，最佳匹配目标要素在各

候选要素中与源要素之间的犚 值最大。基于以

上相似性度量指标，本文建立了要素精确匹配的

相似性计算模型：

ρ犻犼 ＝α×
犛（犃犻∩犅犼）

犛（犃犻（ ）） ＋β×犚犻犼 （１）

犚犻犼 ＝
ｍｉｎ［犛（犃犻），犛（犅犼）］

ｍａｘ［犛（犃犻），犛（犅犼）］
（２）

其中，犃犻为源要素（犻＝０，１，…，犿）；犅犼为候选目标

要素（犼＝０，１，２，…，狀）；犛（·）表示要素的面积或

长度；α、β是衡量要素相似性的权值，α＋β＝１，α、β
为可调参数，如果以指标１为主，则可以把α设得

大一些，如果以指标２为主，则可把β设得大一

些；当ρ犻犽＝ｍａｘ（ρ犻犼，犼＝０，１，２，…，狀），且ρ犻犽＞犜

时，目标要素犽即为与源要素犻匹配的要素，其中

犜为相似性测度阈值。经过大量实验证明，当α

＝０．８、β＝０．２、犜＝０．６左右时，匹配的结果较好，

能够解决复杂情况下的要素匹配问题。

属性判断是在空间匹配的基础上遍历源要素

中可编辑的字段，根据每个字段名称（除ＦＩＸＯＩＤ

和ＴＡＧＩＤ外）找到目标要素对应的字段值，判断

它们的值是否相等，只要有一个属性值不相等，就

７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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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源要素属性发生变化。匹配后的结果及其处

理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１）如果找到匹配的目标要素，则比较它们的

图形和属性：① 若图形或属性发生变化，则表示

目标要素已作更新处理，在ＴＲ层中创建一个新

要素，该要素获取目标要素的图形和属性；② 如

果图形和属性都没变化，表示该要素未更新，则只

记录目标要素已作更新处理。

２）如果找不到匹配的目标要素，表示该要素

被删除，则在ＴＲ结果层中创建一个新要素，该要

素获取源要素的图形和属性。

３）ＴＵ图层中其余未作更新处理的为新增

要素，应将其直接导入到ＴＲ图层。

３　数据更新应用实例

图３表示对图中多边形范围内１∶１万水系

点、线、面要素进行更新的结果。图３（ａ）中多边

形是更新范围。从图３（ｃ）可以看出，１、２、３号要

素图形发生变化，４号要素属性发生变化，５、６号

要素图形和属性均发生变化，７、８号要素为新增

要素，９～１８号要素为删除要素。

图３　数据更新实例

Ｆｉｇ．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Ｄａｔａ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４　结　语

本文为多比例尺空间数据库更新应用提出了

一种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基于ＣＨＴ＿ＥＵＲ

模型的数据更新方法，并对方法中的关键技术进

行了剖析，尤其是对数据更新识别方法进行了深

入研究。该方法正确率和效率高，已在某省级基

础地理信息系统中应用。但该方法也存在一些有

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比如，多比例尺联动更新时

还不能自动更新小比例尺数据，在ＳＤＥ版本增多

的情况下可能导致空间叠加分析速度变慢，没有

考虑到与其他类别要素之间的拓扑关系等。但

ＧＩＳ技术、数据库技术、软件开发技术和地图自动

综合技术的发展，将为空间数据库更新技术提供

更多的方法和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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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ＧＰＳ测量控制网，在数据处理时，应对天线

相位中心变化进行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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