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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矢量数据的复杂内部结构以及失真在矢量数据中的特殊表现形式，提出了基于ＤＣＴ变换的矢量

数据有损压缩方案。该方案主要针对自然形成的矢量数据，通过分块将结构复杂的矢量数据划分为定长点序

列，通过一个特别的量化表控制有损压缩产生的失真不超出事先给定的指标。实验表明，本方案具有较高的

压缩比，且可以通过预期指标控制失真。

关键词：ＧＩＳ；矢量数据压缩；离散余弦变换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随着数据获取能力的增强以及ＧＩＳ软硬件系

统的发展，典型的ＧＩＳ软件所能处理的数据量已经

从几十 ＭＢ增加到几十ＧＢ，大型ＧＩＳ软件的处理

能力甚至以ＴＢ来计算。巨大的数据量在满足ＧＩＳ

用户对空间信息和知识需求的同时，也对ＧＩＳ的

运行效率提出了挑战。在不影响应用的前提下，

对原始数据进行无损或有损压缩，是减小ＧＩＳ负

载、提高ＧＩＳ运行效率的有效手段之一。

矢量数据和栅格数据是 ＧＩＳ中的两种基本

数据类型。栅格数据是现实世界物理量的规则离

散化表示，其数据结构简单，已有的成熟图像压缩

算法可直接使用。相对而言，对矢量数据压缩的

研究还很少，所能采取的方法也十分有限。究其

原因，矢量数据的结构比栅格数据复杂，并且矢量

数据中点坐标的失真与图像像素失真的表现形式

也有很大的区别。此外，不同矢量数据的坐标点

序列所展示的特点有着很大的差别，如表达自然

地貌特征的海岸线、等高线、水系等的矢量数据与

表达人工地貌特征的城市道路、土地利用等的矢

量数据。本文研究对象是自然形成的地貌，其坐

标点序列内部具有一定的和一致的统计相关性。

矢量数据的压缩方法可以分为空间域方法和

频率域方法。空间域方法是从组成原矢量数据的

点集中抽取出一个子集，使得子集在一定的精度

许可范围内代表原矢量数据，压缩的结果还是点

串［１，２］。

李琦等［３］提出，将空间数据序列中前后相邻

的坐标偏移值转化为单字节整数存储方法，以减

少存储空间。李青元等［４］对这一方法进行了扩展

以处理较大的偏移值。钟尚平等［５］则更进了一

步，在对用文本格式存储的矢量数据进行预处理

后，对得到的字节序列使用ＢＺＩＰ２压缩算法进一

步进行无损压缩。杨建宇等［６］对现有的矢量数据

压缩和简化算法进行了综述。这些方法基本上还

是各种方法组合使用在空间域上。

频率域的方法就是将点串坐标值分解为正交

周期函数的线性组合（如傅立叶变换），再将这个

线性组合的系数进行量化编码后输出为二进制比

特流。该二进制比特流解压后得到的点集与原始

数据的点数及顺序完全一致，而点坐标值的精度

则根据量化方法和参数的不同而变化。本文首次

提出频率域方法，并深入探讨采用离散余弦变换

进行压缩的流程与算法，通过理论分析和实验验

证，初步证明了频率域方法的可行性。

１　使用犇犆犜变换的矢量数据压缩

流程

　　使用ＤＣＴ变换压缩矢量数据的核心是通过

ＤＣＴ变换将空间域的坐标串变换为频率域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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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序列，对系数序列进行量化和编码获得压缩数

据流。在使用ＤＣＴ变换前，先将数据组织为固

定大小的块。解压的过程与压缩的过程相反，整

个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矢量数据压缩／解压缩流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ＧＩＳＶｅｃｔｏｒＤａｔａ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Ｄ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首先将矢量数据划分为固定长度的块，块大

小犖 可以预先指定，后续的步骤对每个块进行相

同的处理。对每个块中点的狓和狔 坐标序列分

别实行ＤＣＴ变换，长度为犖 的序列狓（狀）的一维

ＤＣＴ变换为
［７］：

犡（犽）＝犮犽∑
犖－１

狀＝０

狓（狀）ｃｏｓ
（２狀＋１）犽π
２犖

（１）

其中，当犽＝０时，犮犽＝ １／槡 犖；当１≤犽≤犖－１时，

犮犽＝ ２／槡 犖。

对这些ＤＣＴ变换系数以不同的量化步长进

行均匀量化，以得到整数量化 ＤＣＴ变换系数。

假定对应于ＤＣＴ变换系数犡（犽）的量化步长为

Δ犽，那么其量化公式为：

犙犡（犽）＝ 犡（犽）／Δ犽＋０．５ （２）

其中，·表示取整运算。为了进一步提高压缩

比，对量化ＤＣＴ变换系数犙犡（犽）进行可逆无损熵

编码，得到最终的二进制压缩矢量数据文件。

解压缩流程是压缩流程的逆。将二进制压缩

矢量数据文件解码为量化ＤＣＴ变换系数犙犡（犽），

经逆量化得到重建ＤＣＴ变换系数 犡^（犽）：

犡^（犽）＝犙犡（犽）Δ犽 （３）

然后对犡^（犽）实施逆ＤＣＴ变换得到重建的矢量数

据。式（２）和式（３）是不可逆的过程，所以产生失

真。

２　压缩与解压过程

２．１　矢量数据分块

将数据分为固定大小的块，有利于统一进行

ＤＣＴ变换、量化表的设计以及压缩数据的格式设

计。ＪＰＥＧ标准
［８］将图像划分为８×８块后再按

块变换，但矢量数据的结构较复杂，分块方法要特

殊设计。本文限定分块不应跨越几何对象的边

界，即同一个块内部不包含来自两个或两个以上

几何对象的点。这样做一方面考虑到只有同一几

何对象的点序列之间才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另一

方面也是为了便于组织输出文件及提高解压的重

建效率。

在同一个几何对象内部，按照点序列将其分

为若干个块。假如该几何对象由多个部分组成

（如带岛的多边形），分块时将每个部分视为一个

单独的序列，如图２所示。假定ＤＣＴ变换块尺寸

为犖，最后一个块中的点数如果不足犖 个，就对

该块补充足够的点以达到犖 个，补充点的坐标是

该块中原有点坐标的平均值。

图２　矢量数据分块

Ｆｉｇ．２　ＶｅｃｔｏｒＤａｔａ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Ｂｌｏｃｋｓ

为了解压缩，需在输出文件中插入一些分块

信息和最后一个块中实际点数量等。

２．２　犇犆系数的处理

对于块尺寸为犖 的ＤＣＴ变换，ＤＣ系数是块

内所有参与变换数据的平均值的槡犖倍。ＤＣ系数

值一般较大，而且相邻块的ＤＣ系数之间还存在一

定的相关性。为了利用这种相关性，在对ＤＣ系数

进行编码时，第一个ＤＣ系数直接编码，后续的ＤＣ

系数则编码为与前一个ＤＣ系数的差值。

２．３　矢量数据有损压缩的失真准则

失真是有损数据压缩系统的重要性能指标之

一，常见的失真准则有均方误差（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

ｒｏｒ，ＭＳＥ）和最大绝对误差（ｍａｘｉｍｕｍ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ｅｒｒｏｒ，ＭＡＥ）。假设原始数据由 犕 个点组成，每

个点的值为狆犻，重建的点为 狆^犻，那么 ＭＳＥ 和

ＭＡＥ定义为：

ＭＳＥ＝
１

犕∑
犕－１

犻＝０

（狆犻－狆^犻）
２ （４）

ＭＡＥ＝ ｍａｘ
０≤犻≤犕－１

｛狘狓犻－狓^犻狘，狘狔犻－狔^犻狘｝（５）

　　ＭＳＥ是一个平均度量，它从整体上控制失真

的大小，但对内部点的失真无法控制；而 ＭＡＥ小

于预先给定值时，内部所有点的失真都小于该值。

失真在栅格数据压缩中表现为压缩前后像素

４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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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变化，一个像素颜色值的失真仅影响它自身，

不会波及图像的其余部分。失真在矢量数据压缩

中表现为压缩前后点坐标的漂移，矢量数据中一个

点的失真将造成该点位置的偏移，同时，与其相连

的线段也发生了变化。有时这种位置的变化还会

带来几何对象之间拓扑关系的变化，因此 ＭＡＥ作

为矢量数据压缩的失真控制，具有更好的优越性。

２．４　矢量数据量化犇犆犜变换系数的动态范围及

无损熵编码

经过量化后的ＤＣＴ变换系数可限定为一定

范围内的整数值，这样有利于提高后续编码的压

缩比。矢量数据没有固定的动态范围，如狓和狔

坐标数据的原始动态范围为２１８，块大小犖 为６４

的一维ＤＣＴ变换后系数的动态范围扩大到２２１，

ＤＣ系数差值的动态范围为２２２。可以通过灵活选

取量化步长来控制量化后的系数值范围，如量化

ＤＣ系数差值的动态范围可以是２２０到２１４，量化

ＡＣ系数的动态范围大约为２１６到２１０。

量化系数可以采用各种无损编码，本文实验

采用无损熵编码方法，该方法与ＪＰＥＧ标准使用

的 Ｈｕｆｆｍａｎ编码方法一样，本文直接使用其中的

一些算法，以及分别使用适合于狓、狔坐标数据的

ＤＣ系数差值和ＡＣ系数的 Ｈｕｆｆｍａｎ编码表。

３　实　验

实验数据是从纽约州立博物馆免费下载的美

国纽约州地表地质数据，使用其中的５层，总数据

量为２０Ｍ左右。这些数据表达的是长期自然力

驱动形成的地质地貌形状，相邻点之间具有较强

的相关性。

３．１　实验矢量数据犇犆犜变换系数的特点

对实验矢量数据采取犖＝６４的块尺寸进行

分块。在对每个块作ＤＣＴ变换前，首先分别减

去（犡ｍｉｎ＋犡ｍａｘ）／２和（犢ｍｉｎ＋犢ｍａｘ）／２，其中犡ｍｉｎ、

犢ｍｉｎ、犡ｍａｘ和犢ｍａｘ表示实验矢量数据的范围。图３

是在这些分块中任取的一块及其 ＡＣ系数，可以

发现，高频ＡＣ系数大多集中在０附近，并且其幅

值远小于原矢量数据的幅值，这表明 ＤＣＴ变换

有利于提高压缩比。

图３　一个矢量数据块及其ＤＣＴ变换系数

Ｆｉｇ．３　ＡＢｌｏｃｋｏｆＶｅｃｔｏｒＤａｔａａｎｄＩｔｓＤＣＴ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３．２　量化步长

实验采用的失真准则为 ＭＡＥ小于９０，为此

设计的量化步长如表１所示。实验矢量数据的动

态范围达到１０６，假如以宽度为１０００个像素的屏

幕全屏显示矢量数据，那么每个矢量数据点的失

真不超过０．０９个像素，再放大１０倍显示才可能

有１个像素左右的失真，这能够满足大部分应用

的要求。

表１　使用犇犆犜变换的矢量数据压缩采用的量化表

Ｔａｂ．１　ＡＱｕａｎ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ＤＣＴＢａｓｅｄＶｅｃｔｏｒＤａｔａ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狓坐标 狔坐标

１８７，１５１，１３９，１５７，１６３，１３９，１２７，１３３，１３９，１４５，１３９，１３３，１３９，

１３３，１３９，１３９，１４５，１４５，１５１，１５７，１４５，１９３，２３５，２１１，３０１，２４７，

３３１，３３１，２７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

３３７，３３１，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

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

２７１，１５１，１３９，１３３，１３９，１４５，１３３，１３９，１３９，１３９，１３９，１３９，１３９，

１３３，１３９，１３９，１４５，１４５，１３９，１５７，１６９，１７５，１９９，２３５，２７７，２７１，

２８３，３３１，３０７，３２５，３３１，３３７，３３７，３１３，３３１，３３１，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

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１，３３７，

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３３７

３．３　压缩矢量数据文件输出和压缩比

利用上面的量化步长对矢量数据ＤＣＴ变换

系数进行量化后，根据量化ＤＣＴ变换系数的频

率统计得到Ｈｕｆｆｍａｎ编码表，再对每个块的量化

ＤＣＴ变换系数进行无损熵编码得到了该块的压

缩比特流。将所有压缩比特流经过一定格式组织

后添加压缩矢量数据文件头再输出为压缩矢量数

据文件。实验数据所得的压缩比如表２所示，压

５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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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比大致在２０～２５。

表２　实验矢量数据压缩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ｓｏｆＴｅｓｔＤａｔａ

实验数据 原始数据大小／ＫＢ 压缩后数据大小／ＫＢ 压缩比

ａｄｉｒ＿ｓ．ｓｈｐ ６２５６ ２８７ ２１．８

ｆｉｎｇ＿ｓ．ｓｈｐ ４０４６ １６２ ２５．０

ｈｕｄｍ＿ｓ．ｓｈｐ ５６９５ ２５６ ２２．２

ｌｈｕｄ＿ｓ．ｓｈｐ ３２４５ １４３ ２２．７

ｎｉａｇ＿ｓ．ｓｈｐ ２９８３ １１８ ２５．３

４　结　论

自然地貌特征的线型矢量数据，其坐标点序

列内部具有一定的和一致的统计相关性，因此可

以通过转换为频率域系数进行压缩。本文提出的

使用ＤＣＴ变换进行矢量数据的有损压缩算法，

具有较高的压缩比，并且能够将失真控制在给定

范围之内，满足除了分析以外的大部分应用的要

求。

本文的研究对进一步研究高精度矢量数据压

缩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在矢量数据的统计

相关性对压缩算法性能的影响、失真准则选择、量

化的方法、如何避免拓扑关系冲突以及矢量数据

的渐进压缩等方面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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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１１期第９４２页表１中的±３．６ｃｍ、±５．４ｃｍ、±１０．０

ｃｍ、±５．１ｃｍ、±４．８ｃｍ应为±３．６ｃｍ、±５．４ｃｍ、±１０．０ｃｍ、±５．１ｃｍ、±４．８ｃｍ，而 ±１４．１ｃｍ

应为±１４．１ｃｍ，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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