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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各种常用索引的基础上，依据各自的适用范围，提出了对点对象建立格网索引，对线、面对象建

立改进四叉树索引的组合优化策略。设计的改进四叉树索引避免了传统四叉树的重复索引，提高了数据访问

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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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索引是通过对存储在介质上的空间数据

的描述，建立其逻辑记录与物理记录之间的对应

关系，最终目的是提高系统对空间数据获取的效

率［１］。空间索引的性能的优劣直接影响空间数据

库及 ＧＩＳ的整体性能，它是 ＧＩＳ的一项关键技

术。在空间数据可视化过程中，显示终端屏幕大

小的限制以及数据显示方式的特殊性决定必须选

择合适的显示内容和区域范围，这些选择可以通

过自动制图综合技术来实现。但现阶段的自动综

合技术还没有达到实用的地步，因此，一般利用空

间数据的多尺度表达技术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国

内外许多学者都对空间索引和多尺度表达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１８］，但大都没有在数据模型或应用系

统中将二者融合在一起进行研究。本文对基于增

量空间索引的多尺度表达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研

究，并建立了一体化的模型。

１　高效空间索引的建立

目前，国际上研究出许多高效的空间索引，比

较有代表性的空间索引包括格网型、ＢＳＰ树、

ＫＤＢ树、Ｒ树系列、四叉树和ＣＥＬＬ树等。通过

各种索引的特性和优缺点的对比［１］不难发现，不

同的索引方法对同一类型的空间对象索引效率的

差别很大，因此，为使建立的索引最优化，采用联

合索引的机制，对每种类型的空间要素都采用对

应的最优索引方法，即对点目标采用规则格网索

引，对线、面目标采用改进的四叉树索引。

１．１　点对象空间索引的建立

格网型空间索引的基本思想是：将研究区域

用横竖线条划分成大小相等或不等的格网，将同

每一个格网相交或者是包含于它的空间目标存储

在该格网的结点上，如图１所示。当用户查询时，

首先计算空间实体所在的格网，然后在格网中快

速查询所选的空间要素［９］。因为较大的线目标和

面目标通常跨越多个格网，会带来大量的重复索

引，所以当加载多个网格中的数据时，如果不采用

一定的策略加以过滤，内存中就会存储同一要素

的多个备份，导致可视化时多次绘制，既浪费内存

空间，又严重降低了可视化效率。而点要素不会

被多个网格索引，所以只对点要素进行格网索引。

图１　格网索引的生成

Ｆｉｇ．１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ｏｆＧｒｉｄＩｎｄｅｘ

格网索引数据加载的步骤如下：① 计算出当

前数据区域左上角点在格网中的位置（犐１，犑１）；

② 计算出当前数据区域右下角点在格网中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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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犐２，犑２）；③ 获得所有与当前数据区域相交的

格网结点，加载这些格网结点上的数据。

１．２　线、面对象空间索引的建立

改进的四叉树索引的建立方法为：沿着垂直

于一定地理区域范围的矩形的长轴方向，将区域

平均分割为两个，然后分别对这两个子结点区域

按同样的方法再进行平均分割，这样就形成了多

个层次互相覆盖、大小不同的网格。这种方法使

得分割的结点矩形尽可能地接近正方形，结点分

布更加合理［３，９］。传统四叉树中只有叶结点才能

被分配对象，并且同一个对象可能被分配给多个

叶结点（即一个几何对象可能跨越／穿越多个叶结

点），结点和空间对象之间是多对多的关系，这样

不但增加了信息冗余，也会降低索引树的搜索效

率。传统四叉树结点划分的层次较深，对基于数

据库的索引，当查询涉及的结点量较多时，很容易

造成ＳＱＬ语句长度超限。而改进的四叉树索引

将包含于该网格，但不包含于其下一级网格的空

间目标存储在该网格结点上，如图２所示，这样就

使得根结点或中间结点都能够被分配索引对象，

并且可以避免重复索引，提高数据访问的效

率［３，９］。但改进四叉树也有不足的地方，如当查

询区域与犃结点右边的两个子结点相交，但不与

左边的两个子结点相交时，不在查询区域的２号

对象也要参与空间关系运算才能被排除掉，但传

统四叉树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图２　四叉树的生成

Ｆｉｇ．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ｏｆＱｕａｄｔｒｅｅＩｎｄｅｘ

本模型对有形状大小之分的线目标和面目标

建立了改进的四叉树索引。建立索引时，先计算

每个空间要素的最小外接矩形，确定四叉树的最

大分级层次，采取自下向上的方法将每个要素加

入对应的网格结点。改进的四叉树索引数据的加

载步骤为：① 取四叉树的根结点作为当前结点；

② 取出当前结点的矩形区域同当前的数据区域

进行比较；③ 如果当前结点的区域同当前的数据

区域相交，加载当前结点的数据，转步骤④，否则

转步骤⑤；④ 依次取当前结点的四个子结点作

为当前结点，转步骤②；⑤ 如果当前结点的区域

包含当前的数据区域，则加载该结点并返回，如果

不包含当前的数据区域，则直接返回。

２　基于增量索引的多尺度表达模型

２．１　多尺度表达的设计思路

多尺度表达就是研究电子地图的清晰性与内

容详细性之间的平衡关系。由于电子地图的比例

尺具有动态特性，与纸质地图的载体尺寸不同，而

一定大小的屏幕所能表现的信息是一定的，显示

终端屏幕所对应的空间范围越大，它所包含的空

间信息也就越多，这时只能选取其中比较重要的

信息进行显示，而忽略那些次要的信息；反之，屏

幕对应的空间范围越小，其显示的空间信息的细

节也就越多［９］。于是，地理要素的重要程度成为

决定其显示时机的标准，要素的重要性受其分类

分级、地理位置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所以，多尺度

表达的关键是确定各个要素的重要程度。借鉴三

维模型简化的细节分层（ｌｅｖｅｌｏｆｄｅｔａｉｌ，ＬＯＤ）技

术，空间数据的多尺度表达可以看作是在二维尺

度上基于要素的重要性的图形细节分层［５８］。

２．２　要素的加权犔犗犇参数设置

按照上述原理，在同一比例尺数据集内部的

多尺度表达就是将各个要素的重要性指标（分类

分级和空间分布）映射为ＬＯＤ参数。分类分级

主要从属性上区分不同种类要素的重要性，如首

都注记比省会注记重要。空间分布则是确定同种

类的各个要素对地图空间的影响程度，如在两个

街区之间进行取舍。依据要素对空间分布的影响

程度进行取舍是传统制图综合中的一个重要课

题，目 前 已 有 多 种 成 熟 的 算 法，其 中，由 于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具有良好的空间等分特性，可以表达

出点状、面状要素的空间占有率及其对整个目标

集合的空间分布所起的作用，因此，本文采用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选取法。Ｖｏｒｏｎｏｉ图面积较大的目标

对集合的空间布局影响较大，处于多尺度表达的

较低级别。

８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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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各个要素的ＬＯＤ参数时，本文提出将

要素的分类分级决定的重要性次序作为ＬＯＤ权

重，将反映要素对空间分布影响程度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

图面积加权，二者共同决定一个要素的ＬＯＤ值。

按重要性次序，图廓、境界、水系、道路、居民地、注

记等的 ＬＯＤ 权重分别为１００％、１００％、８０％、

７０％、４０％、３０％，要素的分级权重依据规范和具

体应用环境确定。计算ＬＯＤ值，首先需要根据

视口对应的地理范围确定最高等级的 ＬＯＤ值

（ｍａｘＬＯＤ），也就是说，当放大率达到 ｍａｘＬＯＤ

时，地图上的所有要素都可以清晰地显示出来，而

未达到时，只有部分较为重要的要素显示出来。

ｍａｘＬＯＤ与显示范围、比例尺都存在一定的联

系［５］。求 得 ｍａｘＬＯＤ 后，根 据 要 素 的 加 权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面积大小进行多次简化，从而

得到对象的各级 ＬＯＤ 参数。具体步骤如下：

① 求出各要素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面积，然后分别

乘以各自的ＬＯＤ权重，按由小到大的顺序排序；

② 找到加权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面积最小的点，将它

的ＬＯＤ值设为ｍａｘＬＯＤ－犻（犻≥０为循环次数），

将该点的邻近点标记为不能简化；③ 重复步骤

②，对所有可以简化的点设定 ＬＯＤ值为 ｍａｘ

ＬＯＤ－犻；④ 将步骤②、③中简化掉的点从Ｄｅｌａｕ

ｎａｙ三角 网和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中删除，采 用 动 态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建立算法重构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和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⑤ 重复步骤①～④，直到循环次数

等于ｍａｘＬＯＤ。

２．３　基于增量联合索引的犔犗犇模型的建立

笔者认为，对要素的分类分级可以分为两个

层次：第一层的分级主要是按照数据所属的比例

尺进行分级；第二层的分级则是按照要素的显示

等级进行分级。通过两层分级机制，能够很好地

将不同比例尺与不同显示等级这两个不同层次在

空间数据可视化表达中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从而

实现多比例尺条件下的空间数据表达。一个要素

的ＬＯＤ参数决定它在屏幕上显示时对应的比例

尺范围，将具有相同ＬＯＤ参数的要素种类定义

成一个显示级别。将各子图层的显示分级个数、

每个显示分级对应的显示比例尺范围、各个分级

内的目标总数等信息记录在第二级索引文件中。

每个显示分级内部的屏幕负载量应该适宜，

在一定的屏幕负载量范围内进行地图显示时，按

照Ｖｏｒｏｎｏｉ图选取法进行要素取舍。屏幕负载量

是衡量电子地图内容多少的重要标志，它可以分

为面积负载量、数值负载量、视觉负载量和信息负

载量四个方面。为便于计算，本文采用面积负载

量作为衡量电子地图内容多少的标准，同时也利

用它来检验电子地图的效果。参照文献［５］，当屏

幕的面积负载量在０．１３～０．６时，地图效果较好，

所容纳的要素数量较为适当。分级数量一般是

ＬＯＤ参数的级别数，也可根据实际应用情况作适

当调整，如合并相邻两个ＬＯＤ参数对应的显示

分级，但应该保证各个分级之间过渡平滑，不会出

现视觉上的跳跃感，笔者的经验值是３～５级即可

满足一般计算机屏幕显示的需要。

为了加快空间数据的调度速度，采用增量索

引的方式，在各个显示分级内按照前述方法建立

空间索引。所谓增量索引，是指在地图放大过程

中，当显示级别由狀－１过渡到狀时，显示级别狀

只索引它相对级别狀－１新增的要显示的空间对

象。这样，每个级别的索引数据量大大减少，检索

数据的速度大大加快，并且节省的时间可以精确

计算。假设一幅图的总对象个数为犖ｔｏｔａｌ，当前显

示分级索引的对象个数为犖ｌｅｖｅｌ，分级数为ｃｏｕｎｔ，

则增量索引方式与通常索引方式所用的时间比为

∑犖ｌｅｖｅｌ／（ｃｏｕｎｔ犖ｔｏｔａｌ）。因为∑犖ｌｅｖｅｌ＝犖ｔｏｔａｌ，因

此，增量索引方式的整体效率提高ｃｏｕｎｔ倍，即分

级数越多，效率提高越多。在各个分级内，根据所

含的要素数量确定格网划分的数量和四叉树的深

度，一般每个索引块不超过１００个空间对象。因

为空间索引将一个图幅划分为多个索引块，所以

第二级索引中要记录每个显示分级包含的索引数

据块的描述信息，如索引块的个数、每个索引块在

空间数据文件中的位置等。基于增量空间索引的

ＬＯＤ模型的逻辑结构如图３所示。不同比例尺

之间的ＬＯＤ模型的信息记录在第一级索引文件

中。以系列比例尺地形图数据为例，索引中的多

尺度表达信息包括数据源所含的不同比例尺的个

数；每种比例尺数据集的ＬＯＤ参数对应一个显

示比例尺范围，如１∶１０万图的起止显示比例尺

可以设为１∶５万和１∶２５万。

２．４　基于犔犗犇的多比例尺空间数据调度

基于上述 ＬＯＤ模型进行空间数据可视化

时，首先判断当前显示比例尺是否超出了当前比

例尺数据集的显示比例尺范围，如果没有，仍在该

比例尺内部数据集中访问和加载空间数据。这时

用当前显示比例尺与各个显示分级的可视范围求

交，交集不为空的即是当前对应的显示分级。根

据单一比例尺的ＬＯＤ模型获得当前显示分级对

应的索引数据块，并检索出它们之中与当前视口

有交集的数据块，加载各个索引块的数据时，按照

§１．１和§１．２中列出的步骤执行。

９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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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基于增量联合索引的ＬＯＤ模型的逻辑结构

Ｆｉｇ．３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ＬＯＤ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ＪｏｉｎｔＩｎｄｅｘ

如果当前显示比例尺超出了当前比例尺数据

集的可视范围，需要跨比例尺调度数据。根据当

前显示比例尺和一级索引中记录的各比例尺数据

集的可视范围，求解有交集的比例尺。如果在数

据源中没有找到新比例尺下的数据集，则按同一

比例尺内部的情形处理，继续显示原比例尺数据；

如果检索到视口新对应的比例尺下有数据，则记

录缩放前的显示比例尺（ｏｌｄＶｉｅｗＳｃａｌｅ）和显示区

域（ｏｌｄＷｏｒｌｄＢｏｕｎｄ），同时卸载内存中原比例尺

的空间数据。访问新比例尺数据集时，把当前显

示比例尺设为ｏｌｄＶｉｅｗＳｃａｌｅ，当前可视地理区域

范围设为ｏｌｄＷｏｒｌｄＢｏｕｎｄ，根据这两个值可计算

出在新比例尺中对应的显示分级和满足条件的索

引数据块，加载数据，并在屏幕上绘制［１０］。

３　实　验

实验系统运行环境为ＶｘＷｏｒｋｓ５．４，ＣＰＵ为

Ｉ８０４８６。实验采用０８４８０１到０８４８１６共１６幅连

续的１∶２５万的地形图数据，总数据量为１８６Ｍ，

在５个不同放大倍率下分别执行６次漫游操作。

表１是对不建立空间索引、不采用多尺度表达的

原始数据操作的实验结果和基于非增量索引的多

尺度表达方法的实验结果，以及基于增量索引的

多尺度表达方法的实验结果。

表１　漫游操作时间表

Ｔａｂ．１　ＰａｎＴｉｍｅＬｉｓｔ

放大率 漫游操作所需时间／ｓ·次－１
平均时间

／ｓ·次－１

原

始

数

据

１．００ ６．８９ ６．９０ ８．０７ ６．９５ ７．１４ ７．０３ ７．１６

３．００ ４．５６ ４．４９ ４．６９ ４．７０ ４．４０ ４．８１ ４．６１

５．６４ ３．８９ ３．９４ ３．９５ ３．６４ ３．８５ ３．９６ ３．８７

７．４４ ２．９１ ２．８８ ２．９３ ２．９９ ２．７０ ３．０４ ２．９１

１０．１６ ２．８３ ２．８７ ２．６１ ２．７１ ２．８１ ２．６０ ２．７４

基于

非增

量索

引

１．００ １．５９ １．６０ １．５７ １．６５ １．６４ １．６１ １．６１

３．００ ０．８７ ０．７８ ０．９９ １．００ ０．８８ ０．９３ ０．９１

５．５０ ０．８０ ０．８７ ０．８８ ０．５９ ０．７７ ０．９０ ０．８０

７．４４ ０．４４ ０．３９ ０．４１ ０．４８ ０．３２ ０．４１ ０．４１

１０．００ ０．３８ ０．４０ ０．２６ ０．３７ ０．３９ ０．２３ ０．３４

基于

增量

索引

１．００ ０．４８ ０．６３ ０．７６ １．０５ ０．８４ ０．９９ ０．７９

２．８８ ０．５６ ０．４９ ０．４３ ０．６１ ０．３４ ０．３７ ０．４７

５．４４ ０．６３ ０．４０ ０．４８ ０．３１ ０．２９ ０．３４ ０．４１

７．３９ ０．２８ ０．３０ ０．１４ ０．２１ ０．１２ ０．２ ０．２１

９．９３ ０．１６ ０．３３ ０．１１ ０．１９ ０．２０ ０．１４ ０．１９

　　对比表１可以发现：① 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原

始数据直接操作的响应时间都大于３ｓ，而采用基

于增量索引的多尺度表达策略，其平均响应时间小

于０．４ｓ，漫游操作流畅，视觉感受较好；在放大倍

率接近１０时，两者的响应时间比为２．７４／０．１９≈

１４．４，显示速度能够提高１４．４倍，平均响应时间比

为（７．１６＋４．６１＋３．８７＋２．９１＋２．７４）／（０．７９＋

０．４７＋０．４１＋０．２１＋０．１９）＝２１．２９／２．０７≈１０．３，

所以可视化速度平均提高了１０倍多。② 在各个

分辨率下，增量索引方式比非增量索引方式都几乎

快一倍。实验中采用了４个分级，效率提高之所以

达不到理论值的４倍（按§２．３的理论计算），是因

为里面包含了图形绘制时间，而这部分时间在两种

方式下是一样的。采用基于增量索引的多尺度表

达方法，不但数据调度非常快，而且放大率较小时，

只显示较重要的要素，节省了大量图形绘制的时

间。增量索引的优势很明显，但它的生成比非增量

方式复杂得多，需要有较高专业素质的人员事先

根据不同的图幅确定相应的分级数量、各级的显

示范围等参数。可视化过程中，只需根据建好的

索引加载对应分级内的要素。

基于本文设计的增量空间索引与多尺度表达

的一体化模型，笔者开发了某数字化团的指控软

件上的嵌入式ＧＩＳ平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多

尺度表达能够适应嵌入式应用的小屏幕特点；由

于分级内部采用增量索引，大大加快了数据调度

的速度，解决了军事、通信等领域对嵌入式 ＧＩＳ

应用的实时性要求与嵌入式设备资源紧缺的矛

盾。图４是系统的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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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基于增量索引的多尺度表达模型应用实例

Ｆｉｇ．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ｄｅｘ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对点状对象建立格网索引，对线、

面对象建立改进的四叉树索引的联合索引机制，

克服了单一索引方法用于空间数据的局限性。改

进的四叉树索引使得根结点或中间结点都能够存

储空间对象，避免了传统四叉树的重复索引，提高

了数据访问的效率。本文没有给出改进四叉树深

度的理论计算公式，目前使用的只是经验值，这是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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