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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丽娜１　郑　斌１　吴志华２　费立凡１

（１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２　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数字规划研究中心，武汉市三阳路１３号，４３００１４）

摘　要：首先对道路在交叉口处的结构、关系和交叉口空间形态进行了讨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异态道路

进行选择性可视化时使用路口封闭线来模拟道路红线的具体方法，并对实现过程中使用的逻辑计算模型和

数据存储结构提出了有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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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是城市中的重要空间要素之一。在一般

城市ＧＩＳ中，惯用的比例尺通常大于１∶２万
［１］，

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地图制图规范［２］，道路边线及

道沿范围内的空间形态需要完整体现出来，道沿

过渡线以及附着在道路上的各种设施也必须如实

绘出［３］。在涉及城市规划、道路定线、建设管理等

应用领域当中，往往还需要按照查询的条件将空

间异质形态（不同时间、状态）的道路信息准确真

实、图文并茂地输出给用户，这包括准确提取的坐

标、距离、方位、曲线半径等表示道路的地理位置

和规划区域的信息［４］。

在现有的道路表达研究中，通常将道路红线

视为平行于道路中心线的两条简单线［１，５６］来处

理，也有将道路空间压缩为线状实体来处理道路

的立体交叉［５］、时态［６］等语义信息。但通常都无

法完整地表现道路交叉口尤其是道沿过渡区的实

际状况，更无法满足道路空间细致可视化表达的

要求。

１　道路交叉口空间的动态归属

１．１　道路的空间补关系与空间动态归属

道路空间在平面上与其他城市用地间的关系

可以理解为一种二值拓扑空间关系［７，８］，即整个

空间可以分解为城市道路空间和非城市道路空

间，称为空间补关系（ｉｎｖｅｒ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为了模拟和表现这种关系的变化，便需要对

与道路相关的空间按不同的状态进行划分，并赋

以相应的属性特征，以便确定在什么条件下属于

道路空间，什么条件下属于非道路空间。

１．２　道路交叉口的空间归属关系分析

由于不同条件（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的道路在交叉口

处交叉、交汇，道路的空间归属关系在交叉口处变

得复杂。如果说普通路段上的道路始终都能保持

同质性的话，那么交叉口处的道路实际上呈异质：

同一个交叉口按不同的时间条件（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ｐｒｏｐ

ｅｒｔｉｅｓ）、等级条件（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以及其

他条件，自然地被划分为不同的空间，这些条件的

空间相互交叠、错综复杂。从交叉口的空间归属

（语义的，条件的）上来说，可以认为整体上呈现为

一种动态性和非确定性特征。

给定任意条件下的道路可视化，交叉口的空

间形态可用二值互补关系来表示，即“是”空间的

界线很明确。如果按一般的做法将道路面进行分

块，然后分别记录其属性，势必将使整个过程变得

非常复杂，而且分割还会产生大量不存在实际意

义的微小空间，从而影响系统的整体效率。

因此，采用以围合边界表示道路空间范围的

方式。这样一方面保持了现有道路空间的完整

性；另一方面可快速生成所需表达的交叉口形式，

提高了可视化效率。此时交叉口的条件空间实际

就是由相应的路口辅助线和交叉口道沿过渡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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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合区域，该多语态条件下道路交叉口的“是”空

间表达可以简化为指定条件下交叉口道沿过渡线

的表达和路口辅助线的表达。

２　多语态特征下的道路交叉口空间

关系的表达

　　现以一般十字交叉路口直行交叉（即假设直

行路段状态两两相同，不考虑转弯路段状态两两

相异）为例，研究在进行可视化时对交叉口空间归

属的表示方法。这里考虑道路时间条件下的两种

状态（现状和规划）以及等级条件下的４种状态

（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其他交叉口情

况可按同样的原则进行处理。

２．１　道沿过渡线的表达

道沿过渡线的情况较为简单，只需要在两端

的路段都在条件内时显示该道沿过渡线即可。

２．２　路口辅助线的使用方式

路口辅助线分为３类情形，为方便后续分析，

分别用不同的符号来表示，如表１所示。

表１　路口辅助线的类型

Ｔａｂ．１　ＴｈｒｅｅＴｙｐｅｓｏｆｔｈｅ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ｉａｌＬｉｎｅｉｎ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辅助线类型 类别代码 符号表示 使用情况

普通等级辅助线 ０ 一直使用

规划等级辅助线 １ 规划道路显示时使用

规现辅助线 ２ 规划道路不显示时使用

　　路口辅助线不属于道路实体要素，仅用于在

显示某种条件下道路在交叉口处的虚拟状态时，

封闭其他道路路口，如表２所示。路口辅助线的

使用分为两种情况：① 不同等级道路相交，查询

时需封闭高一等级的道路，路口辅助线用于封闭

高一级等级道路在路口处的边线；② 规划道路与

现状道路相交，关闭规划道路时，用于封闭现状道

路在路口处的边线，以显示现状道路的完整边界。

表２　路口辅助线的使用

Ｔａｂ．２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ｓ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ｉａｌＬｉｎｅｓｉｎ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类别 描述 形状 使用条件

Ⅰ类

规划路与规

划路、现状

路与现状路

相交

规划道路不显示时，则不显示此

类等级辅助线

时间：犜犃＝犜犅＝规划

等级：犆犃＞犆犅
显示：犃

现状道路总存在，按道路等级显

示此类等级辅助

时间：犜犃＝犜犅＝现状

等级：犆犃＞犆犅
显示：犃

Ⅱ类
同等级规划路与现状路相交，规划道路不显

示时，使用规－现同级相交辅助线

时间：犜犃＝规划，犜犅＝现状

等级：犆犃＝犆犅
显示：犅

Ⅲ类
高等级规划路与低等级现状路相交，使用规

高现低辅助线和等级辅助线

时间：犜犃＝规划，犜犅＝现状

等级：犆犃＞犆犅
显示：犃（按时间）或者犅（按等级）

Ⅳ类
低等级规划路与高等级现状路相交，需作规

低现高辅助线

时间：犜犃＝规划，犜犅＝现状

等级：犆犃＜犆犅
显示：犅

　　在现实状态中，两条路（４个路段）简单相交

的情况下，辅助线可能的使用情况汇总如表３所

示。

３　道路交叉口空间归属的逻辑判断

３．１　交叉口道沿过渡线的显示判断

交叉口道沿过渡线的显示情况较为简单，只

要判断两边连接两边的路段是否同时满足同时可

见，如果满足，则交叉口道沿过渡线可见，否则不

可见。

３．２　路口辅助线的显示逻辑判断

１）现状路和规划路都显示。搜索“类别”为０

和１的辅助线，按选中的道路等级进行显示：

Ｓｅｌｅｃｔ“类别”＝０ｏｒ“类别”＝１

Ｉｆ选中“快速路”，ｔｈｅｎ关闭“主”、“次”、“支”

的中线、边线，并显示属性为“主”、“次”、“支”的路

口辅助线；

Ｉｆ选中“主干道”，ｔｈｅｎ关闭“次”、“支”的中

线、边线，并显示属性为 “次”、“支”的辅助线；

７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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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路口辅助线的实际使用情况汇总

Ｔａｂ．３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Ｕｓａ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ｉａｌＬｉｎｅｓｉｎ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Ｉｆ选中“次干道”，ｔｈｅｎ关闭 “支”的中线、边

线，并显示属性为“支”的辅助线；

Ｉｆ选中“支路”，ｔｈｅｎ不做任何动作。

２）现状路显示，规划路不显示。搜索“类别”

为０和２的辅助线，按选中的道路等级进行显示：

Ｓｅｌｅｃｔ“类别”＝０ｏｒ“类别”＝１

Ｉｆ选中“快速路”，ｔｈｅｎ关闭“主”、“次”、“支”

的中线、边线，并显示属性为“主”、“次”、“支”的路

口辅助线；

Ｉｆ选中“主干道”，ｔｈｅｎ关闭“次”、“支”的中

线、边线，并显示属性为 “次”、“支”的辅助线；

Ｉｆ选中“次干道”，ｔｈｅｎ关闭 “支”的中线、边

线，并显示属性为“支”的辅助线；

Ｉｆ选中“支路”，ｔｈｅｎ不做任何动作。

３）现状路不显示，规划路显示。搜索“类别”

为１的辅助线，按选中的道路等级进行显示：

Ｓｅｌｅｃｔ“类别”＝１

Ｉｆ选中“快速路”，ｔｈｅｎ关闭“主”、“次”、“支”

的中线、边线，并显示属性为“主”、“次”、“支”的路

口辅助线；

Ｉｆ选中“主干道”，ｔｈｅｎ关闭“次”、“支”的中

线、边线，并显示属性为 “次”、“支”的辅助线；

Ｉｆ选中“次干道”，ｔｈｅｎ关闭 “支”的中线、边

线，并显示属性为“支”的辅助线；

Ｉｆ选中“支路”，ｔｈｅｎ不做任何动作。

４　道路交叉口空间归属特征数据模

型的实现

　　道路交叉口空间归属特征数据模型采用面向

对象的方式构建，在存储时以“对象表关系”的方

式存储［９］。

４．１　路口辅助线的数据存储

路段与其相邻路段关系的分割通过路口辅助

线实现，因此，每段路口辅助线至少需要存储两个

路段的信息，包括路段的ＩＤ信息，如图１所示。

图１　路口辅助线的路段属性顺序

Ｆｉｇ．１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ｉａｌＬｉｎｅｓ

为减少数据跨表查询的开销，在路口辅助线

的数据存储上采用了两项措施以实现表内查询：

① 对两个路段的次序进行了排列，以辅助线所需

要保持的路段对象（一般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取其

中最低等级的对象）为路段１，以被封闭路段为路

段２；② 将该辅助线的属性与路段２进行了绑定，

通常只需记录路段２的级别属性（也可是最近时间

等属性），即可进行该辅助线是否使用的判定。

４．２　数据对象之间的关系及关系的存储

在交叉口空间表现的数据存储结构上（图２、

图３），采用了“４＋１”的分级对象结构：第一级是

交叉口对象，记录交叉口的基本信息；第二级是路

段对象，记录路段的属性以及交叉口的连接信息；

第三级是路段边线对象，主要记录路段的地理信

图２　数据ＥＲ关系图

Ｆｉｇ．２　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Ｍａｐ

８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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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数据存储结构

Ｆｉｇ．３　Ｄａｔａ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息；第四级是交叉口可选空间边界对象，包括交叉

口道沿过渡线对象和路口辅助线对象；第四级对

象的组合形成交叉口空间状态对象，该对象用来

存储每次条件查询时临时生成的交叉口形状，查

询显示结束时该对象自动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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