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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面退化四叉树格网单元的邻近搜索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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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测绘与土地科学系，北京市学院路丁１１号，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为了克服传统经纬度格网与全球四元三角网（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ｍｅｓｈ，ＱＴＭ）存在的不足，提出了

一种球面退化四叉树格网（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ｑｕａｄｔｒｅｅｇｒｉｄ，ＤＱＧ）的剖分方法及相应的格网编码方案，分析了不同

位置格网的邻近特征，给出了一套详细的ＤＱＧ单元邻近搜索算法，并进行了相关实验与对比分析。结果表

明，该算法的搜索速度比传统ＱＴＭ格网的Ｂａｒｔｈｏｌｄｉ搜索算法和分解搜索算法分别提高了约１００倍和３０倍。

关键词：全球离散格网；ＤＱＧ；邻近搜索；地址码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在全球离散格网的多尺度数据管理中，格网

编码的邻近搜索是空间聚类、索引［１］、范围查询和

动态扩张［２，３］等空间操作的基础，已成为全球离

散格网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４］。近期研究成果

表明，对于全球离散格网的研究，多数是建立在基

于正八面体或正二十面体的四元三角网（ＱＴＭ）

递归剖分［５，６］，大都以三角形单元为基础来组织

或划分数据区域的，许多空间操作需要以三角形

为基础进行。但三角格网的几何结构较为复杂，

其最大的缺点是方向的不确定性及不对称性，而

且其邻近关系随着位置的不同而发生多种变化，

使得邻近搜索与分析非常复杂和困难［７］。

１　犇犙犌的剖分原理与编码规则

球面退化四叉树格网的初始剖分和ＱＴＭ一

样，即选取球内接正八面体作为球面格网划分的

基础，这是由于当按正八面体投影划分时，其顶点

占据球面主要点（包括两极），而边的投影则与赤

道、主子午线和９０°、１８０°、２７０°子午线重合，非常

有利于球面格网与常用的经纬度格网转换。经过

首次剖分将球面划分成八个等正球面三角形（亦

称八分体），如图１（ａ）所示；其初始编码也称为八

分码犕０，如图１（ｂ）所示。

１．１　犇犙犌的递归剖分原理及特点

在进一步对每一个初始八分体（三角形）进行

图１　基于正八面体的球面初始剖分及初始编码

Ｆｉｇ．１　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ｄｉｎｇｏｆ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Ｆａｃｅ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Ｏｃｔａｈｅｄｒｏｎ

递归细分时，退化四叉树格网和传统 ＱＴＭ 格

网［８］是不同的。退化四叉树格网的递归细分方法

是：对初始三角形三个顶点的经纬度进行两两平

分，得到三个新点（这三个点位于球面上），将三角

形两腰上的两个新点彼此连成一条纬线，再将该

纬线的中点与另一新点彼此连成一条经线，这样

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球面三角形和两个四边形；在

第二层次，对于三角形部分按第一次剖分的方法

进行剖分，对于四边形部分，将四边形四个顶点的

经纬度进行两两平分，得到四个新四边形；在第三

层次依此类推，直到满足一定的分辨率要求为止，

详细请参考文献［９］。

这样的递归剖分称为球面退化四叉树剖分，

每次剖分后所连接成的格网称为球面退化四叉树

格网（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ｑｕａｄｔｒｅｅｇｒｉｄ）。其几何形状基

本上是球面“正方形”格网，与经纬度格网类似，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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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大小比经纬度格网均匀，便于聚类和统计分

析；其层次结构比ＱＴＭ要简单得多，具有径向对

称（ｒａｄｉａｌｓｙｍｍｅｔｒｙ）和方向一致性（ｕｎｉｆｏｒｍｏｒｉ

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便于邻近搜索和查询操作；另外，ＤＱＧ

格网适合用一般的显示设备进行制图或表达，且

能与经纬度坐标系统直接转换。

１．２　犇犙犌单元的编码规则及行列定义

每个八分体可用一个退化四叉树来表达，存

储时只需记录其格网单元的位置即可，当八分体

递归剖分成较小的格网单元时，其格网的位置可

用一个四进制 Ｍｏｒｔｏｎ码（地址码）来标识，ＤＱＣ

地址码的编码规则如图２（ａ）所示；并按退化四叉

树的方式进行层次组织（如图２（ｂ）所示，阴影格

网为退化格网，不予考虑）。

ＤＱＧ格网的行列定义规则如下（以０单元八

分体为例）：行犻与纬线对应，列犼是从经度０°开始

自西向东各行剖分单元的个数，行号和列号分别在

下和右方向上递增，两坐标轴相交于原点狅，如

图２（ｃ）所示，即在两个极点处的行、列号都为０。

图２　ＤＱＧ格网的地址编码规则及行列定义

Ｆｉｇ．２　ＭｏｒｔｏｎＣｏｄｉｎｇｒｕｌｅａｎｄＲｏｗａｎｄ

Ｃｏｌｕｍ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ＤＱＧ

２　犇犙犌邻近搜索的详细算法

在球面ＤＱＧ格网中，邻近单元的定义为：具

有公共边的为边邻近（ｅｄｇｅａｄｊａｃｅｎｔ）；只具有公

共顶点的为角邻近（顶点邻近，ｖｅｒｔｅｘ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在不同位置，格网单元的邻近特征和搜索算法也

各不相同。

２．１　犇犙犌邻近搜索分类

每一个初始八分体单元的格网特征是类似

的。下面以０单元为例，按照格网单元的不同位

置，其邻近搜索方法可分为以下７种不同的大类

型（图３（ａ））：犃顶角三角形为最上面的三角形单

元；犅左角四边形为底边左四边形，包括首次剖分

时位于三角形底边界下处的特殊情况和普通左角

四边形；犆右角四边形为底边右四边形，包括首次

剖分时位于三角形底边界下处的特殊情况和普通

右角四边形；犇左边界四边形为除顶角三角形和

底边左四边形外的左边四边形；犈右边界四边形

为除顶角三角形和底边右四边形外的右边四边

形；犉底边界四边形为底边除左、右边界四边形外

的四边形单元；犌内部四边形为内部格网单元，全

是四边形。

部分特征点在整个球面格网的位置关系如

图３（ｂ）所示，其中“○”表示单元的边邻近格网，

“△”表示单元的角邻近格网。

图３　ＤＱＧ邻近搜索分类

Ｆｉｇ．３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Ｓｅａｒｃｈ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ＱＧ

２．２　犇犙犌邻近搜索算法的基本原理

对于一个给定的待邻近搜索的 ＤＱＧ单元，

首先由所输入的ＤＱＧ单元地址码得到其剖分层

次Ｌｅｖｅｌ（地址码的个数）、八分码 犕０（首位地址

码）和四进制 Ｍｏｒｔｏｎ码（除首位外的地址码）；其

次，由八分码得到邻近单元的八分码，计算公式可

参见文献［８］。以此为基础，ＤＱＧ格网邻近单元

的搜索步骤如下。

１）由输入单元 Ｍｏｒｔｏｎ码转换成所对应单元

的行列号犐、犑，计算方法可参见文献［１０］。

２）由所输入地址码的行列号犐、犑得到邻近

单元的行列号，依据上述邻近格网的不同分类，其

转换规则按表１所示。

３）由邻近单元的行列号得到邻近单元的

Ｍｏｒｔｏｎ码，是步骤１）的逆过程，具体计算参见文

献［１０］。最后，由邻近单元的八分码及 Ｍｏｒｔｏｎ

码合成得到邻近单元的地址码。

３　效率对比实验与分析

　　为了比较算法的效率，笔者选择了常用的

ＱＴＭ格网邻近搜索算法，即Ｂａｒｔｈｏｌｄｉ邻近搜索

算法［１］和分解邻近搜索算法［１１］，与本文提出的算

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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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搜索类型的行列号计算规则

Ｔａｂ．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ｏｆＲｏｗａｎｄ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

顶

三角形

（犃）

左角

四边形

（犅）

右角

四边形

（犆）

左边

四边形

（犇）

底边

四边形

（犉）

右边

四边形

（犈）

内部

四边形

（犌）

上边邻近 无 （犐－１，０） （犐－１，犑） （犐－１，０） （犐－１，犑） （犐－１，犑）或

（犐－１，（犑－１）／２）

（犐－１，犑）或

（犐－１，犐犖犜（犑／２））

左边邻近 （犐，犑） （犐，犑ｍａｘ） （犐，犑－１） （犐，犑ｍａｘ） （犐，犑－１） （犐，犑－１） （犐，犑－１）

下边邻近 （犐，犑）；

（犐，犑＋１）

（犐，犑ｍａｘ） （犐，犑） （犐＋１，０）或

（犐＋１，０）；

（犐＋１，１）

（犐，犑） （犐＋１，犑）或

（犐＋１，２犑）；

（犐＋１，２犑＋１）

（犐＋１，犑）或

（犐＋１，２犑）；

（犐＋１，２犑＋１）

右边邻近 （犐，犑） （犐，１） （犐，０） （犐，１） （犐，犑＋１） （犐，０） （犐，犑＋１）

顶角邻近 （犐，犑）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左上角邻近 无 （犐－１，犑ｍａｘ） （犐－１，犑－１） （犐－１，犑ｍａｘ） （犐－１，犑－１） 无或

（犐－１，犑－１）

（犐－１，犑－１）或

无或

（犐－１，犐犖犜（犑／２）－１）

左下角邻近 （犐＋１，犑ｍａｘ） （犐，０） （犐，犑－１） （犐＋１，犑ｍａｘ） （犐，犑＋１） （犐＋１，犑－１）或

（犐＋１，２犑－１）

（犐＋１，犑－１）或

（犐＋１，２犑－１）

右下角邻近 （犐＋１，０） （犐，犑ｍａｘ－１） （犐，０） （犐＋１，１）或

（犐＋１，２）

（犐，犑－１） （犐＋１，０） （犐＋１，犑＋１）或

（犐＋１，２犑＋２）

右上角邻近 无 （犐－１，１） （犐－１，０） 无或

（犐－１，１）

（犐－１，犑＋１） （犐－１，０） （犐－１，犑＋１）或

无或

（犐－１，犐犖犜（犑／２）＋１）

　　　注：犑ｍａｘ为行所对应的最大列号；ＩＮＴ为取整运算。

法进行对比实验。其硬件环境配置为：ＣＰＵ为奔

腾Ⅳ２．２Ｇ，５１２Ｍ内存，８０Ｇ硬盘。

实验的基本原理是：在同一剖分层次基础上，

选择数目相同的单元格网，分别用上述三种算法

计算其邻近格网的搜索时间，进行对比分析。由

于前４层的格网单元数量小，且每个格网单元编

码位数少，对所有格网单元进行邻近搜索所需的

时间太短（几乎为０），故在本实验中不予考虑；另

一方面由于第１４层剖分产生的格网单元数量高

达１７８９５６９７１个，若对所有格网单元进行邻近搜

索，随着格网层次的增加时间消耗将越来越大且

意义不大，因此本实验将第５～１３层次作为对象，

并用单位时间内邻近搜索的次数为评判标准，进

行效率比较，计算结果如表２所示。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该算法的搜索效率分别

为Ｂａｒｔｈｏｌｄｉ邻近搜索算法和分解邻近搜索算法

的约１００倍与３０倍。

４　结　语

邻近搜索是空间索引、查询和动态扩张等空

间操作的基础，已成为全球离散格网研究中的关

键问题之一，为了克服传统ＱＴＭ格网的不足，本

文通过分析球面退化四叉树格网（ＤＱＧ）的层次

特征及其组织规则，给出了ＤＱＧ格网单元邻近搜

索的七种不同的类型，并设计出了一套ＤＱＧ单元

邻近搜索的详细计算规则。最后进行了相关的效

率对比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与传统的Ｂａｒｔｈｏｌｄｉ

算法和分解算法相比，其平均搜索效率分别提高约

１００倍和３０倍。下一步的工作将是利用ＤＱＧ层

次格网进行多分辨率地形和影像数据的动态操作

和可视化表达等方面的技术及算法研究。

表２　邻近搜索算法效率对照表

Ｔａｂ．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Ｓｅａｒｃ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层次 搜索次数 总耗时／ｍｓ
平均１ｍｓ搜索的次数 算法效率比

本文算法 Ｂａｒｔｈｏｌｄｉ算法 分解算法 本文算法／Ｂａｒｔｈｏｌｄｉ算法 本文算法／分解算法

５ ５４３１ １５ ３６２．０７ ９．４１ ２６．７２ ３８．４８ １３．５５

６ ２１７８３ ３１ ７０２．６８ ７．９９ ２２．８５ ８７．９４ ３０．７５

７ ８７２５５ １１０ ７９３．２３ ６．７７ ２０．３２ １１７．１７ ３９．０４

８ ３４９２７１ ４７７ ７３２．２２ ５．９６ １８．３９ １２２．８６ ３９．８２

９ １３９７５９１ ２１０９ ６６２．６８ ５．２９ １６．４５ １２５．２７ ４０．２８

１０ ５５９１３８３ ９０４７ ６１８．０４ ４．７４ １５．４５ １３０．３９ ４０．００

１１ ２２３６７５７５ ３８９５３ ５７４．２２ ４．３０ １４．４３ １３３．５４ ３９．７９

１２ ７５１０３９９９ １７２５９４ ４３５．１５ ４．００ １３．７４ １０８．７９ ３１．６７

１３ ３５７９０５７５１ ８７６５４７ ４０８．３１ ３．７６ １３．１８ １０８．５９ ３０．９８

１８４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９年４月

参　考　文　献

［１］　ＢａｒｔｈｏｌｄｉＪ，ＧｏｌｄｓｍａｎＰ．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Ｉｎｄｅｘｉｎｇｏｆ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Ｇｌｏｂ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１，１５（６）：４８９５２２

［２］　ＬｅｅＭ，ＳａｍｅｔＨ．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Ｍｅｓｈｅｓ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ａｓ Ｌｉｎｅａｒ Ｑｕａｄｔｒｅｅｓ ［Ｊ］．

ＡＣＭ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２０００，１９（２）：７９

１２１

［３］　ＣｈｅｎＪｕｎ，ＺｈａｏＸｕｅｓｈｅｎｇ，ＬｉＺｈｌｉｌｉｎ．Ａｎ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ｏｒｏｎｏｉ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ｎｔｈｅ

Ｓｐｈｅ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ＱＴＭ ［Ｊ］．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ｃ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３，６９（１）：７９８９

［４］　ＧｏｌｄＣＭ，ＭｏｓｔａｆａｖｉＭ．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ＧＩＳ

［Ｊ］．ＩＳＰ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０，５５（３）：１５０１６３

［５］　ＳａｈｒＫ，ＷｈｉｔｅＤ，ＫｉｍｅｒｌｉｎｇＡ．Ｇｅｏｄｅｓｉｃ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ＧｌｏｂａｌＧｒｉ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Ｇｅｏｇｒａｐｈ

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３，３０（２）：１２１１３４

［６］　赵学胜，侯妙乐，白建军．全球离散格网的空间数

字建模［Ｍ］．北京：测绘出版社，２００７

［７］　白建军，赵学胜，陈军．基于线性四叉树的全球离

散格网索引［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５，３０（９）：８０５８０８

［８］　ＤｕｔｔｏｎＧ．Ａ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

Ｇｅｏ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ＬｅｃｔｕｒｅＮｏｔｅｓｉｎ

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Ｍ］．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９：

２３０

［９］　崔马军，赵学胜．球面退化四叉树格网的剖分及变

形分析［Ｊ］．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２００７，２３（６）：

２３２５

［１０］郭达志．地理信息系统原理及应用［Ｍ］．徐州：中

国矿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３５１３６

［１１］孙文彬，赵学胜．基于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编码的球面三角

格网邻近搜索算法［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

版，２００７，３２（４）：３５０３５２

第一作者简介：赵学胜，博士，副教授，主要进行全球离散格网与

３Ｄ建模、ＧＩＳ软件设计与应用方面的研究。

Ｅｍａｉｌ：ｚｘｓ＠ｃｕｍｔｂ．ｅｄｕ．ｃｎ

犃狀犃犱犼犪犮犲狀狋犛犲犪狉犮犺犻狀犵犃犾犵狅狉犻狋犺犿狅犳犇犲犵犲狀犲狉犪狋犲

犙狌犪犱狋狉犲犲犌狉犻犱狅狀犛狆犺犲狉犻犮犪犾犉犪犮犲狋

犣犎犃犗犡狌犲狊犺犲狀犵
１
　犆犝犐犕犪犼狌狀

１
　犔犐犃狀犵

１
　犣犎犃犖犌犕犲犻犼狌犪狀

１

（１　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Ｄ１１ＸｕｅｙｕａｎＲｏａ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ｓｅａｒｃｈｉｓ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ｃｈａｓ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ｉｎ

ｄｅｘ，ｑｕｅｒｙ，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ｄｉｌａ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ｋｅ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ｇｒｉｄ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ｏｖｅｒｃｏｍｅｓｏｍ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ｉｎ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ｓｅａｒｃｈｂａｓｅｄｏｎ

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ｇｒｉｄｏｒ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ｍｅｓｈ（ＱＴＭｓ），ａｎｅｗｐａｒｔｉ

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ｃａｌｌｅｄ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ｑｕａｄｔｒｅｅｇｒｉｄ，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ｇｒｉｄｃｏｄｅｓｃｈｅｍｅ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ＱＧ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ｎ，ａｎ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ＤＱＧｓｉｓｇｉｖｅｎｉｎｄｅｔａｉｌｓ．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ａｄｊａ

ｃｅｎｔ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ｈｉ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ｈａｓｂｅｅ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ｂｙ１００ｔｉｍｅｓａｎｄ３０ｔｉｍｅ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ｌａ

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ｒｔｈｏｌｄｉ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ｇｌｏｂａｌ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ｇｒｉｄ；ＤＱＧ；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ｓｅａｒｃｈ；ａｄｄｒｅｓｓｃｏｄｅ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ＺＨＡＯＸｕｅｓｈｅｎｇ，Ｐｈ．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ｉ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ｇｌｏｂａｌ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ｇｒｉｄｔｈｅｏｒｙ，３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ＧＩ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ｔｃ．

Ｅｍａｉｌ：ｚｘｓ＠ｃｕｍｔｂ．ｅｄｕ．ｃｎ

２８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