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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近年来国内外出现的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ｅ、ＧＡＰｔｒｅｅ、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ＨｉｌｂｅｒｔＲｔｒｅ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ｔｒｅｅ等６

种矢量数据多尺度空间索引方法，对它们的优缺点作了较为详细的评述，为索引方法的选择和应用提供了一

定的理论依据。最后，给出了对后续研究有指导性的结论，提出了高维索引、优化索引等多尺度空间索引方法

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矢量数据；多尺度；空间索引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目前，国内外有关矢量数据多尺度表达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３个方向：多尺度矢量数据显式存

储技术、多尺度空间索引方法和多尺度矢量数据

存储结构。基于目前的技术积累，多尺度空间索

引方法有较好的研究环境。近年来，国内外涌现

了多种多尺度空间索引方法。各种索引方法有其

优点，同时也存在着相应的局限性。目前，使用多

尺度索引方法较好的解决方案是根据不同的应用

需求和技术条件，选择合适的索引数据结构，有必

要时也可以与善于表达坐标点简化的多尺度矢量

数据存储结构联合使用。

多尺度空间索引方法首先要求利用制图综合

的相关理论和方法，针对大尺度矢量数据，自动生

成一种能够描述空间实体综合过程的索引结构。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基于制图综合中许多共

性综合操作发展了计算机自动综合技术。优秀的

综合成果不是由某项综合操作完成，而是多项操

作交替作用的结果，因此，多尺度空间索引方法所

涉及的综合操作的多少将成为区别、类比不同索

引方法的重要标准之一。

１　各种多尺度空间索引方法及评述

１．１　犚犲犪犮狋犻狏犲犜狉犲犲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ｅ是文献［１］提出的一种多尺度

空间索引结构，仅涉及地图综合中的选取操作，其

基本结构和算法与Ｒｔｒｅｅ相同，只是给每个空间

实体增加了一个表征重要性的值，值较大的空间

实体有较高的显示优先权。在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ｅ中

显示优先权较高的实体在树中的层次也较高。在

有限的显示条件下，数据库将根据这些重要性值

选出一部分实体，而舍去另一部分实体。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ｅ的提出对促进制图综合技术

在多尺度索引方法中的应用具有有重要意义。但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ｅ也有其不足。

１）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ｅ是一个非平衡树，其查询性

能不高，特别是当空间实体层次分布极不均匀时

尤为显著。虽然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ｅ是Ｒｔｒｅｅ的一个

变种，但其查询性能并不理想。在 Ｒｔｒｅｅ中，空

间实体均存储在叶节点上，非叶节点存储的是子

节点复合后的区域，故可以被优化为平衡树，获得

较高的查询性能。而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ｅ则将部分空

间对象存储在非叶节点中，故不能被优化为平衡

树，查询性能不高，特别是当空间实体层次分布极

不均匀时尤为显著。因此，为了提高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Ｔｒｅｅ的查询性能就需要充分了解要综合数据的

分布特征，并设置合理的重要性取值，但这对一个

设计者而言是有难度的。针对此问题，文献［２］基

于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ｅ和 ＰＲｆｉｌｅ
［３］理论提出了平衡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ＨｉｌｂｅｒｔＲｔｒｅｅ，提高了检索效率。

２）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ｅ只支持选取操作，经过Ｒｅ

ａ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ｅ过滤的地理数据往往会产生一些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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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的错误，如众多连续的次要空间实体被舍弃

后会出现一些不合理的空洞或空白。

针对此问题，文献［２，４］提出了支持合并操作

的ＧＡＰｔｒｅｅ，并在后续的研究中不断地对ＧＡＰ

ｔｒｅｅ进行了改进和应用
［５８］。

国内许多学者也对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ｅ的拓展和

改进作了一定的工作。较有代表性的有文献［９］

针对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ｅ在三维空间中的应用提出了

Ｖ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ｅ；文献［１０］也针对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ｅ

在三维空间中的应用提出了ＳＲｔｒｅｅ；文献［１１］在

开发车载导航系统中提出的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Ｈｉｌｂｅｒｔ

Ｒｔｒｅｅ，其实与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ｅ的思想基本一致，

不同之处在于它是采用 Ｈｉｌｂｅｒｔ编码来评价空间

实体或其组成的区域是否邻近，从而构建一棵Ｉ／

Ｏ次数相对较小的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ｅ。

１．２　犌犃犘狋狉犲犲

ＧＡＰｔｒｅｅ是文献［２，４］为解决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ｅ

出现空洞的问题而提出的一种基于融合操作的索

引树。ＧＡＰ树的生成算法为：① 首先认为空间

实体都是相互独立（不连接）的地理要素，对任意

实体犪计算重要性值，犐（犪）＝ Ａｒｅａ（犪）×Ｗｅｉｇｈｔ

Ｃｌａｓｓ（犪）；② 在这些不连接空间实体中找到犐（犪）

最小的空间实体，并找到其相邻的多边形，计算犪

与其相邻多边形的公共边长，记为犔（犪，犫）；③ 求

犪与其相邻多边形的合并指数：Ｃｏｌｌａｐｓｅ（犪，犫）＝

犳（犔（犪，犫），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Ｔｙｐｅｓ（犪，犫），ＷｅｉｇｈｔＦａｃ

ｔｏｒ（犫）），犪将与Ｃｏｌｌａｐｓｅ值最大的那个犫合并；

④ 将犪记为犫的一个子节点，同时修改犫，修改后

犫的区域为修改前的犫加犪。

尽管早期的 ＧＡＰ存在许多不足，但在其后

的研究中ＧＡＰｔｒｅｅ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完善。

１）ＧＡＰｔｒｅｅ从仅支持融合操作，扩展到支

持聚合、合并操作。文献［５］扩展了空间相邻的概

念，即没有公共边的实体也有可能相邻，从而使

ＧＡＰｔｒｅｅ包含了空间聚合操作。文献［６］考虑了

合并操作，即可以由多个老对象生成一个新对象，

生成后的新对象独立存在，而老对象消失。

２）ＧＡＰｔｒｅｅ由输入拓扑结构、管理对象结

构的方式向全拓扑结构转换。早期ＧＡＰｔｒｅｅ在

生成索引结构时需要用拓扑信息，但生成 ＧＡＰ

ｔｒｅｅ后拓扑信息就完全被丢弃，并按面向对象方

式管理空间数据。为了避免公共边的冗余存储，

文献［７］在 ＧＡＰｔｒｅｅ由对象模型向拓扑模型的

转化中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是，在其方案中，

对于不同尺度的弧线依然需要重复存储，而且客

户端需要做大量裁减、重构工作，负载较重。为了

减轻客户端负载，文献［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

案。为了解决不同尺度弧线冗余存储的问题，文

献［６］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３）ＧＡＰｔｒｅｅ对空间对象综合过程的描述由

粗到细。早期的 ＧＡＰｔｒｅｅ是棵多叉树，即忽略

了多个空间实体渐进融合的过程。文献［１２］提出

的ＣＴｒｅｅ就是将多路ＧＡＰｔｒｅｅ改为二叉树，从

而更精细地表达了空间实体综合过程，它常用于

无级比例尺ＧＩＳ中。

１．３　犣狏犪犾狌犲（１）

此处提到的犣ｖａｌｕｅ（１）专指文献［１３，１４］提

出的基于简化操作的空间索引机制，它只支持简

化操作。文献［１３，１４］设计了一个简单的表和

ＳＱＬ语句来说明犣ｖａｌｕｅ（１）简化的思想。假设

存储数据的表为Ｚｄａｔａ（Ｏｂｊｅｃｔ＿ｉｄ，Ｐｏｉｎｔ＿ｉｄ，狕），

其中，Ｏｂｊｅｃｔ＿ｉｄ为空间对象的编号，Ｐｏｉｎｔ＿ｉｄ为

对象点的编号，狕为点Ｐｏｉｎｔ＿ｉｄ对应的犣ｖａｌｕｅ

（１）值。其简化思想为，在某种尺度（分辨率）下，

图中格子内的点可由格子内Ｐｏｉｎｔ＿ｉｄ最小的那

个点代替。但是，此算法不能较好地保留轮廓形

状特征，如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会将一个凹多边

形简化成凸多边形。针对此问题，文献［１５］发展

了ＬｉＯｐｅｎｓｈａｗ算法，即在简化过程中，若线段

一个端点在网格外而另一端点在网格内，则在格

网内的点将被选中代表格网内所有点。

与多尺度矢量数据存储结构ＳｔｒｉｐＴｒｅｅ
［１６］和

ＢＬＧＴｒｅｅ
［１］相比，犣ｖａｌｕｅ（１）有几个优点：① 能

较好地与现有的空间数据库管理系统集成。因为

它不需要改变Ｇｅｏｍｅｔｒｙ的存储结构，只是对Ｇｅ

ｏｍｅｔｒｙ中的点建立 犣ｖａｌｕｅ（１）的索引序列。

②犣ｖａｌｕｅ索引中点的独立性较强，索引的维护

量较小；而ＳｔｒｉｐＴｒｅｅ和ＢＬＧＴｒｅｅ中每个六元

组或点都与其他元组或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

插入或删除一个点时，将导致空间数据存储结构

有较大的调整。③犣ｖａｌｕｅ（１）索引简化后的数据

能够保持较好的拓扑一致性［１３，１４］。

犣ｖａｌｕｅ（１）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① 只能

实现简化操作；② 简化时不能很好地保持曲线形

状、轮廓图形的基本特征；③ 简化时有时会得到

非简单地理要素。

１．４　犕狌犾狋犻狊犮犪犾犲犎犻犾犫犲狉狋犚狋狉犲犲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ＨｉｌｂｅｒｔＲｔｒｅｅ（简称为 ＭｓＲ

ｔｒｅｅ）是文献［２］针对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ｅ非平衡问题，

基于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ｕｃｋｅｒ算法、ＰＲｆｉｌｅ思想提出的

一种支持简化、选取操作的多尺度索引方法。

ＭｓＲｔｒｅｅ是一棵标准的 ＨｉｌｂｅｒｔＲｔｒｅｅ，它

８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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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像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ｅ一样，给空间实体分配一

个重要性值，而是根据当前分辨率下空间实体是

否小于某个可显示域值决定其取舍。ＭｓＲｔｒｅｅ

是一种介于多尺度空间索引方法和多尺度矢量数

据存储结构之间的技术方案。ＭｓＲｔｒｅｅ在选取

时采用的是多尺度空间索引方法，在简化时则用

多尺度矢量数据存储结构来实现。可见，多尺度

空间索引方法和多尺度矢量数据存储结构并不是

不可共存的两种技术，在研究中其研究成果可以

相互借鉴、混合使用。

ＭｓＲｔｒｅｅ的优点为：① 集成了选择、简化两

种综合算法；② ＭｓＲｔｒｅｅ是一棵平衡树，有较高

的查询效率；③ 用Ｈｉｌｂｅｒｔ码判别空间位置邻近，

能提高Ｉ／Ｏ效率；④ 与ＰＲｆｉｌｅｓ相比，ＭｓＲｔｒｅｅ

没有将各尺度片段分开存储，而且扇区也较少，因

此，其插入和删除算法更简单、易于实现。

ＭｓＲｔｒｅｅ的缺点为：① 仅涉及选择、简化操

作，与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ｅ相同，综合后的数据可能出

现大片空白和空洞；② ＭｓＲｔｒｅｅ需要修改 Ｇｅ

ｏｍｅｔｒｙ的底层存储结构，增加了实现难度，难以

与现有的技术兼容；③ 仅根据空间对象的 ＭＢＲ

和屏幕可显示域值区域来决定取舍，而不考虑矢

量数据作为地理专题数据所应有的特征，因此简

化后的图难以满足专题应用的需求；④ ＭＤＰ算

法并未对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ｕｃｋｅｒ算法中可能会出现自

相交的现象作改进，相关改进可参见文献［１７］。

１．５　犣狏犪犾狌犲（２）

此处提到的犣ｖａｌｕｅ（２）专指文献［１８］提出的

空间索引机制，它涉及选取、简化、合并、标记化等

多种综合操作。

犣ｖａｌｕｅ（２）索引是将数据空间循环分解到更

小的子空间后，让每个子空间根据分解步骤依次

得到一组数字，称为该子空间的犣ｖａｌｕｅ（２）。求

解犣ｖａｌｕｅ（２）的分解过程为：整个数据空间被分

为４个相同大小的子空间，这４个子空间依照犣

曲线的次序被编号为１到４。这些子空间能够进

一步循环分解和编号。这样，每个空间对象能够

用与它重叠的一组子空间来近似，即每个空间对

象对应一组犣ｖａｌｕｅ（２）。

文献［１８］较为详细地讨论了如何基于犣ｖａｌ

ｕｅ（２）索引快速实现空间对象的选择、简化、标记

化与合并，但并未给出具体应用实例。文献［１９］

讨论了基于覆盖率的犣ｖａｌｕｅ（２）多边形合并算

法，文献［２０］支持基于覆盖率的犣ｖａｌｕｅ（２）扩展

也可用于空间连接的处理。根据文献［１８２０］可

知，除了用一组犣ｖａｌｕｅ（２）近似空间对象外，数据

库中没有任何记录空间对象选取、简化、合并、标

记化过程的信息，因此，对于某尺度下空间对象的

综合结果应该是根据其犣ｖａｌｕｅ（２）在线计算出来

的。

犣ｖａｌｕｅ（２）具有数据冗余量小，对犣ｖａｌｕｅ

（２）索引的维护量少，选取、简化、合并算法速度较

快等优点。但是由于空间的选取、简化、合并、标

记化过程是在线计算的，所以，面对某些复杂的地

理数据，其实时效果并不理想。

１．６　犕狌犾狋犻狆犾犲犚狋狉犲犲

文献［２１］认为这些所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数

据的选取、合并、简化几种优先的综合操作，而地

图综合其实是包含选取、合并、聚合、融合、压缩、

简化、光滑、移位、夸张、符号化、重新分类等多种

概化操作的过程。为充分描述空间数据随尺度的

变化过程，文献［２１］提出了涉及选取、简化、合并、

标记化等多种综合操作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ｔｒｅｅ索引

结构。文献［２１］认为，若仅考虑选择操作，则许多

空间对象在多个尺度都有可能被选取，此时这些

对象对应多个ＬＯＤ；若仅考虑除选择操作之外的

其他综合操作，其综合的结果仅在一个尺度上有

意义，即只对应一个ＬＯＤ。对于一个空间对象可

能对应多个显示尺度的问题，文献［２１］用二进制

及其相关操作解决。例如，某对象的ＬＯＤ为０１，

则表示它对应第一个尺度；ＬＯＤ为１０，则表示它

对应第二个尺度；ＬＯＤ为１１，则表示在第一、第

二尺度时均显示（选取）。针对这些原有空间对象

和被综合（除选择之外的其他操作）后的空间对

象，对应不同的尺度可以建成多棵Ｒｔｒｅｅ。面向

不同尺度的需求，将在不同的Ｒｔｒｅｅ中检索所需

的数据。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ｔｒｅｅ是一种介于多尺度冗余存储

和多尺度数据在线提取之间的技术方案。对于选

取操作数据没有冗余，但对于选取之外的综合结

果均冗余存储，因此，它在具有多尺度冗余存储和

多尺度数据在线提取两种技术方案优点的同时，

也继承了它们的缺点。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ｔｒｅｅ除选择操

作外，其他综合操作的结果仍然冗余存储，所以数

据冗余量还是较大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ｔｒｅｅ的生成非常复杂，它对各尺

度综合结果要求较高，相当于一个全面的地图自

动化综合，需要较多的人工干预。文献［２１］并未

对空间数据如何综合作详细探讨，而是假定数据

的综合过程和结果已知，只是建一棵记录这些结

果的索引树。因此，为了达到期望的综合效果，还

需要较多的人工干预。

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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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论、讨论与展望

２．１　结　论

１）各种多尺度空间索引方法是在不改变现

有空间数据模型的基础上，对空间数据建立尺度

维索引，通过检索技术实现多尺度空间数据的复

现。而多尺度矢量数据存储结构则需要修改矢量

数据的存储模型，通过对不同层次数据的访问实

现多尺度空间数据的复现。可见，各种多尺度空

间索引方法仅是对现有空间数据管理技术的一种

扩展，与现有的技术有较好的兼容性，其研发工作

的开展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２）多尺度空间索引方法与多尺度冗余存储

技术、多尺度矢量数据存储结构不是截然互斥的。

它们可以相互借鉴、相互依存。针对不用的应用

需求和技术条件，联合使用这３种技术可能会产

生更好的效果。

３）尽管经历了十多年的研究，多尺度空间索

引方法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从综合效果来

看，经过多尺度空间索引方法综合后的矢量数据

与制图综合的要求仍有较大的差距。从技术成熟

度来看，多尺度空间索引方法基本存在于实验室

中，在应用中极为少见。为了尽快实现矢量数据

的压缩与复现，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应当积极发

展多尺度空间索引方法。

４）多尺度索引方法与自动制图综合技术的

研究侧重点有所不同。多尺度索引方法侧重于利

用自动制图综合技术，自动生成描述空间实体综

合过程的索引树；而自动综合技术侧重于将一个

尺度的数据转换为另一个尺度的数据。多尺度索

引方法要求索引的数据冗余小，检索的时效性较

高；而制图综合则对系统的时效性要求较低。

§１．５的犣ｖａｌｕｅ时效性就不太好，但其研究成果

比较适用于在空间数据库中实现各种综合算子。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ｔｒｅｅ则对索引树的自动生成研究得不

够透彻，这是导致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ｔｒｅｅ实用性差的主

要原因。因此，在研究多尺度索引方法时要根据

研究的侧重点制定技术方案。

２．２　讨论与展望

１）应充分利用面向地理要素的制图综合指

标体系和知识法则指导多尺度索引树的生成。为

了得到较好的多尺度数据提取效果，要充分利用

专业地图人员头脑中关于地理规律的知识，针对

不同的专题和应用，用不同的知识规则来指导空

间对象的取舍、合并、简化的综合过程。

２）高维索引是未来多尺度空间索引方法的

一个重要研究方向。目前的多尺度索引方法基本

是与空间索引方法联合使用，实现对不同数据内

容、同一数据不同层次的联合检索。其实，空间尺

度也应是空间对象的一个重要的维度，基于这种

思想，可以发展基于尺度的高维索引方法，来实现

矢量数据的在线压缩和复现。

３）如何根据应用需求和数据分布特点，在综

合精度和检索速度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多尺度

空间索引方法今后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ＣＴｒｅｅ

和ＧＡＰｔｒｅｅ将原来的多叉 ＧＡＰｔｒｅｅ改为了二

叉树，从而更精细地表达了空间实体综合过程；但

修改后的二叉树会加深树的深度，影响树的检索

效率，特别是在数据层次分布极不均匀的情况下。

因此，如何根据应用需求和数据分布特点，在综合

精度和检索速度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多尺度空

间索引方法今后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优化多

尺度空间索引树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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