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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多值图像或栅格型空间数据的四叉树存储方法，提出了一种基于优势属性存储的改进四叉树结

构———优势四叉树，给出了实现自底向上的优势四叉树递归构建算法，并对不同规模和复杂度的多幅图像进

行了构树对比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优势四叉树结构大幅度缩减了结点总数，存储开销平均为线性四

叉树编码的６９％，并具有较高的构建效率，是一种具有应用前景的四叉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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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常规四叉树在存储规模复杂的图像时的

指针开销难以承受，为此，人们提出了线性四叉树

的结构［１，２］。针对线性四叉树的构建，出现了基于

递归分解的构建方法［３］、二维行程编码的线性四叉

树编码方式［４］和借助数字搜索树的优化四叉树构

造算法［５］。为提高构建线性四叉树的效率和降低

内存开销，有学者提出了基于十进制的 Ｍｏｒｔｏｎ码

的线性四叉树及其各种改进的构码方法［６８］等。由

于线性四叉树放弃了非线性的树形结构，在数据检

索方面不及常规四叉树高效便捷，因此，寻找一种

保持树形结构，并具有较高的压缩性能，又便于快

速检索和操作的四叉树结构就显得非常重要。针

对二值图像的四叉树存储，一种基于模板的四叉树

结构被提出［９］。有些学者通过修正四叉树结构的

结点指针来设置提高二值图像的压缩效果和改善

检索图像的效率［１０，１１］。另外，还有基于熵的紧凑表

达方法［１２］。由于上述改进方法只针对二值图像

的压缩存储，不适于存储多值图像和栅格型的空

间数据，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优势属性存储

的改进四叉树结构———优势四叉树。

１　优势四叉树的结构

１．１　结点数据类型

优势四叉树的结点结构包含三个域，分别为

块结构特征信息码、优势属性值、子块结点指针。

其数据类型定义为：

ＳｔｒｕｃｔＡＱＴＲＥＥ

｛　ＢＹＴＥｆｅａｔｕｒｅ；／／特征信息码

ＩｍａｇｅＴｙｐｅｖａｌｕｅ；／／优势属性值

ＡＱＴＲＥ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孩子指针

｝

块结构特征信息码ｆｅａｔｕｒｅ为单字节无符号

整数（８ｂｉｔ），按二位十六进制特征信息码的范围

为００至ＦＦ，其前一位（４ｂｉｔ）记录当前图块在父

块中的位置、孩子结点个数；后一位（４ｂｉｔ）记录块

中优势同值单调子块的分布特征模板；属性域存

储图块中数量占优势的同值单调子块的共同属性

值；指针域存放孩子结点顺序表首址，结点顺序表

存储非优势单调子块结点和非单调子块结点。

１．２　结构特征码及其描述情形

优势四叉树结点的块结构特征信息码分为三

个信息段，若以犱１犱２犱３犱４犱５犱６犱７犱８表示其二进制

形式，则犱１犱２为当前结点图块在父块中的位置，

其中００、０１、１０、１１分别表示左上、右上、左下、右

下４个子块位置；犱３犱４为孩子结点的个数，００、０１、

１０、１１分别表示当前结点具有０、１、２、３个孩子结

点，由于位数限制，当存在４个孩子结点时，犱３犱４

也表现为００，但此时该结点的优势属性分布模板

必为０，所以当两者同时为０时，孩子结点的个数

解释为４；犱５犱６犱７犱８记录当前结点所存储的优势

属性对应子块的分布特征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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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属性是指当前图块中存在单调子块的情

形下，数量上占优势的同属性值（大于０）单调子

块的共同属性，并存放在结点的属性域中。当图

块不存在或只存在一种属性的单调子块时，优势

属性子块的分布及其十六进制特征模板值可用图

１来说明，其中，１、２、４、８为基本模板，分别表示一

个单调子块处于图块的左上、右上、左下、右下４

个位置，其他为合成模板，表示多个同值单调子块

的块内分布特征。

栅格图块中可能存在０到４个单调子块，当

图１　具有单一属性单调子块的分布特征模板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ｏｆＨｕｍｄｒｕｍＳｕｂｂｌｏｃｋＩｍａｇｅｓｗｉｔｈＳｉｎｇｌ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存在单调子块时，优势单调子块的数量记录在特

征码的相应位置，其分布由特征模板描述。对图

块中存在的非单调子块和非优势单调子块（属性

值大于０），设置相应数目的孩子结点，其存储空

间通过一次动态内存申请获得，具有顺序线性表

的性质；其存储空间和地址连续，可以通过地址或

数组操作对孩子结点进行访问。图２给出了图块

中各种子块的分布情形及其结点特征码，并假设４

排图块由上到下分别处于父块的０、１、２、３分区。

如某个结点的特征码为ＥＣ，码中Ｅ的二进制为

１１１０，其中前两个二进位１１表示该结点为父块的

右下子块，后两个二进制位１０表示该结点有两个

子块结点，码中的Ｃ表示图块结点属性域中存储

的是左下和右下这两个单值子块的共同属性。

１．３　特征码表达的优势四叉树结构

处于不同分区位置上的图块所对应结点的特

征码、属性、孩子结点指针所表达的局部优势四叉

树结构可以由图３来表示。其中，虚线箭头表示

通过地址运算获得的指向。当子块结点存储的是

非优势单调子块的属性时，子块结点为叶子结点，

其指针域为空；当子块结点存储的是非单调子块

时，其属性域存储子块的优势属性，指针指向孩子

结点；当非优势单调子块的属性为０时，不安排结

点存储该子块。

图２　图块中具有不同属性单调子块情形的结构特征编码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ＣｏｄｅｓｏｆＩｍａｇｅＢｌｏｃｋ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ＨｕｍｄｒｕｍＳｕｂｂｌｏｃｋ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图３　结点特征码表达的局部优势四叉树结构

Ｆｉｇ．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ＡｓｃｅｎｄａｎｔＱｕａｄｔｒｅ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ｗｉｔｈＮｏｄ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Ｃｏｄｅ

４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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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优势四叉树的构建、存储与恢复

２．１　优势四叉树的构建算法

递归定义的四叉树可以采用递归算法加以构

建，为了实现自底向上的构建过程，优势四叉树的

生成按后序（根）顺序进行。构建函数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ＡＱＴ根据图块中４个子块的实际情形完成相关

子块结点顺序表的构建。

当图块尺寸等于１时，通过调用函数 Ｇｅ

ｔＲａｓｔＶａｌｕｅ，采用行索引定位和游程折半查找结

合的方式，从预先读入内存并以游程编码形式存

储的栅格数据中获取当前单元的属性，将其作为

栅格的优势属性，并视栅格单元为单调子块，其模

板为ｏｘ０ｆ，返回ＮＵＬＬ。

当图块尺寸大于等于２时，对其中４个子块

递归调用本函数，获得它们的特征信息，并记录在

实参ｓｕｂｉｎｆｏ中，其中包括它们的优势属性、优势

子块分布模板，ＧｅｔＩｍａｇｅＦｅａｔｕｒｅ函数根据４个

子块的特征信息ｓｕｂｉｎｆｏ得到当前图块的特征信

息，并记录在引用形参Ｉｎｆｏ中。当前图块非单调

时，获得的特征信息还包括非优势单调子块（属性

值大于０）和非单调子块的个数及其编号。若４

个子块单调且属性相同，则返回 ＮＵＬＬ；否则为

图块中的非单调子块、非优势单调子块（属性值大

于０）创建相应长度的结点顺序表，并存储它们各

自的特征码、优势属性、孩子结点表首地址，返回

当前结点顺序表首址。

建立优势四叉树前，先创建一根结点，将其指

针与调用函数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ＡＱＴ创建的孩子结点顺

序表链接，根据参数Ｉｎｆｏ生成根结点的特征码与

属性。

２．２　优势四叉树的存储与恢复

优势四叉树的外部存储按广度优先顺序进

行，过程如下：① 设置一个初始为空的链队，其结

点比树结点增设一个后继指针，首先将优势四叉

树的根结点信息加入队列；② 调用出队操作，取

一结点，将其中特征码和属性值存储到外部文件，

并将该结点的所有孩子结点信息入队；③ 如队列

不空，转步骤②继续；否则结束，此时完成一棵优

势四叉树的存储。

优势四叉树的读取与恢复过程为：① 设置一

个初始为空的优势四叉树结点链式队列，结点的

孩子指针在队中暂作后继指针使用，从外部文件

读取一对特征码和属性值存储到创建的根结点

中，将该结点入队；② 调用出队操作，取出一个结

点（只出队，不删除结点），根据该结点特征码中的

孩子结点个数信息作出判断，如果存在孩子结点，

就为这批孩子结点动态创建一个相应长度的结点

类型顺序表，其首址存储在当前结点的指针域，顺

序地将这批孩子结点的信息从外部文件读入表

中，逐个将表中的结点加入到链队；如果当前结点

无孩子结点，则继续下一步；③ 如果队列不空，转

步骤②；否则结束，此时优势四叉树得到恢复。

３　实验与结论

为了对本文提出的优势四叉树结构的性能进

行验证，笔者对８幅具有不同复杂程度和不同精

度的单字节图像进行了构建优势四叉树、常规四

叉树和线性四叉树的实验。实验在Ｐ４／２．８Ｇ／

５１２Ｍ／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环境下进行，并编制了各种

四叉树的检索函数、正确性测试函数和性能测试

函数，在通过正确性验证的基础上，将优势四叉树

的结构性能与常规四叉树、线性四叉树进行比较

（见表１）。从获得的结构与性能参数可以看出，

优势四叉树的总结点数远少于常规四叉树的总结

点数及其叶子结点数，同时也少于线性四叉树的

编码结点数，平均为后者的３８．３０％、５０．９８％、

５７．４１％。在优势四叉树的结点中，存储了优势属

性的结点平均占９４．９３％，平均每个属性结点存

储了１．８５个子块的共同属性，只有约５％左右的

结点的属性域空置。以上性能对提高优势四叉树

存储效率的影响表现为：优势四叉树的存储开销

平均为常规四叉树的１３．５２％，为长整型十进制

Ｍｏｒｔｏｎ码线性四叉树的６８．８９％。从统计数据

可以看出，优势四叉树在保持树形结构的同时，具

有比线性四叉树更高的数据压缩性能。另外，从

构建不同规模与复杂度图像的时间来看，本文提

出的算法的构建时间与栅格图像的规模呈线性关

系，具有较高的效率。因此，本文提出的优势四叉

树结构及其构建算法均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

并具有以下主要优点：① 保持的四叉树结构使得

对栅格数据的检索、操作和应用更加便捷，便于外

部存储与恢复；② 充分利用了四叉树结点的存储

空间，大幅度缩减了四叉树的指针开销和结点总

数，具有比线性四叉树更高的数据压缩效率，非常

适合于存储高精度海量的栅格型空间数据；③ 基

于后序遍历顺序和递归函数的构建算法有效地实

现了自底向上的构树过程，算法简洁、高效，易于

维护。

５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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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势四叉树与常规四叉树和线性四叉树的性能比较

Ｔａｂ．１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ｓｃｅｎｄａｎｔＱｕａｄｔｒｅｅ，ＣｏｍｍｏｎＱｕａｄｔｒｅｅａｎｄＬｉｎｅａｒＱｕａｄｔｒｅｅ

图像规模 优势四叉树的结构与构建信息 常规、线性四叉树的结构信息 存储开销对比／Ｋ

行 列 总结点 叶结点 属性结点 深度 时间／ｓ 总结点 叶结点 编码结点 常规栅格 常规四叉树 线性四叉树 优势四叉树

５６０ ７７５ ６６１３ ２９３６ ５７２６ １１ ０．２０３ ２０５７７ １５４３３ １０３８２ ４２３．８３ ３４１．６１ ５０．６９ ３８．７５

１１２０１５５０ １３５７１ ５９４９ １１８２９ １２ ０．８５９ ４１９６１ ３１４７１ ２１４１５ １６９５．３１ ６９６．６２ １０４．５７ ７９．５２

２０４８２０４８１６８１４６ ５７３８３ １６４７４２ １２ １．９２１ ４４３１３７３３２３５３ ３３２３００ ４０９６．００ ７３５６．７７ １６２２．５６ ９８５．２３

４０９６４０９６３３９１０１１２００４３ ３３５１３２ １３ ７．４３８ ８７６４０９６５７３０７ ６５７１８３ １６３８４．００ １４５４９．７６ ３２０８．９０ １９８６．９２

２７６４２７９８１３５８２１ ５６９６４ １３００２２ １３ ３．２３４ ３２２９３３２４２２００ ２３３９８７ ７５５２．４１ ５３６１．１９ １１４２．５１ ７９５．８３

５５２８５５９６２９５８８９１０３５０２ ２８６７６４ １４ １２．８９０ ７８３４４１５８７５８１ ５７０８２６ ３０２０９．６６ １３００６．３４ ２７８７．２４ １７３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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