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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我国基础地理数据库的情况，提出了基于版本数据库的变化信息提取和更新发布的技术路线。

以道路要素为例，分析了其具体实体变化情况，论述了变化信息提取中的匹配方法，给出了变化信息的内容定

义，并提出变化信息更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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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基础地理数据库的现势性问题以及持

续更新问题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１］。在数据

共享环境中，可将为其他组织机构提供空间参考

的源数据称为主数据库，而将根据不同需要对源

数据进行加工、完善后派生出的数据库称为客户

数据库。使用基础地理数据的用户只需向供应商

购买数据，然后根据自身情况来发展自己特有的

系统。但是，为了保证空间数据的现势性，用户必

须不断地从供应商那里获取更新，这就面临如何

利用主数据库的更新信息及时更新客户数据库的

问题。现在大多数的用户都是批量式更新的方

法，这种方法周期长、代价高，并且真正发生变化

的空间数据量很小。同时，批量式更新的方法具

有较大的危险性，可能造成客户数据库信息丢失、

数据不一致等问题。采用基于变化信息的增量更

新方法为地理信息的更新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

法，这种方法同时给多比例尺的地图更新提供了

新的思路［２］。本文根据我国已建立的基础地理信

息不同时刻的版本数据库，建立了基于版本数据

库的地理信息变化提取及更新的技术框架。

１　系统路线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为空间数据库，空间数

据库增量更新一般包括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变化信

息的发现与提取、增量信息存储和发布、用户数据

库更新三个基本环节。本文针对我国已建立的不

同时刻版本的数据库，即已具有时间快照或者状

态，定义数据库时间较新的数据为新版本数据，过

去某时刻版本的数据为旧版本数据。具体实施技

术方案为：选定被处理的空间数据库，对版本数据

进行规格化处理，通过版本匹配获取基础地理数

据集；在基础地理数据集中，通过空间及属性、语

义分析，确定实体目标的各种关系和变化类型；根

据有关适合基础地理数据变化检测的算法进行变

化检测和增量提取，建立增量信息的数据模型和

数据库；增量信息库作为内容，以增量更新标准模

块为操作，将增量数据进行发布。图１给出了系

统的技术路线。其主要技术难点包括：① 基于新

旧版本地形数据的快速定位和匹配。② 增量信

息提取算法。③ 增量变化信息的建模和表达，解

决新旧要素差异表达问题，支持对增量信息的提

取、存储。④ 增量信息的发布和与用户数据的融

合。

２　实体变化描述

为了提取更新信息，必须理清现实世界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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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于版本数据库的变化信息提取及发布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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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各种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是基于数据

库中两种不同时刻版本的数据集表达。空间数据

更新在面向用户时表现为地理实体变化的概念层

次描述，或者说要确定地理实体变化的语义关系。

Ｃｌａｒａｍｕｎｔ等提出了基本变化、变换和运动三种

类型的分析方法，基本变化包括出现、消失和稳定

不变，而变换包括扩张、收缩、变形，运动指位移和

选择［３］。该时空分析对单目标是可行的，却无法

分析多目标和群的时空变化。本文借用其分类，

同时考虑到多目标情况，结合实体变化情况，以道

路要素为例，将目标的变化类型分为出现、消失、

分割、合并、几何变形、语义转义及修改、稳定不变

等。

３　数据匹配过程

基于变化信息的空间数据更新中，变化信息

的提取是前提和基础，目前的变化信息提取方法

主要是基于现有数据的目标匹配，从中发现区别。

空间数据匹配技术类似于地图融合及合并技

术［４］。空间目标在匹配时，可采用根据地理信息

表达中的语义、几何、属性、拓扑等关系进行。Ｂａ

ｄａｒｄ提出了自下而上的方法
［５］，该方法存在的问

题是候选集过大，造成变化信息提取的时间较长，

对海量空间数据处理不适用。由于我国已经建立

了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基础地理空间数据库，并且

在数据库模式、地理存储上具有一定的规范和定

义，本文提出了自上而下的匹配方法（见图２）。

首先进行有关版本匹配及要素类语义匹配和

过滤，确保后面进行的匹配是在最合适的候选集

图２　自上而下的目标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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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行的。版本匹配是地理空间目标匹配的前

提。版本匹配依赖数据库的元数据，它包括时间

和空间两个方面的匹配。数据更新的前提是用于

更新的数据与被更新数据位于同一坐标系，使之

能够进行叠加分析，因此，空间匹配（坐标匹配）是

数据更新不可缺少的环节。考虑到地形图是分幅

生产和更新的，则空间匹配主要体现在比例尺、图

幅号以及所在图层必须一致。时间匹配是指主数

据库中用来变化信息提取时要具有时间跨度，才

能使差异存在。同时，在客户数据库更新时，其数

据的现势性要比主数据库差，有必要进行更新，否

则，客户端无需进行更新操作。

目标匹配的基础首先是其在地理要素类上要

具有一致性。要素级语义匹配体现在两个待匹配

的区域表示统一的专题内容。由于地形图按照要

素分层的方法进行组织，如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可

以分为一般居民地、交通、水系、植被、高程、注记

等图层，在整个数据库中，同一层的数据为一个数

据文件。很显然，地理实体变化不可能在这几类

要素之间进行（语义）变化，因此，进行匹配的要素

集应是同种要素类，而同种要素类的地理实体才

可能会发生语义变化，表现为重分级，如道路由次

干道改造成主干道。同时，在同大类内的这种语

义变化出现在单目标上，还可能体现在目标间的

变化上。

在变化信息提取过程中，不同数据集之间的

目标匹配是关键。对目标的匹配最普通的是几何

匹配方法，利用几何或拓扑的关系，判断目标在空

间位置上的重复或重叠性。一旦待匹配的目标集

（要素类）确定，目标的匹配与变化信息提取就可

以自动提取完成。

单独从几何匹配角度来说，几何匹配是独立

于地理实体或空间数据库的。根据几何目标的类

型，可以分为点、线、面目标匹配及其对应的群匹

配６类。对点（群）目标匹配，首先从其几何位置

出发，以参考目标为基准，通过简单的缓冲区或距

３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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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分析来确定待匹配目标，其中，关键的是阈值的

选择。对线目标的匹配，从几何上采用建立缓冲

区、交叉面、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概率统计等方法，其

中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不仅体现位置的差异，而且更

能表现图形整体的差异。面目标的匹配一定程度

上可以通过几何线的匹配来实现，但是面体差异

在线上的差异表现被加强，此方法可行性较差。

较好的方法是采用面积占有率来进行匹配［６］。另

外，在目标之间的匹配算法中，还有基于模糊隶属

度的面实体匹配方法［７］、基于概率统计的地图线

实体匹配方法［８］，这类方法需要预先的样本实验，

而不同特征的地形图或不同的要素，其实验环境

区别较大，同时，实验结果对匹配的结果产生直接

的影响。

本文以道路目标匹配为例，采用对线目标建立

缓冲区，利用面积占有方法进行目标对之间的匹

配。变化检测的主要思想是：对目标以一定宽度

ｗｉｄｔｈ建立缓冲区犃，以该缓冲区为范围查询另一

时态版本数据中与该缓冲区范围相交（包括包含）

的目标，然后分别对查询得到的目标同样以宽度

ｗｉｄｔｈ建立缓冲区犅犻，计算犃与犅犻相交的面积Ａｒ

ｅａ（犃∩犅犻），以及相交面积与各目标的面积占有率

Ｓｉｍ（犃，犅犻）＝Ａｒｅａ（犃∩犅犻）／Ａｒｅａ（犃），Ｓｉｍ（犅犻，犃）＝

Ａｒｅａ（犃∩犅犻）／Ａｒｅａ（犅犻），如果Ｓｉｍ（犃，犅犻）或Ｓｉｍ

（犅犻，犃）有一个大于给定阈值，则说明两目标关联。

然后再根据与之关联的要素个数及Ｓｉｍ（犃，犅犻）、

Ｓｉｍ（犅犻，犃）值的情况具体确定其变化类型，提取

变化信息。图３给出了针对道路目标匹配中，从

旧版数据开始到新版数据匹配的过程。确定了匹

配的目标后，再进行目标的属性比较，确定目标属

性的变化，提取几何和属性变化信息。

根据新旧版本中匹配目标的数量，目标匹配

时的关系表达为 犖犕、１１、１犖、犖１四种。要

实现这几种匹配结果，需要对数据库进行双向匹

配，可依据时间轴称之为正向匹配和负向匹配。

如１犖 的匹配在正向匹配中获取，犖１的匹配结

构则在负向匹配中获得，并产生相应的实体变化

情况。多目标匹配可以有效地避免数据更新时的

不一致性，同时能完整地描述目标的变化情况。

根据匹配结构，其相应的变化事件描述可容易地

获得：① 在新层中，未匹配的目标为新创建的目

标；② 在旧层中，未匹配的目标为删除的目标；③

新层和旧层目标各未匹配一个的为１１匹配；④

旧层中１个目标匹配新层中犕 个目标的为１犕

匹配，对应着目标的分割；⑤ 旧层中犕 个目标匹

配新层中１个目标的为犕１匹配，对应着目标的

图３　旧层与新层匹配及变化检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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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聚合或融合；⑥ 旧层中犕 个目标匹配新层

中犖 个目标的为犕犖 匹配，对应目标群的重组；

⑦ 其他为未发生改变的目标。

４　变化信息表达和更新实施

获取实体的变化信息仅是更新系统的基础，

增量变化信息必须提供面向用户的查询，特别是

地理实体要素的变化信息；同时由于变化信息是

用来更新用户数据库的，所以变化信息必须具有

相应的数据库操作。本文定义增量信息包括５部

分，即 Δ犐＝ ｛ＩＤ，Δ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Δ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狀

犻＝１

Δ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ｅｖｅｎｔｓ｝。其中，Δ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表示两

空间目标间的语义差别，主要体现在分类分级或

地理编码上，有关的属性语义差别也在此体现；

Δｇｒａｐｈｉｃｓ表达两目标的几何图形的差别。事件

不仅包括实体的变化信息，还包括将来数据库更

新时的操作。图４是系统运行的界面，其中突出

地给出了道路新旧数据变化的对比。

在实施增量更新时，把地理数据集的更新操

作组织成一系列的事务处理，每个事务都包含一

个能惟一识别该事务的标识，并且为了完成每个

事务，需要对地理数据集进行狀个操作。一个更

新事务可以理解为对空间实体以什么顺序进行何

４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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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系统实例（道路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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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更新操作，这种顺序是通过“操作集”来体现的

（见图５）。

图５　空间数据变化、更新结构图

Ｆｉｇ．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５　结　语

本文讨论了两种不同时刻版本数据集中通过

目标匹配进行变化信息提取以进行更新的具体过

程和实现方法。该方法获取的增量变化信息是数

据库中仅发生变化的信息，在有效的时间间隔下，

其数据量较小，用户不需要改变全库。同时，该方

法不需要建立统一的目标标识，这对客户更新时

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大多情况用户的标识体系和

数据服务者是不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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