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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层次理论在地理信息科学中的应用。从ＧＩＳ空间表达的角度，较为系统地分析了空间目标位

置、语义以及空间目标间关系的层次表达方法。给出了一个应用实例对层次方法加以分析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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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次最早由文献［１］提出，文献［１］基于“层

次”的思想来表达系统的树状结构。文献［２］则将

“层次”扩展为“一种半序特殊树”。在此基础上，

文献［３］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提出了有关“层

次”的一套系统、完备的理论，并称之为层次理论。

文献［１］提出的“层次”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可

理解为“划分”和“等次”，例如，将树状结构的系统

划分为较小的子系统，且子系统又可以进一步划

分为更小的子系统。而文献［２］提出的“层次”概

念则很大程度上可理解为“分等级或次序”，例如，

将“层次”扩展为“一种具有半序特征的特殊树”。

在ＧＩＳ中，一个经典的数据结构———四叉树具有

层次特征。

针对不同应用目的，层次理论已在众多领域

得到广泛应用。在地理信息科学中，文献［４］深入

分析了复杂系统的“等级”结构和遥感图像的尺度

推绎问题，但在ＧＩＳ空间数据层次表达方面还鲜

有系统的研究。一些国外学者已将其应用于地理

空间划分、地理空间数据层次存储、表达和显示等

方面。例如，在地理空间的层次结构及其划分过

程方面，影响力最大的当属文献［５］中进行的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工作，完整地完成了对中心地

的等级和职能等零星研究的系统化与理论化，并

形成理论体系。在空间数据存储方面，文献［６］基

于层次思想发展了四叉树数据结构；文献［７］发展

了层次不规则三角网结构；文献［８］则提出了四元

三角格网结构。在空间数据显示方面，文献［９］提

出了“智能缩放”概念，并利用层次结构分层表达

和存储不同尺度地形图，以及显示不同详细程度

的空间实体。为了更好地发展层次理论在地理信

息科学中的应用，本文系统地探讨了层次方法在

ＧＩＳ空间表达中的应用。

１　犌犐犛空间数据表达的层次方法

层次方法已渗透于 ＧＩＳ领域的各个研究主

题，包括空间数据模型、空间数据组织、空间查询、

分析以及空间推理，甚至延伸于算法设计等。本

文主要从ＧＩＳ空间表达的角度，包括位置表达、

关系表达和语义表达，来探讨层次理论的应用。

１．１　空间位置的层次表达

１．１．１　基于格网的层次表达

综合信息元是地理信息系统空间数据采集、

存储、管理和进行空间模型分析的基本单元。针

对不同研究和应用目的，综合信息元具有相对稳

定的大小。不同空间尺度的综合信息元中起主导

作用的因子会有所变化，因此，通常需要根据不同

尺度对信息单元进行划分。在栅格数据结构中，

基于格网的层次划分多为四叉树结构［１］。图１即

为一个典型的四叉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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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于格网的层次表达

Ｆｉｇ．１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ｒｉｄｓ

图１（ｂ）中根节点犃对应于图１（ａ）中整个研

究区域，每个非叶节点都有４个子节点，叶节点无

子节点。非叶节点亦称为灰节点；叶节点中若无

数据，则称为白节点；有数据则称为黑节点。四叉

树是基于空间区域的均质性判别准则和递归分解

原理建立的，是一种层次型数据结构。同时，由图

１（ｂ）不难看出，从根节点开始，随着节点层次的

深入，对区域的划分也更细密、更精确。

１．１．２　基于空间实体的层次表达

基于空间实体的划分是一种自然划分，由此

形成的格网可称之为自然格网。进行层次划分的

空间实体主要包括水系（如河流）、交通（如道路）

等地形要素，不同层次划分单元的形成取决于不

同等级的地形要素［１０］。图２（ａ）中列出了４种等

级的道路，分别为街道、市内道路、环线和城际高

速，在图２（ｂ）～２（ｄ）中依次列出了不同等级形成

的自然格网。这种划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例

如，在空间目标查询时，可以根据这种划分建立层

次索引，以便快捷地定位所查找的空间目标。

图２　道路等级划分以及层次自然格网

Ｆｉｇ．２　Ｌｅｖｅ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Ｒｏａｄｓａｎｄ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ｒｉｄｓ

１．２　空间关系的层次表达

１．２．１　层次空间推理

层次空间推理实质上是一个利用层次方法将

任务或地理空间划分为更小的子任务或子空间的

推理过程。此过程中对问题空间进行的层次化划

分就是对问题相关知识的一种结构化组织方法。

该方法可有效剔除与问题不相关的因素，从而大

大地减小问题复杂度。正因为仅仅对与研究对象

相关的数据进行处理，所以在利用层次划分法对

问题求解时，有望获得更高的执行效率和更好的

经济效益。本文以两个面目标（记为犃 和犅）间

的拓扑关系推理为例，为了更快捷地判断它们的

关系，需要一个层次推理（决策），如图３。这种层

次推理过程既符合人的空间认知，又能满足实际

应用中对空间关系信息的不同需要。

１．２．２　层次空间查询

空间查询是ＧＩＳ系统的一个重要功能，可分

为位置查询、属性查询和空间关系查询。本文以

位置查询为例，分析空间查询的层次性。例如，外

国游客计划到现场观看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游泳比

图３　简单面目标间基本拓扑关系的层次推理

Ｆｉｇ．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ｏｆＢａｓｉｃ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ｉｍｐｌｅＡｒｅａＯｂｊｅｃｔｓ

赛，游泳比赛地点为“（中国北京朝阳区）国家游泳

中心”。这个查询过程将需要不同尺度的地图支

持，以获取不同详细程度的地理空间信息。如图

４，首先需要从世界地图上查找到“中国”（图

４（ａ）），然后从中国地图上查找到“北京”（图

４（ｂ）），进而在北京地图上查找到“朝阳区”（图

４（ｃ）），最后在朝阳区范围内搜索“国家游泳中心”

（图４（ｄ））。利用层次方法实现空间查询（亦称层次

空间查询）能避免很多不相关区域的搜索，从而可

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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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大提高查询速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空间关系的层次表

达中，划分的依据更多地偏向于各层次之间目标

的相互关系，如包含、隶属、等级。

图４　层次空间查询的一个实例

Ｆｉｇ．４　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Ｑｕｅｒｙ

１．３　语义的层次表达

地理空间数据的语义划分是以地理特征为基

本实体进行的［１１］。在不同应用中，采用的语义分

类体系可能不同［１２］。一般地，在大尺度研究区

域，地理实体语义的分类较为粗糙，而在小尺度研

究区域，地理实体语义的分类较为精细。基于地

理实体语义划分的层次结构表达的是一定地理空

间中不同地理特征之间、不同地理实体之间的继

承和包含关系。一般以一种具有较高级别或概括

意义的地理现象（如植被、道路等）为研究对象，用

具有较低层次、更为具体的地理特征或地理实体

来描述这一研究对象，所描述的是１∶狀的继承或

包含关系。根据层次分类依据可知，图５表达的

是一个综合层次。

由此可知，在对地理实体语义进行层次表达

时，划分的依据更多地倾向于地理特征或地理实

体属性之间的相同或相似性。

图５　实体语义的层次划分

Ｆｉｇ．５　Ｌｅｖｅ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Ｅｎｔｉｔｙ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２　犌犐犛空间数据层次表达的应用

２．１　层次空间数据模型的构建

从面向对象的角度来看，空间对象可以分为

点状、线状、面状和复杂对象４种
［１３］，空间对象模

型对这４种空间对象进行定义和描述。文献［１４］

以大学校区数字化管理为例，详细探讨了不同层

次的面状对象描述方法。本文在此基础上构建了

层次数据模型（如图６），进而实现对ＧＩＳ数据（包

括图形数据、属性数据）的层次管理。例如，图６

中在“市区”层构建了多个对象（记为犃、犅、犆…），

其中每个对象对应一个校区（如校区犆）；在“校

区”层，构建若干对象（记为犪、犫…），在这个层次

上每个对象对应一栋建筑楼（如建筑楼犫）；对于

“建筑楼”层，一栋建筑楼对应多个楼层（如４楼），

并且每个楼层中又构建多个对象，而每个对象对

应一个房间（如４０１）。

图６　层次数据模型的一个实例

Ｆｉｇ．６　ＡＣａｓｅｏｆ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

２．２　实　例

如图７，通过构建ＧＩＳ面状对象的层次数据

模型，实现了由整体到局部、由抽象到具体、由粗

糙到精细，层层深入地对预期目标进行管理，这也

很好地体现了层次理论的思想，从而有效地提高

了ＧＩＳ空间检索、空间查询以及空间分析的速度

和效率。

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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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ＧＩＳ空间对象的层次管理

Ｆｉｇ．７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ＧＩＳＳｐａｔ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ｓ

３　结　语

层次理论发展至今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

现已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物理、电子学、社会学

等诸多领域，并主要用来揭示和表达复杂系统（如

生态系统）的结构及其构成元素之间复杂的关系，

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问题的复杂度，有效地缩

短了系统处理时间。本文基于层次理论的核心思

想，探讨ＧＩＳ空间目标、位置、语义及其相互关系

的层次表达方法，这种表达方法可以很好地剔除

与研究目标明显不相关的区域，提高ＧＩＳ空间检

索、空间查询以及空间分析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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