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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空间中犌犐犛数据表达的生命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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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数据量节省和粒度精细为目标，提出了一个面向对象的多尺度概念模型———尺度空间中ＧＩＳ数据

表达的生命期模型。该模型认为，ＧＩＳ数据在其表达空间中不同的尺度点和尺度段上分别产生突变和缓变的

交替变化，其尺度变换过程可描述为三元组犜犻：＜［狊犻１，狊犻２］，犳犻，｛犵犻犼｝＞，其中 ［狊犻１，狊犻２］为尺度范围，犳犻为作用

于［狊犻１，狊犻２］的变换函数，｛犵犻犼｝为［狊犻１，狊犻２］尺度范围内的表达基态。则任意尺度点的表达可形式化地表达为：

犚狓＝犳犻（｛犵犻犼｝，狓），狓∈［狊犻１，狊犻２］。并总结了４种尺度变换模式：地图综合尺度变换、ＬＯＤ尺度变换、Ｍｏｒｐｈｉｎｇ

尺度变换和等价尺度变换。

关键词：多尺度表达；地图综合；空间数据模型；渐进式传输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空间数据多尺度表达是当前ＧＩＳ理论研究

和工程建设中的一个感兴趣课题，目前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多尺度数据模型的形式化描述、层次数

据结构的设计和实现、不同层次之间的链接和更

新触发机制以及不同表达版本的一致性维护等方

面［１］。在概念模型及形式化描述方面，Ｐｕｐｐｏ等

引入抽象胞腔复形（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ｅｌｌ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的概

念建立了多尺度表达模型的形式化描述［２］；基于

空间认知的整体－部分构建原理，Ｓｔｅｌｌ等从空间

和语义精度概念提出“层次地图空间（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ｍａｐｓｐａｃｅｓ）”的概念，并将其用于多尺度变换过

程（综合变换和类型转换）的形式化描述［３］；同样

是基于层次性原理，Ｔｉｍｐｆ提出了地图立方体模

型（ｍａｐｃｕｂｅｍｏｄｅｌ），区分了３种不同的层次结

构，即滤波层次、合并层次和综合层次［４］；Ｊｏｎｅｓ

等提出了一个基于知识推理（以知识或规则为基

础进行推理）的多尺度概念模型———ＧＥＯＤＹＳ

ＳＥＹ
［５］；Ｂａｌｌｅｙ等基于图章技术（ｓｔａｍｐｉｎｇ）扩展

了 ＭＡＤＳ模型，并提供两种方法将其用于多尺度

数据库的建立［６］。在逻辑数据结构研究方面，考

虑到空间数据多重表达之间固有的层次性，Ｏｏｓ

ｔｅｒｏｍ提出了ＧＡＰ和ＢＬＧ数据模型分别用于多

边形目标和线目标的层次化表达［７］；Ｔｉｍｐｆ研究

了剥皮树和四叉树的局限性，引入并改进了图论

中ＤＡＧ（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ａｃｙｃｌｉｃｇｒａｐｈ，有向非循环图）

结构，将其用于描述多尺度表达中目标状态可能

存在的出现／消失、合并／分裂等情况［８］；为避免多

版本存储所带来的数据冗余，Ｚｈｏｕ等引入了多尺

度几何体概念，将尺度和综合准则直接与每一坐

标点挂钩，实现了同一几何体导出多重表达［９１０］；

针对特定地理要素，如建筑物多边形，有关研究提

出了操作性较强的逻辑数据结构，Ｓｅｓｔｅｒ等基于

点的演变建立了建筑物目标多重表达的数据模

型［１１］，Ａｉ等则基于ＬＯＤ层次化思想，提出了凸

壳、矩形单元剖分后的变化累积模型，实现不同精

度下对建筑物多边形的拟合表达［１２］。

多尺度表达数据库的构建可以采用在线操作

与离线操作两种技术路线。在线式操作要求有高

效率的自动化地图综合技术支持，算法响应要快，

具有数据量小、尺度变化灵活、用户适应性强的特

点。而离线式操作将表达尺度预先订制好，实际

应用时只是数据读写操作，避免了实时尺度变换

从而保证操作响应快，但减少了数据的用户适应

性，增加了数据量。

本研究以尺度为主线，通过考察地理目标在

不同尺度的表达状态，分析由一种状态变换为另

一种状态的变换过程，决定离线操作与在线操作

的选择，建立了一种新的空间数据模型———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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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中ＧＩＳ数据表达的生命期模型。该模型认

为，在尺度空间中，空间数据具有的多态性表达构

成了其生命期，该生命期中数据表达区分为质变

（突变）与量变（缓变），数据模型中记录关键表达

和尺度变换函数，达到以较少数据量获得连续表

达的目的。

１　尺度空间的生命期模型

在地图表达空间中，每一个空间实体存在的

尺度范围都是有限的［１３］。以建筑物为例，在大比

例尺地图上通常以多边形的形式表达，在中比例

尺地图上以简化的矩形表达，在小比例尺地图上

则以点表达，在１∶２５万或更小比例尺地图上单

个的建筑物不再被表示（除非有特殊的意义）。空

间数据在尺度上展示出的不同形式的演变，就犹

如生命期的演变，与自然生命的成长类似（出生

婴儿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死亡），也与社会形态

的变化类似（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

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在此，我们借用生命

期的概念，认为尺度空间构成了ＧＩＳ数据表达的

生命期。

按照比例尺从大到小的演变顺序，构建尺度

的线性空间，该空间中实体目标被表达的序列表

征集∑

狊狀

狊
０

犚狊或连续的表达状态变化∫

狊
２

狊
１

犚狊 构成了

ＧＩＳ数据在其生命期的表达。其中，犚狊为尺度狊

处的表达，［狊０，狊狀］为生命期的范围。该生命期内

的表达具有如下特征。

１）生命期范围的有限性。空间数据只能在

一定尺度范围内被表达，即｜｜［狊０，狊狀］｜｜是确定

的。图１河流尺度表达示例中，尺度变换到狊５，便

不再在地图空间表达。

２）表达的多态性。不同尺度下有不同的形式

（但尺度的敏感性不一样），可找到多组犻∈ ［狊０，

狊狀］，犼∈［狊０，狊狀］，使得犚犻∈犚犼。在图１中，出现了

复杂的双线河流、边界简单的双线表达、复杂的中

轴线表达、简化的中线表达等多种形式。多态表达

“多”到什么程度可以用“粒度”来描述，作者前期研

究［１４］定义了要素级、目标级、几何特征级三个层次

的粒度表达，说明尺度变换的敏感性有差异。

３）质变量变交替性，即在某个尺度点产生表

达状态的突变，在相邻的下一个尺度段将产生连

续的缓慢变化。尺度变换的剧烈程度可以用变换

函数的一阶微分犱（犚）／犱（狊）来描述。图１中，在

［狊０，狊２］段为双线河表达的边界简化过程，为缓

变；在狊２处产生几何维数变换（ｃｏｌｌａｐｓｅ面变

线），可以认为是尺度变换的突变；在［狊２，狊４］段为

单线河表达的形状化简过程，为缓变；在狊４处发

生消失，可以认为是尺度变换的再一次突变。

４）粒度的层次性。尺度变化粒度犱（犚）／犱

（狊）有不同层次，粗粒度的变化通常由一系列精

细粒度的变化累积而成。

图１　河流表达的生命期示例

Ｆｉｇ．１　ＡＬｉｆｅｓｐａｎ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ｖｅ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根据前面讨论的在线式操作与离线式操作相

结合的思想，在生命期中，尺度狊犻处的表达可以是

预先存储好的数据版本，也可以通过尺度变换函

数临时导出。在生命期数据模型中，我们记录

ＧＩＳ数据表达的基态，同时记录尺度变换函数，运

用面向对象的思想将尺度变换操作与基态属性描

述进行集成封装。在现有地图综合技术条件下，

难以自动实现的或实现代价太高的表达，通过基

态显式存储，作为尺度空间中的关键性表达，在基

态表达上通过尺度变换函数导出其他非关键尺度

点上的表达。定义生命期内某目标表达的基态为

｛犵０，犵１，犵２，…，犵犻…｝，在其基础上定义三元组

形式的尺度变换犜犻（犻表示该生命期上尺度变换

的序列号，整个生命期内的尺度变换有多个）：

犜犻：＜犳犻，［狊犻１，狊犻２］，｛犵犻犼｝＞

式中，［狊犻１，狊犻２］∈ ［狊０，狊狀］为犜犻尺度变换的作用

域（狊犻１、狊犻２为两个关键尺度点）；｛犵犻犼｝为该作用域内

的表达基态；犳犻为作用于［狊犻１，狊犻２］的尺度变换函

数。

对象犗在表达生命期 ［狊０，狊狀］内，具有尺度

变换犜０，犜１，犜２，… ，犜犻，… ，犜犿，则该对象在任

意尺度狓（狓位于且仅位于生命期的某子集尺度

段内）下的表达为：

犚狓 ＝犳犻（｛犵犻犼｝，狓），狓∈ ［狊犻１，狊犻２］

　　用面向对象思想在实际系统中实现该模型，

达到可操作目标。构建以下３个对象：① 多尺度

表达对象；② 目标对象；③ 尺度变换对象。目标

对象主要记录基态、变换函数等描述信息，尺度变

换对象主要记录操作过程，两者集成后得到多尺

度表达对象。多尺度表达类在目标类和尺度变换

类基础上定义，３者的数据结构定义如下：

８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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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ｐｅｄｅ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ｒ／ 尺度变换ｃｌａｓｓ

　｛ｉｎｔ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ｉｎｄｅｘ／ 基态代码

ｉ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函数代码

ｃｈａ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ｙｐｅ／ 函数类型

Ｌｏｎｇｆｒｏｍ＿ｓｃａｌｅ／ 起始比例尺

Ｌｏｎｇｔｏ＿ｓｃａｌｅ／ 终止比例尺 ｝

Ｔｅｐｅｄｅｆ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Ｏｂｊ＿ｓｔｒ／ 目标对象ｃｌａｓｓ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Ｔｙｐｅ犵；／ 基态

ｃｈａ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ｙｐｅ／ 函数类型

ｃｈａｒ［２０］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ｘｅ／ 函数名称 ｝

Ｔｅｐｅｄｅ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ｒ／ 多尺度表达ｃｌａｓｓ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Ｏｂｊ＿ｓｔｒｏ／ 目标对象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ｒ狋／ 具有的尺度变换序列

Ｌｏｎｇ狊０／ 生命期起点

Ｌｏｎｇ狊１／ 生命期终点 ｝

该模型将离线式地图综合结果以基态形式存

储，将尺度变换函数以在线式综合操作形式封装

到模型中，应用时可实时导出新尺度表达。若尺

度变换在线操作的自动化程度高，则存储的基态

少，在较宽的尺度范围内可以通过函数导出新表

达；反之，则要存储较多的基态，将尺度空间划分多

段，分别由多个不同的尺度变换函数导出不同区间

上的新表达。

２　４种尺度变换

尺度变换函数犳犻是建立ＧＩＳ数据生命期模

型的关键，该变换函数与地图综合中的综合算子

有关。随着计算机图形学、动画技术在地图数据

处理中的应用，空间数据尺度变换的方法有新的

扩展，本文通过分析总结出传统的地图综合变换、

渐进式细节递增ＬＯＤ变换、图形融合内插变换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和 图形等价变换，４种尺度变换用于生

命期模型的建立。

２．１　传统地图综合尺度变换

传统的地图综合变换，其函数的输入为大比

例尺下的详细表达，输出为小比例尺下的简单表

达，控制因子为尺度。基于该变换的生命期模

型，其基态为具有复杂几何表达（详细表达）形式

的实体目标，其操作为与综合算子（如化简、收缩、

合并、删除等）对应的几何变换函数，表示为犚狊＝

犌（犵０，狊），模型的实现方式为在线式，尺度变化范

围为半开区间，即从基态对应的大比例尺开始向

小比例尺方向发展。传统地图综合变换函数的直

接控制因子是几何特征参量，如长度、面积、间距、

弯曲大小等，但这些参量可以与尺度建立对应关

系。

传统的地图综合变换有不同尺度敏感性，可

分为尺度区间变换和尺度点变换。例如，曲线化

简（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可以在不同几何特征参量控制

下，获得表达状态连续的动态变化；而几何维数变

换（ｃｏｌｌａｐｓｅ）、删除（ｒｅｍｏｖｅ）、典型化（ｔｙｐ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聚合（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属性重分类（ｒ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等，是在某个尺度点狊上发生突变，而以后

狊＋Δ狊尺度范围内并没有反映，是离散的跳跃变

化。图２是建筑物多边形群聚合的尺度变换的示

例，即为离散式的跳跃变化。

图２　传统地图综合实现尺度变换示例，建筑物

多边形的聚类与典型化

Ｆｉｇ．２　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Ｓｃａｌ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ｕｉｌｄｕｐ

Ａｒｅａｂｙ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２　犔犗犇尺度变换

在ＬＯＤ可视化技术中，剖分细节的递增对

应着表达分辨率的增加，与尺度变化有关，ＬＯＤ

变化也可看作是一种尺度变换。这里我们将

ＬＯＤ变换引入到生命期模型中，看作是一种新的

尺度变换操作，该操作可表示为犚狊＝犔（犵０，狊）＝

犵０＋∑Δ犚犻，其中犵０为基态表达，Δ犚犻为剖分的

细节层次，犔为ＬＯＤ尺度变换函数。该模型的实

现方式是在离线环境下将地理目标剖分为一系列

结构简单的几何形体，在在线式环境下读取这些

几何体作简单的集合运算，可看作是剖分的逆过

程，逐渐还原高精度的真实表达。

图３　剖分矩形的ＬＯＤ累积实现建筑物

多边形尺度变换

Ｆｉｇ．３　Ｓｃａｌ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Ｐｏｌｙｇｏｎｂｙ

ＬＯＤ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ｅｄＭＢＲｓ

该模型下的基态并不对应目标某尺度下的完

整表达，基态的数量较多，但结构简单。该模型尺

度变换的控制因子对应为剖分细节增加／减少的

次数，其尺度变换是离散的，但是当剖分细节足够

精细时，尺度变换趋向连续式，视觉上获得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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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演化过程。作者前期研究曾经建立了不规则

多边形的凸壳层次化剖分和建筑物多边形的矩形

层次化剖分模型［１２］，在初始表达上通过凸壳、

ＭＢＲ矩形的增加／减少获得不同尺度下多边形目

标的拟合表达，可认为是ＬＯＤ尺度变换的一个

典型的应用例子。图３为剖分矩形 ＭＢＲ逐渐累

积实现尺度变换的过程。

ＬＯＤ尺度变换在生命期模型的应用，其尺度

变化范围十分有限，一般只用于独立目标的形态

从复杂到简单的表达，目标复合产生的大跨度尺

度变换难以胜任。

２．３　犕狅狉狆犺犻狀犵尺度变换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是计算机图形学中几何形状的融合

技术，将输入的两个确定的形体通过融合内插得到

新的几何形体，调节两个输入形体的各自控制作用

权重，得到不同的输出几何形体。该技术广泛用于

计算机动画、形体演变、电影特技等领域。

这里，将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引入到 ＧＩＳ数据的尺度

变换，将输入的两个几何形体分别设定为尺度空

间上的两个不同尺度点上的表达（尺度点的距离

可以相差较远），通过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变换而得到中间

尺度的表达。变换函数可表示为犚狊＝犕（犵０，犵１，

狊），其中，犵０、犵１别为两个尺度下的表达基态，犕 为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变换函数。图４为曲线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变

换的示例，在尺度狊１和狊２控制下，给出［狊１，狊２］间的

任意一个尺度狊∈［狊１，狊２］可内插变换后输出对

应的表达。该模型的实现方式为在线式变换输出

中间尺度的任意表达，两个基态是关键尺度点上

的表达，模型的尺度作用域为两个关键尺度决定

的尺度闭区间。由于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变换为连续函

数，该尺度变换是连续的。

图４　两端关键尺度控制下的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

变换实现曲线的化简

Ｆｉｇ．４　ＣｕｒｖｅＳｃａｌ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ｙＭｏｒｐｈ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ｂｙＴｗｏＫｅｙＳｃａｌ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尺度变换中的尺度控制作用由尺度

点距初始尺度或终止尺度的距离远近决定，通常将

其归一化后变为［０，１］。该模型下输出的新尺度表

达受两端基态表达的控制而内插出中间表达，与传

统地图综合技术只受一端控制的尺度变换相比，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变换效果要好。

该尺度变换取决于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变换函数，输入

的两个基态不能是任意的，不能跨越尺度太大，两

个表达要有一定的相似性，如几何维数要相同（将

多边形形式的双线河表达与中轴线形式的单线河

表达作为输入，很难内插出中间尺度的表达）。

２．４　等价尺度变换

等价尺度变换表示为犚狊＝犈（犵０，狊）＝犵０，

其中犈为等价尺度变换函数，犵０为基态。

在线式运行环境下，该变换对尺度表达没有

什么贡献作用，真正的尺度变换是在离线式环境

下通过其他变换操作得到的不同尺度表达结果序

列，即表达基态，该结果按尺度系列顺序存储供等

价尺度变换调用。等价尺度变换的基态数量多，

每个基态对应一段尺度范围内的表达，因此该变

换是离散的，当尺度演变到下一个尺度段时输出

对应的新基态，是跳跃变化。在线环境下，由于等

价变换没有几何变换函数运行，在时间花费上代

价最低，可实时输出。但不足之处在于过多的基

态显式存储使得服务器端数据量大，离线式环境

下的尺度变换工作量大。

既然等价尺度变换并不是真正的尺度变换，

为什么还要列出来？这是因为，该方式的尺度变

换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为了尺度变换模式总结的

完备性，以“等价”命名将其列出来。

３　生命期模型的建立与应用

生命期模型的显著特征是将尺度变换操作嵌

入到数据表达中，使得该模型可动态地导出多种

尺度下数据表达形式。在建立该模型时需要解决

以下３个问题：①ＧＩＳ数据可供表达的尺度范围

是什么；② 在整个表达尺度内可剖分为几个尺度

阶段；③ 每阶段的尺度变换函数、基态如何定义。

在常规的ＧＩＳ数据基础上建立其生命期模型，需

要通过预处理对数据进行尺度分析，得到这３个

问题的答案后，在ＯＯ模型中集成组织为新型的

数据模型。

空间数据在尺度域上发生表达形式的更替是

由分辨率决定的，包括ＤＬＭ 模型的表达分辨率

和ＤＣＭ 模型的视觉分辨率。例如，对一定比例

尺下图形，当多边形边界间的间距小于０．４ｍｍ

时难以分辨，从而双线河要变为单线河表达，建筑

物间间距小于０．２ｍｍ（１∶５万地形图缩编规范）

时需要合并或移位。在一定的语义分辨率下也可

能存在语义的归并，例如高分辨率下的果园、茶园

变为低分辨率下的园地。因此建立尺度空间生命

期模型时，可通过最小分辨的几何图形参量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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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尺变量的关系计算，以决定在何处其表达要发

生变化，进一步判断变为何种几何形式，对于语义

层次的抽象可通过语义粒度（层次）与比例尺变量

的关系的计算来完成。若几何形式或语义层次差

异大（如维数改变），则需要突变性质的离散式尺

度变换，否则为缓变性质的连续式尺度变换。与

空间分辨率相关的几何图形参量包括长度、面积、

间距、定位偏移量等。

模型建立的具体实施与地图综合的决策判断

过程对应，只不过它不把综合结果输出来，而是将

“何时何目标变为何种表达”的信息通过尺度变换

函数和基态记录到数据表达模型中。决策过程简

单的可自动由算法完成，例如河流的尺度变换及

其生命期模型建立，通过３个分辨率参量———曲

线上最小弯曲大小、边界最小间距、最小河流长

度，自动判读出在什么尺度区间上发生多边形边

界化简的变换、在什么尺度点上发生中轴化变化、

在什么尺度区间发生曲线化简变换、在什么尺度

点消失，我们把这种尺度空间的变换行为称为“尺

度事件”。对于需要考虑多种因素的复杂尺度变

换决策过程（地图综合不是通过几个分辨率几何

参量就可简单决策的），即目前技术条件下难以自

动判断还需要人工干预的尺度事件，则在交互式

操作环境中，将人的尺度事件决策信息记录到数

据表达模型中。

基于以上思想，作者在其自行研制的地图综

合软件 ＤｏＭａｐ平台上开发了尺度事件生成模

块，实现本文§１讨论的３个对象类的数据组织。

限于篇幅本文不能深入讨论，只以实例说明。

图５的河流表达生命期模型中圈出了３个目

标例子犃、犅、犆，对于线状目标犃，划分了３个尺

度事件：从犃１到犃５是在曲线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变换控制

下的尺度变换，从犃５到犃６是在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ｕｃｋｅｒ

算法控制下的尺度变换，犃６以后消失结束其生命

期。生命期模型对这条河的表达便有两个基态

犃１和犃５、３个尺度变换过程：犜１：＜［狊１，狊５］，Ｍｏｒ

ｐｈｉｎｇ，｛犃１，犃５｝＞，犜２：＜ ［狊５，狊６］，ＤＰ，｛犃５｝

＞，犜３：＜ ［狊６，０］，Ｄｅｌｅｔｅ，｛犃６｝＞，其中，犃６是在

犜２过程中实时派生出来的，在数据库中不显式存

储。对于双线河流犅（为河系的主河流），从犅１到

犅５是基于多边形边界化简算法的尺度变换，从犅５

到犅６是多边形中轴化的尺度变换，从犅６到犅７为

曲线化简尺度变换，犅７以后消失结束其生命期。

模型中记录两个基态，即初始表达犅１和中轴化结

果犅６，记录４个尺度变换函数：犜１：＜［狊１，狊５］，

ＰｏｌｙＳｉｍｐｌｉｆｙ，｛犅１｝＞，犜２：＜ ［狊５，狊６］，Ｓｋｅｌｅｔｏｎ，

｛犅５｝＞，犜３：＜ ［狊６，狊７］，ＬｉｎｅＳｉｍｐｌｉｆｙ，｛犅６｝＞，

犜４：＜［狊７，０］，Ｄｅｌｅｔｅ，｛犅７｝＞，这里对变换函数

进行了复合，在化简多边形边界的基础上再施行

中轴化变换，该尺度事件的生成通过交互式判断，

由人决策在狊６处发生中轴化变化，进一步在中轴

化的基础上进行曲线化简，直至消失，犅５、犅７在数

据库中都不显示存储。对于河流犆，由于长度比

较短，其生命期也比较短，从犆１到犆２作曲线化简

操作，之后便消失，模型记录一个基态犆１和两个

函数过程：犜１：＜［狊１，狊２］，ＬｉｎｅＳｉｍｐｌｉｆｙ，｛犆１｝＞，

犜２：＜ ［狊２，０］，Ｄｅｌｅｔｅ，｛犆２｝＞，犆２由犜１实时派

生，在数据库中不显示存储。

图５　河系网数据尺度空间生命期模型示例，

三条河流犃、犅、犆具有不同生命期表达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Ｌｉｆｅｓｐａ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Ｒｉｖ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ｃａｌｅＳｐａｃｅ

传统的地形图和基础空间数据库采用序列比

例尺表达，我国采用了１∶１万、１∶２．５万、１∶５

万、１∶１０万、１∶２５万、１∶５０万和１∶１００万７

个比例尺，分析同一地区的不同比例尺表达会发

现，有些目标在相邻比例尺图上几乎没有什么变

化或很少变化（大的河流、高等级的道路等）。这

说明从尺度表达需要看，以上的比例尺划分点对

某些数据表达是没有必要的，而对有些则又显得

间距太大。本研究提出的生命期模型则是从实际

尺度表达需要出发，为每一个目标量身定制一套

比例尺划分，不要求一刀切。当然这种策略要复

杂得多，比例尺划分点是任意数值，还有许多技术

问题要解决。

４　结　语

本研究从数据组织角度，将尺度变换操作嵌

入到数据模型中，通过面向对象技术建立了ＧＩＳ

数据的生命期模型，可在其表达尺度范围内提供

不同形式的表达，导出动态的数据流，达到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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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变“活”的目的。该模型对多尺度表达技术有

以下３点贡献作用。

１）降低数据量。目前普遍采用的多版本存

储通过金字塔结构实现的多尺度表达，具有数据

量大的弊端，本研究基于有限的基态由尺度变换

函数实时导出任意的表达，大大减少了数据量。

２）将在线、离线操作集成，适宜网络环境应

用。两种操作的集成采取了现实的策略，即综合自

动化高、实时响应、综合质量好的尺度变换由在线

操作承担，否则由离线操作后将结果通过基态记录

到生命期模型中。该策略可随时将综合研究的新

成果追加到模型中，逐渐增加在线式操作分量而减

少离线式操作分量，直至最后达到全自动化。

３）可输出近似连续的数据表达。４种尺度

变换函数都是基于尺度参量在保证尺度变化一定

灵敏度前提下的尺度表达，在可视化中可达到近

似动画的效果。目前一些ＧＩＳ可视化软件也开

始关注尺度依赖问题，如 ＡｒｃＭａｐ就对数据规定

了显示资格比例尺，即达到一定比例尺才能显示。

该方法只划分了出现／不出现两种显示状态，出现

后没有进一步展示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生

命期模型通过各种尺度变换函数使得数据“诞生”

后还能继续展示不同姿态。

对于生命期模型的后续工作，一是针对实际

的各种不同的ＧＩＳ数据，寻找适宜的尺度变换函

数，达到高效益的尺度剖分；二是将其应用到实际

网络数据的渐进式传输与可视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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