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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区生成的游程刷叠置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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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游程编码技术和栅格叠置思想的缓冲区生成算法，其基本思路为：用一个宽度等于缓

冲距离的“刷子”沿缓冲目标进行跟踪标描，标记穿越栅格并进行动态叠置，得到栅格形式的缓冲区，然后进行

结果矢量化。以线状目标集为例进行了测试和分析，结果表明，该算法在时间复杂度、空间复杂度、计算精度

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是一个较为实用的缓冲区生成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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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缓冲区分析是ＧＩＳ空间分析的核心功能之

一，自动构建缓冲区也因此得到广泛研究，先后建

立了１０多种平面缓冲区生成算法
［１８］，主要有栅

格和矢量两种类型。栅格型算法受物理内存大小

的制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计算精度；矢量算法

通常包含曲线求交、弧段切割重组、包含关系判

定、多边形所属弧段搜索等过程，算法实现较为复

杂，时间复杂度往往与数据量呈非线性关系。本

文借鉴栅格数据压缩的思想，对基于栅格的运算

进行“压缩”，设计了一种基于游程运算和栅格叠

置思想的缓冲区生成算法，以期提高算法的综合

性能。

１　算法原理

缓冲区生成通常针对点、线和面３类空间要

素进行，为便于叙述，本文仅以线状目标为例进行

说明。考察在纸张上手工绘制弧缓冲区的过程，

一种较直观的做法是：针对每条弧段，选择一只特

定粗细的圆形刷子沿弧段跟踪描绘一遍，刷子半

径等于预定的缓冲距离。若以较小的时间间隔作

瞬间拍照，则绘制过程也可理解为：从弧段起点开

始，以较小的步长进行弧段追踪，追踪过程中以以

当前位置为圆心、缓冲距离为半径的圆作“盖章”

动作。不难根据该过程设计出一种基于栅格的

“刷算法”，其步骤包括：① 建立一个能覆盖绘图

区的二值栅格数据场，以０、１表示落在缓冲区外

部、内部的栅格，各栅格初值均为０；② 逐条弧段

栅格化，其间每获得一个栅格，就以以该栅格为中

心、缓冲距离为半径的圆在栅格场上“盖章”，即设

置圆域内栅格的属性值为１；③ 提取数值为１的

栅格，通过矢量化获得结果缓冲区。

在上述基于栅格的“刷算法”中，由于对相邻

或相近栅格进行“盖章”时重叠较多，影响计算效

率。一种可行的改进方法是，对构成弧的结点，仍

采用圆形刷进行计算，而在线段部分则改用矩形

刷。这些圆形和矩形就是建立缓冲区的基本图形

单元，简称基元。以矩形基元为例，检索其中的栅

格可按下述逐行扫描法完成。如图１，矩形基元

犘ｂｏｔｔｏｍ犘ｌｅｆｔ犘ｔｏｐ犘ｒｉｇｈｔ在栅格场上跨越多行（犔ｍｉｎ～

犔ｍａｘ），对任一跨越行犔，其中心线与矩形边界有２

个交点犙ｌｅｆｔ、犙ｒｉｇｈｔ，交点之间的栅格就是该行上需

检索出的栅格，它们位于缓冲区内。

图１　逐行扫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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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栅格算法采用直接栅格编码并以二维

数组存储数据，计算精度一定程度上受到内存限

制，也影响到计算效率。注意到构成缓冲区的栅

格是成片分布的，且属性值相同，不妨尝试应用游

程编码，它逐行地记录游程长度单元，其数据操作

方式与逐行扫描法具有相似性。缓冲区生成中要

记录的是缓冲区内的栅格，采用游程编码时，游程

单元是最基本的数据组织单元，它代表同一行内

属性值相同的若干连续栅格；一行往往有多个游

程单元，可存储为数组或指针形式，可称之为行游

程集，全部行游程集构成了完整的栅格数据。

基于游程编码的刷算法，本文称之为游程刷

叠置算法，简称为 ＲＬＥＢ算法，其主要步骤为：

① 建立一个游程编码形式的、用以表示缓冲区范

围的栅格场，每个行游程集的初值均为空；②逐弧

段进行缓冲区计算，可理解为游程单元的检索过

程。对一条弧段而言，针对各构成结点和线段逐

个建立缓冲区基元（圆形或矩形），每得到一个基

元，就立即将基元所代表的空间分解为若干游程

单元，并将游程单元添加到对应扫描行的游程集

中；③ 完成所有弧段的计算后，得到游程栅格形

式的结果缓冲区，对其进行矢量化。

２　算法实现

２．１　数据结构

游程单元代表一个矩形区域，常用｛起始列，

终止列，＜属性值＞｝形式来表示。本文在设计数

据结构时采用的方案为：① 实值边界。ＲＬＥＢ算

法中，游程单元的起止点是行中心线和基元边界

的交点，所求交点的坐标为实型，将其横坐标狓

换算为栅格空间的列序号时，不必降低精度存储

为整型。② 游程排序。算法中需要频繁进行游

程单元和行游程集的运算，如游程单元的插入、删

除、合并、分裂，这类操作要顾及各游程单元的位

置，不同于普通的代数集合运算。为便于进行定

位检索，本文对行游程集中的游程单元依据其坐

标进行了排序。③ 链表结构。若采用数组方式

记录行游程集，进行游程单元的插入或删除时，往

往要移动数组元素来腾出空间或填补空缺，这会

影响计算效率。链表结构可较好地克服这一缺

点，在每个游程单元中设置指向邻居的指针，同一

行的游程单元通过指针依次串联起来。

２．２　游程单元的运算

向行游程集添加单元，这是本文算法中频繁

调用的过程之一，可称之为游程并运算；相反地，

从行游程集中减去一个游程单元，可称为差运算。

设行游程集犃由狀个游程单元｛犪犻｜犻＝１，２，

…，狀｝构成，总计２狀个端点，将该行所代表的空间

划分为２狀＋１段，其中序号为偶数的段为游程单

元占据的空间，而奇数段是游程单元间的空隙。

采用折半查找法可较快地找到参与运算的游程单

元犪在该行的位置，设犪的两个端点分别落在２狀

＋１段中的第犽１和犽２段（犽１≤犽２）。分析犪与行游

程集犃 的空间关系，可将其分为９种情况，表１

总结了各类情形中进行游程并、差运算的具体操

作。

２．３　面的矢栅转换

在缓冲区生成的实际应用中，有时要进行面

的并或差运算。例如，建立一条河流５～１０ｋｍ

范围内的缓冲区时，可分别以５ｋｍ和１０ｋｍ为

缓冲距离生成缓冲区，并对两次计算结果作差运

算。借助游程单元的并、差运算不难实现面的运

算，前提是先将参与计算的面转换为游程栅格数

据。面的游程栅格化和基于游程栅格数据的边界

矢量化相对较简单，目前已有较成熟的计算方

法［９］。游程栅格数据经矢量化后，获得一个由若

干闭合曲线构成的缓冲区边界曲线集合，它们是

进行缓冲区实体化的基础，通过判定这些闭合曲

线间的嵌套包含关系，即可完成面的构建，其实现

方法可参阅文献［１０］。

线状目标的对称缓冲区生成也是建立其他类

型缓冲区的基础。参考上述步骤，并借助游程单

元的并、差运算等关键功能，不难设计出不对称缓

冲区、面缓冲区的构建方法。

３　测试与分析

为评价ＲＬＥＢ算法的性能，分别从数据处理

能力、计算精度、空间复杂性等方面进行了测试与

分析。测试计算机的配置为：奔腾ＩＶ１．８６Ｇ

ＣＰＵ，１．０ＧＢ 内存，操作系统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为测试算法的数据处理能力，本文以图２所

示的水系图为实验数据构建缓冲区。该图包含

７６５３３条弧，９６０９８１个坐标点，图幅范围为

７３．５５７７０１≤狓≤１３４．７７３９２６，２０．００００００≤狔≤

５３．５６０８５６。图３为某结果缓冲区（局部）的图

形，它是由１３９３９条闭合弧段围成３７４１个面，其

中最复杂的３个面分别有５７９９、１６５１、９１９个

“孔”。

　　ＲＬＥＢ算法的精度经实验证明是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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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情形中游程单元的并、差运算

Ｔａｂ．１　ＯＲａｎｄＮＯ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ＲｕｎＬｅｎｇｔｈＵｎｉｔ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情形 判定条件 并运算 差运算

１ 狀＝０ 行游程集犃为空，直接创建新游程单元犪

２ 狀≥１，犽１＝犽２＝１ 插入游程单元犪到犃 最前面

３ 狀≥１，犽１＝犽２＝２狀＋１ 添加游程单元犪到犃 的末尾

４
狀≥１，犽１＝犽２
均为其他奇数

在序号为（犽１－１）／２与（犽１＋１）／２的两个游程单元

之间插入犪

５
狀≥１，

犽１＝犽２均为偶数

重设犽１所在游程单元（序号为犽１／２）的终止点为

犪的起始点；

建立新游程犫，其起始点为犪的终止点，终止点为

犽１所在游程单元（序号为犽１／２）的终止点；

在犃中序号为犽１／２的游程单元后插入犫

６

狀≥１，犽１＜犽２

犽１为奇数

犽２为奇数

删除犃中序号为（犽１＋１）／２～（犽２－１）／２之间的游

程单元；

在犃中序号为（犽１－１）／２的游程单元后插入犪

删除犃中序号为（犽１＋１）／２～（犽２－１）／２之间的

游程单元

７

狀≥１，犽１＜犽２

犽１为奇数

犽２为偶数

删除犃 中序号为（犽１＋１）／２～犽２／２之间的游程单

元；

重设犪的终止点为犽２所在游程单元（序号为犽２／２）

的终止点；

在犃中序号为（犽１－１）／２的游程单元后插入犪

删除犃 中序号为（犽１＋１）／２～犽２／２之间的游程

单元；

建立新游程单元犫，其起始点为犪的终止点，终止

点为犽２所在游程单元（序号为犽２／２）的终止点；

在犃中序号（犽１－１）／２的游程单元后插入犫

８

狀≥１，犽１＜犽２

犽１为偶数

犽２为奇数

删除犃中序号为犽１／２～（犽２－１）／２之间的游程单

元；

重设犪的起始点为犽１所在游程单元（序号为犽１／２）

的起始点；

在犃中序号为犽１／２－１的游程单元后插入犪

删除犃 中序号为（犽１＋１）／２～犽２／２之间的游程

单元；

建立新游程单元犫，其起始点为犽１所在游程单元

（序号为犽１／２）的起始点，终止点为犪的终止点；

在犃中序号犽１／２－１的游程单元后插入犫

９

狀≥１，犽１＜犽２

犽１为偶数

犽２为偶数

删除犃中序号为犽１／２～犽２／２之间的游程单元；

重设犪的起始点为犽１所在游程（序号犽１／２）的起始

点，终止点为犽２所在游程（序号犽２／２）的终止点；

在犃中序号犽１／２－１的游程后插入游程犪

删除犃中序号为犽１／２＋１～犽２／２－１之间的游

程单元；

重设犽１所在游程单元（序号为犽１／２）的终止点为

犪的起始点；

重设犽２所在游程单元（序号为犽２／２）的起始点为

犪的终止点

图２　测试图件

Ｆｉｇ．２　ＴｅｓｔＰａｔｔｅｒｎ

图４为较高精度缓冲区生成的实验结果图，图幅

大小２４．３８×１７．２８，缓冲距离０．０１（图幅长度的

１／２４３８），计算区域划分为１００万行时，与理论结

果相比，其最大相对误差为０．１７％。再来看该算

法的空间存储需求。根据目标集的复杂度、栅格

数据的总行数，不难估计出ＲＬＥＢ算法中游程栅

格数据的数据量，以行均游程数２０、计算区域划

分２０万行为例，其总数据量为２０×２０万×１２字

节≈４８Ｍ。

图３　缓冲区结果的局部形态

Ｆｉｇ．３　ＬｏｃａｌＳｈａｐｅｏｆｔｈｅＢｕｆｆ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图４　较高精度的缓冲区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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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本文设计了一个基于游程栅格的刷算法，该

算法目前已应用于空间数据引擎产品中，其主要

思想是以游程编码形式压缩栅格数据，以游程加、

减等空间操作实现栅格数据的属性运算。测试与

分析表明，本文提出的ＲＬＥＢ算法能进行较大数

据量的缓冲区生成，也具有较高的计算效率。在

计算精度方面，由于可建立较大的栅格数据场（数

１０万行／列以上），缓冲区结果精度较高；同时，由

于缓冲区边界仅由直线段和圆弧段构成，通过事

后的圆弧拟合，可进一步逼近理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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