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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高效的磁盘、内存、显存三级数据存储粒度与结构一致的数据组织方法。首先，根据城市

空间对象数据内容，建立层次嵌套、多类型混合的空间索引结构，以空间索引节点统一磁盘存储、内存场景管

理与绘制缓存的基本操作单元；其次，以绘制缓存对象的紧凑存储结构为基础，统一内存场景管理对象与磁盘

存储对象的数据块结构，并将数据布局方法扩展到对象粒度进行磁盘存储组织。实验结果表明，所提方法大

幅度减少了Ｉ／Ｏ次数，提高了数据调度效率，为大规模三维城市模型的实时绘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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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三维城市模型数据量呈现出几何级数增

长的趋势，大规模数据的存储与管理方法成为近

期研究焦点。已有研究多集中于解决大数据量从

慢速的硬盘到高速的内存、显存间的传输瓶颈［１］，

所提出的方法可以分为两类：减少磁盘访问数量

的外核技术［２］和考虑特定磁盘访问模式的数据布

局技术［３６］。现有的数据布局技术只是针对几何

图元一级数据的存储与组织，并没有考虑在此粒

度下纹理存储与组织方法的巨大差异。因此，在

对象数量众多、个体差异大、几何复杂、纹理多样

的三维城市模型进行组织与存储时，由于不同存

储层次中数据表达粒度不一致，内存管理中的对

象将被分裂到多个磁盘存储对象中，一个绘制对

象也分属于多个内存管理对象。磁盘存储对象、

内存管理对象及绘制缓存对象的数据组织粒度不

一致，导致单一数据请求需要多个磁盘读取Ｉ／Ｏ

操作才能完成。这将导致较多的磁盘Ｉ／Ｏ，花费

较长Ｉ／Ｏ的寻址时间，读取和传输并不需要的

数据。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根据现有计算机系统的

存储结构模型，建立了磁盘存储对象、内存数据管

理对象与绘制缓存对象数据粒度与存储结构一致

的几何与纹理数据组织方法，并结合磁盘存储中

基于对象粒度的布局技术，减少数据获取过程中

的磁盘Ｉ／Ｏ次数以及Ｉ／Ｏ的寻址时间。

１　粒度统一的多级存储数据组织方

法

　　现有的三维ＧＩＳ软件及应用中，系统注重表

达城市中的每一个实体对象，在内存管理中用面

向对象的模型来表达，在绘制缓存中使用基于面

的粒度，而在磁盘存储中将整个工程数据存储为

一个或少数文件。针对三维城市模型的构成特

点，本文建立了一个多层次、混合空间索引结构，

以空间索引的节点单元来构建磁盘存储对象、内存

管理对象与绘制缓存对象的统一粒度大小，并使用

基于对象粒度的磁盘数据布局方法存储数据。

１．１　多层次混合空间索引

三维城市模型中数据量大、关系复杂，其数据

特点表现为：空间数据分布不均衡，局部稀密程度

不一，单位空间体块中模型属性不唯一；模型的几

何与纹理表达中，几何拓扑关系复杂，纹理数量、

类型过多等。本文将城市空间中的数据内容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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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大类：地形数据、数字正射影像图数据、建筑模

型数据、道路网络数据、地质数据、管线数据以及

其他设施模型数据。

数以１０万计的城市模型对象在整个城市范

围内的数据分布，从宏观上看，可以认为对象散列

在城市的平面上；而在不同局部范围内，对象密集

分布且空间位置关系复杂，不同类型的数据分布

差异大。地形、正射影像图等数据呈现平面分布

特点，而地质、建筑模型等以单个实体表达的数据

则呈现局部聚集特点。因此，对整个大范围城市

空间中的多种地物，难以用单一的空间索引结构

来检索所有类型的数据。本文首先对不同数据内

容的空间索引进行层次组合，然后使用空间索引

叶节点表达内存管理单元，进而统一绘制缓存对

象与磁盘存储对象。

索引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格网索引，

针对城市空间范围建立大的分区格网。格网的大

小根据城市的范围而定。第二个层次根据三维城

市模型对象的数据内容而定：对于地形、正射影像

图采用四叉树索引组织，并依此建立层次多分辨

率表达；管线模型以及道路网络模型使用格网索

引；建筑模型以及其他设施模型等个体对象，计算

其对象的包围盒范围，构建ＬＯＤＲ树空间索引

结构［５］；而地质体模型则采用八叉树进行组织。

１．２　基于多层次空间索引的数据粒度统一

本文采用内存映射文件存储几何与纹理数

据。存储组织依据空间索引组织进行，索引单元

内地物模型数据对应３个内存映射文件，即空间

索引映射文件，存储格网单元中不同地类所建立

的空间索引及其对象关联信息；几何数据映射文

件，存储索引单元内所有几何对象，包括ＬＯＤ数

据；纹理数据映射文件，存储单元中所用到的纹理

贴图。对于几何数据文件与纹理数据文件，内存

映射文件的存储组织中使用类型分段、节点分块、

对象分项建立３个基本存储粒度单元。

类型分段：几何数据文件与纹理数据文件组

织依其所对应的空间索引结构进行分段，即同一

个空间索引结构的所有地物数据存储在同一个分

段中。

节点分块：存储映射文件中，一个段对应着一

个空间索引结构，段内数据组织则根据此空间索

引的节点进行分块，一个空间索引节点对应一个

存储数据块结构。在数据块内，依据数据类型进

行聚合，将同一地物类的数据顺序存储。

对象分项：存储数据块中，最小组织单元为数

据项，对应内存管理中一个地物对象，以及空间索

引结构中的一个叶节点。内存管理对象中的每一

个地物对象，通过计算其包围盒结构，并根据地物

类插入到相应的空间索引结构，表达为空间索引

树结构的一个叶节点。从而建立起磁盘存储数据

对象、内存管理对象与绘制缓存对象的对象一级

粒度对应关系。

２　结构统一的存储方法

统一磁盘存储对象、内存管理对象以及绘制

缓存对象的粒度，可以建立起三者之间操作单元

的对应关系，从应用端出发，可以得到最小的不同

级存储设备间的数据交换次数。然而，不论是在

磁盘、内存还是显卡缓存中，数据都是以一维的线

性数据序列进行表达。若不考虑结构的统一，数

据从磁盘取出后，进入内存管理时，需要进行线性

序列的变化，以达到内存管理所需要的模式；从内

存传输到绘制缓存时，需要将内存的对象模型转

换为绘制的顶点数组或显示列表，以达到最终为

绘制所接收的内容。

磁盘的存储中，首先需要建立与内存及绘制

缓存在不同粒度模式下相匹配的文件组织与存储

方式，达到以最少的Ｉ／Ｏ次数，读取恰好需要的

数据。另外，针对现有磁盘访问的特点，采用基于

数据项粒度的磁盘数据布局，以实现对连续访问

需求数据的连续读取，从而减少磁盘的寻址时间。

２．１　磁盘文件组织

本文将地物对象的空间索引信息、几何数据

与纹理数据分别存储于索引映射文件、几何数据

映射文件与纹理数据映射文件中。索引映射文件

存储了每一个地物对象的基本属性信息及其在几

何与纹理映射文件中的位置。几何映射文件依据

空间索引节点的顺序，将每一节点关联数据内容

以块的形式存储到文件中。而纹理映射文件中，

根据空间索引层次结构建立纹理树，并将纹理数

据打包写入映射文件。对城市范围建立多个不同

分区，每一个分区对应混合索引结构中格网索引

中的一个格网，每一个分区内的地物对象及其索

引数据存储在上述３个映射文件中。

随机数据访问中，无法预先判定所需要的数

据。因此，数据块写入映射文件的顺序影响其读

取效率。通过使用空间索引结构，快速判断所需

要对象过程中场景空间索引结构的访问模式成为

应用中的数据访问模式。因此，数据的磁盘存储

中，利用空间索引节点访问顺序表达磁盘数据存

储顺序，可以实现连续读取操作，减少寻址时间。

７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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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磁盘存储中，针对不同类型的索引建立与

访问顺序相应的存储顺序。四叉树索引与Ｒ树

索引的层次结构中采用先序遍历的顺序，格网索

引中采用基于行的顺序存储。

２．２　内存数据组织结构

内存存储数据块采用基于绘制缓存的高效数

据结构进行组织，而目前公认高效的组织表达为

索引三角形条带组织。因此，原有的顶点列表与

多边形列表的组织结构需要进行有效的条带化。

本文使用ｎＶｉｄｉａ公司的ＮｖＴｒｉＳｔｒｉｐ库
［６］，根据不

同的粒度单元，将其数据构建条带，通过条带的序

列化将其表达成一维线性连续存储空间。根据数

据所对应的粒度将内存块加入内存管理对象集，

内存对象管理集表达为不同粒度内存块列表。各

个内存管理对象与混合空间索引结构中的组织结

构一一对应。

３　实验与分析

３．１　实验环境

测试中选择了几个典型的场景，第一个是校

园模型；第二个是校园地下模型；第三个是大范围

城市地上模型。计算配置情况为：ＣＰＵ 为Ｉｎｔｅｌ

ｉ７处理器；内存为主频为１０６６ＭＨｚ６ＧＢ；硬盘

为２个７２００转５００ＧＢ硬盘；显卡为ｎＶｉｄｉａＧｅ

ｆｏｒｃｅＧＴＸ２６０带１ＧＢ显存；操作系统为 Ｗｉｎ

ｄｏｗｓＸＰ。测试场景全景渲染效果如图１所示，

实验数据情况如表１所示。

图１　测试数据场景全景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ｅｎｅｓｏｆＴｅｓｔ

表１　测试场景数据表

Ｔａｂ．１　ＤａｔａｏｆＴｅｓｔＳｃｅｎｅｓ

场

景

几何文

件数量

纹理文

件数量

几何数据

量／ＭＢ

纹理数

据量

地物对象

数量／个

纹理数

量／个

１ ２ ５７５ ９．１ ６１．１ＭＢ ７１５６ ５７５

２ ３ ５７２ １２．７８ ６１ＭＢ ６０８６ ５７２

３ ５ １１１２ ６３．７ ２．４８ＧＢ １０７０８ １１１２

３．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１对比现有ＧＩＳ软件非粒度一致的组织

方法与本文的组织方法，结果如表２所示。测试

中，对可见数据进行加载。本文设置了两个视场大

小：第一个视场为数据局部范围，场景１和场景２

较小数据量的情况；第二个视域范围表达全部的场

景，而对场景３，选择不同大小的范围。第一个查

询范围大小为第二个查询范围的２倍。从结果来

看，本文方法在几何数据的组织上，与原方法相比，

Ｉ／Ｏ数量明显减少，且内存缓存数据量小，主要由

于对几何数据进行分块存储后，只需要将空间范围

包围的数据取出，并不需将整个几何文件取出然后

才能得到对象。在数据全部读取时，内存缓存数据

量差异不大，而加载的磁盘Ｉ／Ｏ数大大减少。

表２　不同存储组织中磁盘犐／犗次数与缓存大小对比表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Ｉ／ＯａｎｄＣａｃｈｅＳｉｚ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非粒度一致的组织方法 本文方法

场景１ 场景２ 场景３ 场景１ 场景２ 场景３

查询一
磁盘Ｉ／Ｏ次数 ２９１ ２４５ １２３ ６８ ６２ ４１

缓存大小 １６６ＭＢ １６５．８ＭＢ ４１２ＭＢ １３２ＭＢ １３１．５ＭＢ ３８０ＭＢ

查询二
磁盘Ｉ／Ｏ次数 ５８２ ５７９ ４２３ １５８ １６０ １１１

缓存大小 ２８１ＭＢ ２９５．２ＭＢ １．２１ＧＢ ２８１ＭＢ ２９５ＭＢ １．０４ＧＢ

　　实验２对比了场景１在不同存储组织下的加

载与解析时间，结果如表３所示。从表３中可看

出，几何数据的时间加载与解析提高达１倍，而纹

理数据的加载提高达４倍，解析时间提高约１倍。

　　对场景３进行实时漫游，场景范围６ｋｍ
２，

地物对象达１万个以上，几何与纹理总数据量达

表３　格式转换时间开销对比表／ｓ

Ｔａｂ．３　Ｔｉｍｅ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ｏｆＤａｔａ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几何加载

时间

格式转

换时间

纹理加载

时间

格式转

换时间

非结构一致格式 ０．５７ ２．４７ ３．８ １．０７

本文结构一致格式 ０．２４ １．２０ ０．７２ ０．５６

８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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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ＧＢ。采用本文的数据组织方法，结合多线程

动态调度，可以稳定地达到２０帧／ｓ以上的效果

（见图２）。

图２　场景３实时绘制帧率

Ｆｉｇ．２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ＦｒａｍｅＰｅｒＳｅｃｏｎｄｏｆＳｃｅｎｅ３

４　结　语

磁盘存储对象、内存场景管理对象与绘制缓

存对象数据组织粒度与结构的不一致，导致产生

过多磁盘Ｉ／Ｏ而引起磁盘访问延迟，成为数据调

度延迟的一个主要原因。本文通过基于城市模型

数据内容的层次混合空间索引结构建立三者的统

一粒度，并以应用端数据结构为基础，统一内存与

磁盘的存储结构，减少格式转换代价。下一步工

作考虑在磁盘中建立基于空间访问特征的数据存

储顺序来减少磁盘寻址开销，提高实时绘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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