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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线状地物基本单元基本平差准则和方法，细化了变更行为并分析每一种变更类型的数据流

向，设计并实现了一种能严格维护基本单元逻辑一致性的平差算法，并在实际应用系统中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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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调查数据库更新是指两个时点对比参与

变化的要素所产生的数据变化更新，包括土地利用

类型的流向和流量、土地权属和界线的变更、土地

属性和图形的变化等内容［１］。土地调查数据具有

严格的空间拓扑和属性逻辑一致性，在土地调查数

据库更新中如何维护、更新前后逻辑的一致性是一

个重要问题。为在土地调查数据库中体现土地利

用变化过程，本文引入了更新基本单元概念。

土地调查数据库更新的基本单元是指两个时

点之间的要素对象叠加所形成的最小面对象和被

其分割或包含或和其相交的线对象、点对象的集

合［１］，包括地类图斑基本单元、线状地物基本单元

和零星地物基本单元等。基本单元生成过程中会

产生属性值差异，为保证基本单元数据与两个时

点的数据在属性逻辑上具有一致性［２］，需要对基

本单元数据进行平差。

１　不一致原因分析与平差准则

１．１　属性逻辑不一致原因分析

图１为土地调查中基本单元的创建过程示意

图。图１（ａ）、１（ｃ）分别表示犜１、犜２ 的土地调查数

据，其中犜１ 时点＜犜２ 时点；图１（ｂ）是犜１、犜２ 两

个时点叠加生成的基本单元数据，反映从犜１ 时

点到犜２ 时点土地调查数据的一个中间变化过

程。在土地调查数据库更新的基本单元中，图形

坐标及其几何计算都保留８位小数，而面积属性

值保留两位小数，长度属性值保留１位小数，经过

四舍五入后导致基本单元的面积（长度）属性值与

犜１、犜２ 时点的属性值不一致，需要对其进行平差。

这种因四舍五入后汇总得到的汇总值与逻辑值之

间存在差异而进行调整的过程一般称为平差［３］。

利用测量平差知识在ＧＩＳ应用的研究很多，主

要集中在对地图数字化数据进行相关平差处理和

分析［４６］。童小华等对ＧＩＳ的宗地面积与实际登记

面积展开平差模型与方案讨论［７８］，在土地利用中

也有类似平差方法并扩展到多地块进行平差［９］。

但上述方法没有考虑数据精度，通过解数学方程

进行求解，无法扩展到保留１位小数的长度平差。

图１　线状地物基本单元示意图（犜１＜犜２）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Ｌｉｎｅａｒ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ｉ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Ｕｎｉｔ

１．２　基本平差准则和方法

线状地物基本单元进行平差时需要遵循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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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条基本平差准则：① 线状地物基本单元变更长

度之和与原线状地物或者变更后长度相等；② 将

误差优先平差到地类面积发生变化的线状地物；

③ 土地调查数据库更新中的两个时点数据，其图

形和属性值都是准确而真实的，基本单元根据这

两个时点的数据进行平差。

土地调查数据库更新时采用的平差方法基本

思想是：差值以最小度量值循环依次均匀分配到

参与汇总并按汇总字段降序排列的记录。假设现

有狉条记录，其控制数为犪，字段犔表示需要平差

的字段，字段犔的最小度量值为狆（如长度字段

狆＝０．１，面积字段狆＝０．０１），根据字段犔进行汇

总得到汇总值犫，其具体平差步骤如下。

１）计算控制数犪与汇总值犫的差值，得到调

平数犮；

２）调平数犮除以最小度量值狆 即犮／狆得到

调平的数目狀，将数目狀除以参与汇总的记录数

狉，得到商犲及余数犳；

３）按照汇总字段从大到小降序排列找出前

犳条记录，这些记录调平值为（犲＋１）狆；其余狉－犳

条记录调平值为犲狆。

２　基本单元变更行为

基本单元属性结构中包含两个时点数据的部

分属性字段，并以“变更行为”字段描述地理实体

前后状态变化关系。文献［１］定义了５种变更行

为，如表１所示。根据表１的变更行为定义描述，

在图１（ｂ）中，线状地物基本单元犲、犳、犻、犾、犿、狀属

于图形变更２，犫属于属性变化，犪、犺、犽属于灭失

０，犮、犱、犵、犼、狅属于新增。

表１　基本单元变更行为类型

Ｔａｂ．１　Ｃｈａｎｇ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ｙｐｅｓｏｆＢａｓｉｃＵｎｉｔ

变更行为 代码 定义描述

灭失 ０ 记录删除

属性变更 １ 图形无变化，属性变化

图形变更 ２ 图形发生变化

新增 ３ 记录新增

无变化 ４ 图形属性都无变化

　　图形变更较为复杂，包含分割、合并及其不同

组合。线状地物的图形变更包括分割与合并两个

基本操作，如在图１（ｂ）中，犿、狀相对于图１（ａ）为

分割操作，犮、犱、犵、犼相对图１（ｃ）是合并操作。此

外，也存在几种变更行为组合的复杂情形，如新增

与图形变更的组合。结合前面提到的５种变更行

为和分割、合并两个基本操作，线状地物基本单元

细化后的变更类型如表２所示。

３　平差方法分析

假设线状地物基本单元（以下简称线物基本

表２　线状地物基本单元变更类型

Ｔａｂ．２　ＣｈａｎｇｅＴｙｐｅｓｏｆＬｉｎｅａｒ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ｉ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Ｕｎｉｔ

变更行为 子操作 变更类型 编码 定义说明

灭失 分割 灭失 ０ 已有线物删除，可以分割成多条子线物

属性变更 ／ 属性变更 １ 图形没有变化，属性发生变化

分割 线物分割 ２０ 已有线物分割，子线物没有参与其他变更

合并 线物合并 ２１ 多条已有线物合并，线物合并前没有其他操作

图形变更 分割 线物分割后保留 ２２ 已有线物分割后没有参与其他操作的子线物

分割、合并 线物分割后合并 ２３ 已有线物分割后与其他线物进行合并的子线物

分割 线物分割后灭失 ２４ 已有线物分割后删除的子线物

新增
合并 线物新增后合并 ３０ 新增线物，之后参与合并操作

分割 新增 ３１ 新增线物：可以分割成多条子线物，并且不参与合并操作

无变化 ／ 无变化 ４ 线物图形、属性都没有发生变化

单元）数据是通过犜１、犜２（犜１＜犜２）两个时点的土

地调查数据生成，根据基本平差原则和方法进行

平差。

１）属性变更（１）、无变化（４）与线物合并

（２１）。线物基本单元图形与犜１ 时点的土地调查

数据一致，因此，线物基本单元的长度＝犜１ 时点

的长度。

２）线物分割（２０）与线物分割后保留（２２）。

线物基本单元图形与犜２ 时点的土地调查数据一

致，线物基本单元的长度＝犜２ 时点的长度。

　　３）灭失０。假设犜１ 时点有一条线物犃 灭

失，其在基本单元图层由犿（犿≥１）条子线物组

成，可列出等式：

犔犃 ＝∑
犿

犻＝１

犔犻 （１）

式中，犔犃表示线物犃 的长度；犔犻表示第犻条子线

物的长度。

当犿＝１时，灭失的线物完整地落在一个地

类图斑基本单元之内。利用线物长度犔犃来更新

线物基本单元的长度犔犻，不需要平差。

４５８



　第３６卷第７期 唐远彬等：一种维护线状地物基本单元属性逻辑一致性的平差方法

当犿＞１时，表示灭失的线物跨越多个地类

图斑基本单元，灭失的线物被地类图斑基本单元

打断，生成的线物基本单元需要平差。以犔犃作为

控制数，对式（１）右边的汇总值采用§１．２所述方

法进行平差。

４）新增（３１）。假设犜２ 时点有一条线物犅新

增，其长度记为犔犅，其在基本单元图层由狀（狀≥

１）段子线物组成，变量犔犼表示第犼条子线物的长

度，得到等式：

∑
狀

犼＝１

犔犼 ＝犔犅 （２）

式中，犔犅表示线物犅 的长度；犔犼表示第犼条子线

物的长度。

当狀＝１时，表示新增的线物完整地落在一个

地类图斑基本单元之内。线物基本单元的长度

犔犼＝犔犅，不需要平差。

当狀＞１时，表示新增线物跨越多个地类图斑

基本单元，新增的线物被地类图斑基本单元打断，

生成的线物基本单元需要平差。以犔犅作为控制

数，对式（２）左边的汇总值采用上述方法进行平

差。

５）线物分割后合并（２３）与线物新增后合并

（３０）。假设犜２ 时点有线物犝 由狓（狓≥０）条新增

线物、狔（狔≥０）条分割线物后的子线物和狕（狕≥０）

条完整的线物合并组成（狓＋狔＋狕＞１），有：

∑
狓

犻＝０

犔犻＋∑
狔

犵＝０
∑
犫犵

犺＝１

犔犵犺＋∑
狕

犾＝０

犔犾 ＝犔狌 （３）

式中，犔犻表示第犻条参与合并的新增线物的长度；

犫犵表示第犵条线物分割后参与合并的子线物数

目，犔犵犺表示第犵条线物参与合并的第犺段子线物

的长度；犔犾表示第犾条参与合并的已有线物的长

度。

对于上述情况可以分为以下３种情形。

① 当狓＞０，狔＝０时，也就是只有新增线物和

已有线物参与合并，式（３）简化为：

∑
狓

犻＝０

犔犻＝犔狌－∑
狕

犾＝０

犔犾 （４）

由于等式右端的值可以确定，因此，式（４）的处理

方式与式（２）相同。

② 当狓＝０，狔＞０时，等式（３）可以简化为：

∑
狔

犵＝０
∑
犫犵

犺＝１

犔犵犺 ＝犔狌－∑
狕

犾＝０

犔犾 （５）

　　当狔＝１时，遍历狔条线物，假设第犵条线物

分割后形成共犱犵 条子线物（包含保留犪犵条、合

并犫犵条和灭失犮犵 条），必有犱犵≥犫犵。根据子线

物是否存在灭失，可得等式：

∑
犫犵

犼＝１

犔犵犼 ＝犔犵－∑
犱犵－犫犵

犪＝０

犔犵犪，犮犵＝０

∑
犫犵

犺＝１

犔犵犺 ＝犔狌－∑
狕

犾＝０

犔犾，犮犵＞

烅

烄

烆 ０

（６）

式中，犔犵犼表示类型是合并的第犼条子线物的长

度；犔犵犪表示类型是保留的第犪条子线物的长度；

犔犵犺表示类型是合并的第犺条子线物的长度。

对式（６）执行式（２）同种方式处理的平差。

当狔＞１时，首先遍历狔条线物找出式（６）中

犮犵＝０的情形进行平差，并标记已经处理，假设这

一步骤处理狔１ 条；其次，对剩余狔２（狔２＝狔－狔１）

线物，可列出等式：

∑

狔２

犵２＝０
∑

犫犵２

犺
２＝１

犔犵２犺２ ＝犔狌－∑
狕

犾＝０

犔犾－∑

狔１

犵１＝０
∑

犫犵１

犺
１＝１

［犔犵１犺１］

（７）

式中，犫犵１表示第犵１ 条线物的子线物数目；［犔犵１犺１］

表示第犵１条线物的第犺１ 段子线物经过平差处理

的长度；犫犵２表示第犵２ 条线物的子线物数目；犔犵２犺２
表示第犵２条线物的第犺２ 段子线物的长度。

对于式（７），用符号犛犵２表示第犵２ 线物参与合

并的子线物的长度汇总值，则有：

犛犵２ ＝∑

犫犵２

犺
２＝１

犔犵２犺２ （８）

　　对式（７）按照式（２）处理方式进行平差，犛犵２平

差后的值为［犛犵２］；在式（８）中用［犛犵２］代替犛犵２，对

式（８）再次执行平差。

③ 当狓＞０，狔＞０时，其基本处理步骤与情形

②相同。首先遍历狔条线物找出式（６）中犮犵＝０

的情形进行平差，并标记已经处理，假设这一步骤

处理狔１ 条；其次，对剩余狔２（狔２＝狔－狔１）线物，可

列出等式：

∑
狓

犻＝０

犔犻＋∑

狔２

犵２＝０
∑

犫犵２

犺
２＝１

犔犵２犺２ ＝犔狌－∑
狕

犾＝０

犔犾－∑

狔１

犵１＝０
∑

犫犵１

犺
１＝１

［犔犵１犺１］ （９）

式中，［犔犵１犺１］表示第犵１ 条线物的第犺１ 段子线物

经过平差处理的长度。

对于式（９），左边所有项作为汇总记录一起参

与平差，之后处理方式同情形②。

６）线物分割后灭失（２４）。假设犃 分割成狀

段，其中狀１（狀１≥１）段分割后保留，狀２（狀２≥０）段分

割后合并，狀３（狀３≥１）段分割后灭失，其中狀１＋狀２

＋狀３＝狀，可得等式：

犔犃 ＝∑

狀
１

犪＝１

犔犪＋∑

狀
２

犫＝１

犔犫＋∑

狀
３

犮＝１

犔犮 （１０）

式中，犔犃表示线物犃 的长度；犔犪表示分割后保留

５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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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犪段子线物的长度；犔犫表示分割后参与合并

的第犫段子线物的长度；犔犮表示分割后灭失的第犮

段子线物的长度。

当狀１＝０，狀２＝０时，即退变为式（１），式（１０）

等价于：

∑

狀
３

犮＝１

犔犮 ＝犔犃－∑

狀
１

犪＝１

犔犪＋∑

狀
２

犫＝１

犔犫 （１１）

其处理方式与式（１）相同。

４　实验与结论

本文提出的线物基本单元平差方法在笔者所

参与开发的土地利用现状管理信息系统（３．０

版本）软件中得到应用，该软件基于二次开发平

台ＡｒｃＥｎｇｉｎｅ９．３与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２００８为数据库采

用ＶｉｓｕａｌＣ＋＋开发而成。在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使用

该软件平差后的数据经过“二调办”和中国土地勘

测院的测评，完全符合全国第二次土地变更调查

数据库更新要求。为了验证算法，在某县土地利

用数据库进行变更测试，执行各种变更操作共计

１００次，重复１０次，将变更后的数据导出使用第

三方软件“第二次全国土地更新数据上报软件”检

查，测试结果见表３，未发现属性逻辑不一致的问

题。图２是系统线状地物基本单元实例，图２（ｂ）

中基本单元数据是根据两个时点犜１、犜２（犜１＜

犜２）的土地调查数据生成。

表３　测试结果表

Ｔａｂ．３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类型 数量 线物数 次数 检查

新增 １５ ２６ １０ 通过

属性变更 １０ ２４ １０ 通过

灭失 １５ ４７ １０ 通过

图形变更 ６０ ３６７ １０ 通过

无变化 － １６３ １０ 通过

　　　　注：无变化变更的线物是其他变更引起。

图２　线状地物基本单元实例

Ｆｉｇ．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Ｌｉｎｅａｒ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ｉ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Ｕｎｉｔ

　　线状地物基本单元是两个时点空间数据叠加

分析比较生成的最小变化单元，反映了线状地物

从犜１ 时点到犜２ 时点的变更过程。经过四舍五

入后得到的基本单元数据属性值与犜１、犜２ 的属

性值存在逻辑不一致。本文根据线状地物基本单

元基本平差准则和方法，细化了基本单元变更类

型，通过分析每一种变更类型的平差方法，实现了

基于细化后变更行为的整个线状地物基本单元图

层平差，维护了变更基本单元和变更前后数据的

逻辑一致性，并在实际应用系统中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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