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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等面积四叉树离散格网建模与编码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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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球冠、球带表面积公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等面积四叉树全球离散格网建模方法，阐述了格

网划分机理，制定了格网编号体系，给出了由编号确定格网中心地理坐标及由地理坐标确定格网编号的公式，

分析了其实际应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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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纸质地图表示地理信息由来已久，在计算

机技术问世后，要把地理空间数据交由计算机处

理与管理，人们自然地先想到了“数字化地图”的

道路，但数字地图绝不是空间数据在计算机中表

示的唯一形式［１１２］。由于球面与平面毕竟在坐标

系、度量方法等方面的差异较大，要实现这一转

变，需解决的问题很多，如面临直接在地球参考椭

球面或者球面上划分地理空间、组织及检索空间

数据等技术时，过去基于地图投影平面上惯用的

格网划分方法就不适应了。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与专家从不同侧面对该

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Ｇｏｏｄｃｈｉｌｄ
［１３］首次提出全

球离散格网评价标准，后经许多学者不断补充与

修改。Ｋｉｍｅｒｌｉｎｇ 等
［１４］ 把 其 归 纳 成 １４ 条。

Ｋｏｌｌｅｒ
［１５］的ＶＧＩＳ（ｖｉｒｔｕａｌＧＩＳ）采用等经纬差模

型。Ｂｊｏｒｋｅ等
［１６１７］提出变经纬差模型。Ｌｕｋａ

ｔｅｌａ
［１８１９］、Ｋｏｌａｒ

［２０］提出了基于球面实体要素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自适应球面模型，另外，还有把球面内

接正多面体边投影到球面的大圆弧段作为网边的

模型。胡鹏等［２］将地图投影概念由传统曲面到平

面的变换扩展为曲面到曲面的变换，提出了视图与

度量分离的思路，视图采用等距离切圆柱投影，度

量空间则是椭球面几何系统。崔马军［４］提出了一

种球面退化四叉树格网剖分方法，并对格网进行了

变形分析。本文提出了一种严密意义上的等面积

四叉权全球离散格网建模方法，并详细探讨了该

模型下格网的编码体系等问题。

１　数学基础

１．１　球冠等积四叉树分割

１．１．１　分割模式

图１中半径犚、高度 犎 的球冠犪 分成４部

分。常有图１（ｂ）、１（ｃ）两种形式。称图１（ｂ）模式

为极点片状等面积四分模式，４个格网呈两层排

列，顶层是一个子球冠格网，底层为处于同一球带

上的三个梯形格网；称图１（ｃ）模式为极点瓣状四

分模式。若从极点近邻区域应属同一个格网来着

眼，图１（ｂ）模式比图１（ｃ）模式要好。

图１　球冠四分模式

Ｆｉｇ．１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Ｑｕａ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Ｃｒｏｗｎ

１．１．２　极点片状等积格网四叉树

图１（ｂ）为球冠的一级分割，为了明确地球离

散格网具体的分割线位置，规定一级梯形格网分

割线为－１２０°、０°、１２０°等３条经线。

对一级子球冠格网，以 犎／１６的纬线平面及

－１２０°、０°、１２０°等３条经线进行分割，又被分成４

个二级格网；对一级梯形格网以过球带高中点的

纬线平面及格网中央经线进行分割，形成图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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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底色的１２个等面积格网。这样的二级格网共

有１６个。

图２　一级梯形格网的四分形式

Ｆｉｇ．２　Ｑｕａｄ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ｒａｐｅｚｏｉｄａｌＧｒｉｄｓ

按照这种方法可无限继续进行，各级格网形

成一棵四叉树，如图３所示，树根为要构建格网的

球冠，其下依次为１级、２级、…、狀级格网。第狀

级共有４狀个格网，每个格网的面积为２π犚犎／４
狀。

图３　球冠等积格网四叉树

Ｆｉｇ．３　ＱｕａｄｔｒｅｅｏｆＥｑｕｉａｒｅａＧｒｉｄｏｆ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Ｃｒｏｗｎ

１．２　球带格网的等积四叉树分割

在上述球冠等积逐级四叉树分割方法中，隐

含了对球冠四叉树分割形成的球带格网的分割。

如图２所示，球冠一级分割形成了一个次级球冠

与一个球带，对该球带沿－１２０°、０°、１２０°等３条经

线分割，将其分成３个球带格网，从总体而言，形

成对球冠的四叉树分割。在球冠的二级四叉树分

割中，顶部子球冠格网被进一步分成一个次级球

冠格网与３个同一球带上的格网，其余非球冠格

网则属同一球带上格网的等积四叉树分割，其分

割方法为每个球带格网的中央经线与过球带高中

点的纬圈。如图４，犃犅犆犇为一球带上的格网，其

中横向虚线为过格网犃犅犆犇 所在球带中点的纬

线，纵向虚线为该格网的中央经线，它们将格网

犃犅犆犇分成面积相等的４个格网。

图４　球带格网的四叉树分割

Ｆｉｇ．４　Ｑｕａ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Ｇｒｉｄｉｎ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Ｂａｎｄ

２　全球等面积四叉树离散格网

在构建全球离散格网时，采用极点片状等面

积模式，对地球参考椭球面采用等面积球面代替。

这样在前述球冠半径及高度均为地球参考球面半

径时，则形成半球的等面积格网，而南北两半球的

球冠极点片状等面积格网合为全球离散格网。

２．１　同素格网带

２．１．１　定义

定义高度与经差均相等的所有格网组成一个

同素格网带。半球的狀级等面积格网共有（狀＋１）

个同素格网带。若用犿表示带号，规定北半球取

正值，自赤道向北依次取１、…、（狀＋１）；南半球取

负值，带号自赤道向南从－１，…，－（狀＋１）。图５

为二级（狀＝２）格网，有３层同素格网带（同深度底

色为一个同素带）。

图５　同素格网带

Ｆｉｇ．５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ＧｒｉｄｓＺｏｎｅ

２．１．２　带高、带行数与列数

同素格网带的带高为带顶、带底所在纬圈面

之间的垂直距离。若用狀表示四叉树级别，则第

犿个同素带的带高计算公式为：

Δ犎犿 ＝３犚／４
犿，犿≠狀＋１

Δ犎犿 ＝犚／４
犿－１，犿＝狀＋

烅
烄

烆 １
（１）

　　若用狉犿、犆犿分别表示第犿 同素带格网的行

数与列数，则狉犿、犆犿计算公式为：

狉犿 ＝２
狀－犿，犿≠狀＋１

狉犿 ＝１，犿＝狀＋
｛ １

（２）

犆犿 ＝３×２
狀－犿，犿≠狀＋１

犆犿 ＝１，犿＝狀＋
｛ １

（３）

２．１．３　同素带中格网行号与列号

当犿＝狀＋１时，同素带仅为极点球冠格网一

个，行列号均为１。

当犿≠狀＋１时，列号自本初子午线开始，自

西向东（先东半球，再西半球）来编号，编号依次取

１、２，…，犆犿，犆犿为第犿 个同素带总列数。行按自

南向北（南半球自北向南）次序来编号，编号依次

取１、２，…，狉犿，狉犿为第犿 个同素带总行数。

２．１．４　同素带的格网高与格网经差

网高为其上下网边所在纬圈面之间垂直距

离，格网经差是其左右网边的经差。网高计算公

式为：

Δ犺犿 ＝Δ犎犿／狉犿 （４）

３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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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为Δ犎犿为格网所在同素带的带高；狉犿为同

素带总行数。

格网经差计算公式为：

Δλ犿 ＝３６０°／犆犿 （５）

式中，犆犿为第犿 个同素带总列数。为了提高精

度，可根据情况将（°）转化为（′）或者（″）。

２．２　格网编号体系

２．２．１　格网编号方法

格网编号由３个部分组成，可以用三元组

（犿，狉犻，犆犼）来表示：犿 为格网所属同素带的带号；

狉犻为格网在第犿 个同素带的行号，犆犼为格网在第

犿 个同素带的列号。若以狀表示格网四叉树级

别，则犿＝１，２，…，狀＋１；狉犻＝１，２，…，狉犿，犆犼＝１，

２，…，犆犿。

２．２．２　由地理坐标计算格网编号

　　若已知一点地理坐标（λ，ψ），要计算其所在狀

级格网的编号（犿，狉犻，犆犼），其方法如下：犿 根据

犚ｓｉｎ（ψ）与表１进行比较来确定。行号狉犻的确

定公式为：

狉犻＝ｉｎｔ［犚（ｓｉｎ狘φ狘－１＋１／４
犿－１）／Δ犺犿］＋１

（６）

列号犆犼确定公式为：

犆犼 ＝ｉｎｔ［λ／Δλ犿］＋１，λ≥０°

犆犼 ＝ｉｎｔ［（３６０°－狘λ狘）／Δλ犿］＋１，λ＜
｛ ０°

（７）

表１　确定同素带号犿的参考表

Ｔａｂ．１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ｍｆｏｒ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Ｂａｎｄ

犿 犚｜ｓｉｎ（ψ）｜

狀＋１ ［犚，犚（１－１／４狀）

狀 ［犚（１－１／４狀），犚（１－１／４狀－１）

 

１ ［犚／４，０）］

２．２．３　由编号确定格网中心坐标

确定格网中心点经度公式为：

λ＝狉犿Δλ犿 －Δλ犿／２，λ≤１８０°

λ＝λ－３６０°，λ＞
｛ ３６０°

（８）

当式（８）中第一式算出的λ＞１８０°时，采用其中第

二式进行转化。

确定格网中心点纬度公式为：

φ＝ａｒｃｓｉｎ［（
４犿－１－１

４犿－１
犚＋

２Δ犺犿犆犿－Δ犺犿
２

）／犚］

（９）

３　特征分析

在地球参考球面上，经线向两极收敛，若以传

统地理经度、纬度角量为控制，按同经差与同纬差

构建离散格网，导致低纬度与高纬度地区格网面

积相差较大。为了保证格网面积严格均等，同时

保证格网边严格与经纬线保持一致，还要保证格

网构建的简单性，本文一改传统地理格网划分在

经向与纬向均采用角量的控制策略，在经向方向

依然使用角量控制，在纬向上采用表现为纬圈到

赤道面垂直距离的线量来控制。表２、表３分别

为按本文提出的极点片状等面积四叉树法构建的

半球四级与五级格网。

表２　半球四级格网特征

Ｔａｂ．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ＬｅｖｅｌＧｒｉｄｓｆｏｒ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同素带号 行数 列数 网经差 网高 同素带高 同素带格网数

５ １ １ ３６０° 犚／４４ 犚／４４ １

４ １ ３ １２０° ３犚／４４ ３犚／４４ ３

３ ２ ６ ６０° ３犚／４３／２ ３犚／４３ １２

２ ４ １２ ３０° ３犚／４２／２２ ３犚／４２ ４８

１ ８ ２４ １５° ３犚／４１／２３ ３犚／４１ １９２

总计 １６ ４６ ２５６

　　从中可看出这种格网具有以下特征：

１）在同一个同素格网带内，所有格网具有相

同经差、相同网高，但不同行的格网纬差不同，高

纬度的行上格网纬差比低纬度的行要大一些，借

此机制维持同素带内格网的等面积性。

表３　半球五级格网特征

Ｔａｂ．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ＬｅｖｅｌＧｒｉｄｓｆｏｒ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同素带号 行数 列数 网经差 网高 同素带高 同素带格网数

５ １ １ ３６０° 犚／４５ 犚／４５ １

４ １ ３ １２０° ３犚／４５ ３犚／４５ ３

３ ２ ６ ６０° ３犚／４４／２１ ３犚／４４ １２

２ ４ １２ ３０° ３犚／４３／２２ ３犚／４３ ４８

１ ８ ２４ １５° ３犚／４２／２３ ３犚／４２ １９２

１ １６ ４８ ７．５° ３犚／４１／２４ ３犚／４１ ７６８

总计 ３２ ９４ １０２４

　　２）在不同的同素格网带之间，格网经差与网

高不同。除极点球冠格网外，邻接的同素带间格

网经差与格网高度存在简单的二倍率关系，即高

纬度同素带的格网经差为邻接低纬度同素带的格

网经差的二倍，而低纬度同素带中的格网高为邻

接高纬度同素带中的格网高的二倍，借此机制维

持同素带间格网的等面积性。

３）格网编号由传统行号、列号二元组模式扩

充为同素带号、同素带内行号、同素带内列号三元

组模式。

４　结　语

国外一些国家及我国地形图方里网是建立在

４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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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及３°高斯克吕格投影带基础上的，但没有格网

编码，缺少全球格网的概念，下一步如何改革，还

有待讨论［２］。本文认为，我国惯用的国家基本比

例尺地形图分幅与编号体系是一种宏观意义上的

全球格网划分形式，可用于数据环境下传统地图

投影平面框架中分幅空间数据库的检索与集成分

析，但没有分幅空间数据库微观方里网的统一编

号概念。而且即使提出对方里网的统一编号体

系，也属于地图投影平面下的形式，不适于Ｇｌｏｂ

ａｌＧＩＳ面向大地理范围，要求直接在数字空间虚

拟地球参考球面或椭球面环境下的应用。从建立

ＧｌｏｂａｌＧＩＳ针对的分析应用角度着眼，本文提出

适应经纬度框架的全球等面积四叉树离散格网建

模与编码体系，直接面向数字空间虚拟的地球参

考球面或椭球面，这种格网的层次性决定其具有

宏观与微观双重性，而且宏观与微观格网的划分

方法、编码体系具有统一性。宏观格网面向地球

参考球面或椭球面下空间数据库的检索。在一种

宏观格网下，满足一定精度要求的微观格网所起

的作用相当于传统地形图上的方里网，只不过这

时微观格网依然是地理经纬格网，而不是地形图

上平面直角坐标下的方里网，微观格网用于空间

信息定位与分析应用，或者更确切的讲是设计

ＧｌｏｂａｌＧＩＳ的长度与面积等量算模块的基础，从

地理坐标计算格网编号、从格网编号计算地理坐

标又是按散列映射（ＫＡＴ）模式快速检索空间数

据库与相关计算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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