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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矢量地理要素的空间几何特征及其成图基准和使用习惯，提出了一种顾及空间要素形态的行列

四叉树网格，给出了网格基准和划分的方法，设计了根据该网格捕捉地理要素几何特征的算法。该方法通过

地理要素所在网格和其自身的几何特征，实现了地理要素的空间位置唯一性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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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要素空间位置标识是地理信息系统领域

的基础理论问题，空间唯一性标识的关键在于格

网的划分和空间几何特征的选取，以及两者的组

合方式。网格划分国内外已经有很多成果［１５］。

无论是立体剖分，还是曲面剖分，都没有顾及地理

要素本身的几何形态与位置信息，且只对网格编

码，未对地理要素本身编码。

地理要素空间唯一标识主要包括空间距离的

邻近程度、空间结构的相似程度和空间方位的相

似程度３种方式
［６８］。但空间距离邻近程度方法

可信度阈值不能自动设定，难以实际应用；空间结

构方法中的关联边如果方向恰在角度分区的边界

角附近，且匹配点的相应关联边方向正好落到另

一个角度分区，唯一性标识将失败；当空间方位相

似度方法中标志性地物不够准确时，会严重影响

唯一性标识效果。

本文提出了一种空间唯一性标识方法，通过

地理要素所在网格和其自身的几何特征进行唯

一性标识。该方法顾及了地理要素的几何特

征，建立了自适应剖分四叉树网格，考虑了地理

要素的代表点、轮廓（面积、长度）、方位等几何

特征，实现了全球地理要素自适应的空间位置

唯一性标识。

１　自适应剖分四叉树网格及其基准

１．１　自适应剖分四叉树网格

由于矢量要素并不像栅格数据那样具有最小

的栅格单元，很难通过四叉树划分达到相同的单

元网格。因此，常规的四叉树和线性四叉树都难

以满足矢量要素的标识定位要求，本文借鉴瓦片

缓存技术，提出了矢量要素行列四叉树网格。为

保证相同地理位置的矢量要素的四叉树行列不

变，必须设定统一的基准。针对矢量要素成图基

准和使用习惯，设计基准为四叉树网格原点、四叉

树网格起始边长、四叉树网格终止边长。

１）网格原点。四叉树网格的原点取矢量要

素坐标系的原点，当没有坐标系时，取范围的两倍

左上角作为四叉树网格的原点。原点的选取只是

为了更方便地计算出当前要素的行列号，与坐标

系暂未有直接关系。

２）网格起始边长。四叉树网格起始边长即

第一级网格节点的边长，四叉树网格由此开始往

下划分。起始边长不宜太大，太大则可能出现前

几个级别网格均不包含任何地理要素的情况，且

后续的网格行列号太大，不利于标识；也不宜太

小，太小则可能出现某些较大的地理要素不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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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四叉树网格内的情况。网格起始边长选取该地

区地理要素可能出现的最大边长的两倍即可。

３）网格终止边长。由于地理要素中存在所

占区域很小的实体，例如点要素、很短的线要素

等，对于这类实体，四叉树网格需要划分到很深，

甚至很难划分出来（例如点要素）。因此，需要确

定一个四叉树网格终止边长，如果到该边长的网

格仍没划分出来要素时，将其直接归属于该终止

网格边长对应的网格节点中。

四叉树网格每一层次结点的边长均为一个固

定值，且上一层四叉树的结点边长是下一层的两

倍。对于每一个地理要素的位置，只要知道格网

起算原点和对应层次的四叉树网格边长，就可以

计算该位置所处的行列号。通过以上３个基准参

数，可以计算出任何一个地理要素的行列四叉树

网格标识。

１．２　自适应剖分算法

行列四叉树网格原则上属于从底而上的方

法，但结合矢量要素的特征，并不需要往上合

并。标识生成的基本思想为：① 对每一个地理

要素，首先获得其中心点和外包矩形；② 根据外

包矩形的边长，寻找基准中与之最接近的边长

所对应的四叉树层次；③ 根据地理要素的中心

点、四叉树原点、四叉树对应层次的边长，计算

出该地理要素对应的行列号。④ 根据行列号、

四叉树层次计算出相应四叉树结点对应的正方

形，并判断地理要素是否被完全包含在内。如

果被完全包含则将行列号和该层次对应的比例

尺、边长赋给地理要素的四叉树网格行列；否

则，循环求上一层次四叉树结点与该地理要素

的包含关系，直至该地理要素被完全包含或达

到四叉树网格起始边长为止。

对于点要素，一般直接以四叉树网格终止边

长大小的网格进行行列标识。

由于四叉树本身的硬性分割缺陷，对处于四

叉分割线上的较小地理要素势必会造成大网格包

含。因此，本文对四叉树网格进行改进，使得较小

地理要素包含于合理大小的网格中。图１为改进

示意图：① 将面积（相对于其对应的网格）很小的

地理要素按照面积所在比例归并到其下级格网

中；② 待第二次被网格分割时，计算其所处网

格。

当地物过大超出了地图区域时，将该要素赋

予当前地图区域的第一级别网格，这样不影响网

格的检索与标识。

图１　网格划分改进示例

Ｆｉｇ．１　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ＩｍｐｒｏｖｅｏｎＧｒｉｄ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２　几何特征的唯一性标识方法

自适应剖分四叉树网格对地理要素进行了初

步定位，为进一步区别同个网络内的不同要素，本

文结合几何形状的特性，将地理要素的代表点、轮

廓、方位信息加入到空间唯一标识方法中。

２．１　代表点

形状是一个难以用数学语言来进行准确描述

的概念，用模型来表达矢量数据的几何形状并用

一个简单的指标来度量形状相当困难。现有的形

状表达和比较方法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某一

方面的任务需求，但实现起来十分复杂，可行性较

低。因此，本文结合几何形状的特性，提出了代表

点的定位方法，通过寻找几何体中具有特定性质

的某一点来代表整个几何体，以代表点坐标位置

区分坐落在同一网格内的地理要素。

２．１．１　代表点选取方法

点状要素可代表自身。线状要素由一条或多

条线段组成，首先提取每条线段的中点组成点集，

然后取点集的重心作为线状要素的代表点。

面状要素代表点的选取方法为：假设狆犻犼为多

边形上的任意一点，犆犻犼为目标点，当且仅当犆犻犼满

足下列公式时，犆犻犼为面状要素的代表点，即到多

边形边缘最小距离最大的点为该多边形的代表

点。在这样一个前提下，面状要素的变化就可以

归并为代表点之间的变化。当前后两个面状要素

没有发生改变时，代表点的位置也同样不会变化；

相反，无论面状要素发生平移等改变位置，还是拉

伸、缩小、分裂、合并等改变形状的变化，其代表点

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面要素代表点示意图如图

２所示，计算公式为ｍａｘ
犪犻犼

｛ｍｉｎ
狆犻犼

｜｜犪犻犼－狆犻犼｜｜｝。

２．１．２　代表点优化选取

图３、４显示了一些代表点不能直接计算获得

的特殊情况。图３中的规则矩形，其代表点为线

段犃犅范围内的任意一点，图４中的对称图形，其

７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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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面要素代表点

Ｆｉｇ．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ＰｏｉｎｔｏｆＡｒｅａＥｌｅｍｅｎｔ

代表点为点犃与犅。对于这些特殊情况，本文选

取代表点的震荡范围中点犗。

图３　规则图形代表点

Ｆｉｇ．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Ｐｏｉｎｔ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ｒＦｉｇｕｒｅ

　　
图４　对称图形代表点

Ｆｉｇ．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Ｐｏｉｎｔｏｆ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Ｆｉｇｕｒｅ

２．２　轮　廓

轮廓是描述地理要素整体形态的概念性定

义，对于线要素和面要素，需要分别利用长度和面

积作为轮廓的定量性描述指标。由于地理要素一

旦发生形变，长度、面积也会随之发生改变，故而

本文也将其纳入唯一标识的范围之内。另外，由

于尺度和表达的原因，长度、面积的精度要求有所

差异，因此，需要针对不同尺度确定长度、面积的精

度。例如，本文实验数据是大比例尺数据，因此长

度、面积精确到１ｍ级。点要素长度、面积为０。

２．３　方　位

方位表达的是采用地理要素的最北点（如果有

多个最北点，选取其中的最东点）相对于代表点的

方向，来区分重复的标识。对方向的弧度（该弧度

指狓正半轴和首点与代表点连线之间沿逆时针方

向的弧度）进行四舍五入保留三位作为方位标识。

方位码计算公式为ａｒｃｔａｎ［（狊狔－犱狔）／（狊狓－犱狓）］，狊狓狔

为最北点坐标，犱狓狔为地理要素代表点坐标。

３　实验与分析

３．１　地理要素的唯一性标识分析

实验中地理要素采用３２位１６进制字符串进

行标识，下面结合图５进行标识唯一性说明。

１）四叉树行列号可区分的地理要素。第１～

１６位（四叉树行列号）：地理要素 １（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２）处于四叉树网格第２层（０２），第１行

（００００００１），第１列（００００００１）。同理，地理要素２

处于四叉树网格第２层第２行第１列，地理要素

３处于四叉树网格第３层第１行第２列，地理要

素４处于四叉树网格第２行第２列。

２）代表点可区分的地理要素。第１７～２４位

（代表点标识）：地理要素５、６、７四叉树网格行列

号相同，都处在第１层第１行第１列，地理要素５

（００１９００３２）代表点相对于四叉树网格左上角犡

坐标为２５，犢 坐标为５０；地理要素６（００３２００１６）

代表点相对于四叉树网格左上角犡 坐标为５０，犢

坐标为２２；地理要素７（００４Ｂ００３２）代表点相对于

四叉树网格左上角犡坐标为７５，犢 坐标为５０。

３）轮廓可区分的同心同四叉树网格地理要

素。第２５～２９位（轮廓标识）：地理要素８、９为同

心圆，前两类标识相同，地理要素８轮廓标识

０００４Ｅ表示其面积为７８，地理要素９轮廓标识

０００６Ｆ表示其面积为１１１。

４）方位可区分的同心对称地理要素。第３０

～３２位（方位标识）：地理要素１０、１１为同心同积

矩形，前３类标识相同，地理要素１０方位标识

０５２表示首点方向弧度为０．５２，地理要素１１方位

标识１０５表示首点方向弧度为１．０５。

图５　地理要素唯一标识特例

Ｆｉｇ．５　ＳｐｅｃｉａｌＣａｓｅ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Ｅｌｅｍｅｎｔ

Ｕｎｉｑｕ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唯一性验证

１∶１０００浙江丽水市６０ｋｍ２，点线面共计

４５１１个地理要素的基础地形图和１∶２０００南京

市新港开发区４４７ｋｍ２，点线面共计３３８８０个地

理要素的基础地形图（如图６所示），数据的标识

无一重复，初步验证了空间标识方案的唯一性。

８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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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地理要素唯一标识验证

Ｆｉｇ．６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Ｅｌｅｍｅｎｔ

Ｕｎｉｑｕ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的标识方法包含了地理要素自身的

空间位置和几何形状信息，标识结果便于计算机

快速识别和检索定位，可将涉及大运算量的空间

关系计算转换为数据库标准ＳＱＬ查询，降低了矢

量要素空间关系运算的复杂度。该标识方法的前

提是数据已经过平面投影，后续研究中将针对各

种投影间的转换和曲面投影进行拓展，以适应多

种数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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