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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增量发布模式的实现首先需要确定空间目标产生的增量时空变化，提出了一种层次化的增量时空变

化分类计算模型，分别计算空间目标现实世界的整体状态差、空间目标数据库中的整体状态差、空间目标空间

状态差，其中空间状态差的计算选择空间目标维数、尺寸、形状和位置４个测度。根据４算子取值集合确定单

空间目标的基本增量时空变化，并通过组合基本增量时空变化构造单空间目标和多空间目标的复杂增量时

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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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空间数据更新后，有两种模式可以实现更

新信息在主数据库和用户数据库之间的分发［１３］。

传统发布模式提供新版全部空间目标，不管空间

目标是否变化，用户都需要将全部空间目标与其

专题数据重新集成，这容易造成用户在原空间目

标添加的专题信息丢失或者使数据库处于不一致

的状态。如果数据库中缺少合理的空间目标标示

符体系，则用户端的更新将无法完成［５６］。而增量

发布模式为用户提供了空间目标的变化信息，用

户端只需将空间目标的变化信息集成到自身数据

库中。基于增量发布模式，新旧版本数据之间的

“差”被提取出来作为分发的更新信息，能够克服

传统发布模式存在的问题。这首先需要确定空间

目标的增量时空变化［７８］，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

种层次化模型用于实现空间目标增量时空变化的

分类。

关于时空变化的研究在 ＧＩＳ领域早已成为

一个重要的方向［４，９］，并提出了多种时空变化分

类模型［１０１２］，这些模型都是基于空间目标在现实

世界或者数据库中的单一状态差异确定时空变

化。由于相同的空间目标在数据库中的状态差与

现实世界的状态差之间的关系无法在当前的模型

中进行表达，无法满足更新信息增量发布过程中

对空间目标在现实世界的状态演化过程以及数据

库差全面表达的需求，因此，需要根据空间目标现

实世界状态差、数据状态差以及两者的关联关系

来描述和表达变化。

１　增量时空变化分类模型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４算子的层次模型用于

增量时空变化分类实现。４个算子如下所示：

Ｃｈａｎｇｅ（犗
犃，犗犅）＝

犗犅犚／犗
犃
犚

犗犅犇／犗
犃
犇

犳（犗
犅
犇）／犳（犗

犃
犇）

犇（犗犅犇）／犇（犗
犅
犇 ∩犗

犃
犇

熿

燀

燄

燅）

式中，“／”表示减计算；犗犃犚、犗
犅
犚 分别表示空间目标

在现实世界中变化前后的状态；犗犃犇、犗
犅
犇 分别表示

空间目标在数据库中更新前后的状态；在本文中，

犳（犗
犅
犇）或犳（犗

犃
犇）有４种取值，分别是空间目标的

维数、形状、位置和尺寸；犇（犗犅犇）／犇（犗
犅
犇∩犗

犃
犇）用

于计算空间目标变化前后的交集与空间目标自身

的维数是否相同。

模型基于两个层面３种状态差计算增量时空

的变化，即空间目标在现实世界中的整体状态差

以及空间目标在数据库中的整体状态差和空间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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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差。空间目标整体状态有存在（在模型中用＋１

表示）和不存在（用－１表示）两种，因此，式（１）中

的前两个算子分别有４个值。其中，（＋１）／（－１）

＝＋２表示空间目标从不存在到存在（文中用ＮＥ

表示）；（－１）／（＋１）＝ －２表示空间目标从存在

到不存在（文中用ＥＮ表示）；（＋１）／（＋１）＝０表

示空间目标一直存在（文中用ＥＥ表示）；（－１）／

（－１）＝０表示空间目标一直不存在（文中用ＮＮ

表示）。根据上述定义，式（１）中前两个算子的组

合具有１６种计算过程。空间目标在数据库的状

态是依赖于现实世界中的状态，下面给出空间目

标在数据库和现实世界中的状态彼此依赖的４个

关系：① 如果空间目标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则

其在数据库中一定不存在，即犗犚＝－１犗犇＝－

１；② 如果空间目标在数据库中存在，则其在现实

世界中一定存在，即犗犇＝＋１犗犚＝＋１；③ 如果

空间目标在数据库中的维数或图形尺寸增加，则

其在现实世界中一定发生了扩张变化；④ 如果空

间目标在数据库中的维数或图形尺寸减小，则其

在现实世界中一定发生了收缩变化。

根据上述４个依赖关系可推理出只有７个计

算过程有效，分别为
ＮＥ（ ）ＮＥ

、
ＥＮ（ ）ＥＮ

、
ＥＥ（ ）ＮＥ

、
ＥＥ（ ）ＥＮ

、

ＥＮ（ ）ＥＥ
、
ＮＥ（ ）ＥＥ

和
ＥＥ（ ）ＥＥ

。其中［ＮＥ，ＮＥ］表示空间

目标在现实世界和数据库中从不存在到存在，分

别表示现实世界 “出现”过程和数据库中“创建”

空间目标的操作，数据差是一个正整体空间目标，

称为［出现，正整体空间目标差］，见图１（ａ）；

［ＥＮ，ＥＮ］表示空间目标在现实世界和数据库中

从存在到不存在，分别表示现实世界中“消亡”过

程和数据库“删除”空间目标的操作，数据差是一

个负整体空间目标，称为［消亡，负整体空间目标

差］，见图１（ｂ）；［ＥＥ，ＮＥ］表示空间目标在现实世

界一直存在，在数据库中从不存在到存在，对应一

个“创建”空间目标的操作，数据差是一个正整体

空间目标，根据空间目标的数据采集原理，空间目

标在现实世界中一直存在，而在数据库中从不存

在到存在，则空间目标在现实世界中一定发生扩

张过程，称为［扩张，正整体空间目标差］，见图１

（ｃ）；［ＥＥ，ＥＮ］表示空间目标在现实世界一直存

在，在数据库中从存在到不存在，对应一个“删除”

空间目标的操作，数据差是一个负整体空间目标，

根据空间目标的数据采集原理，空间目标在现实

世界中一直存在，而在数据库中从存在到不存在，

则空间目标在现实世界中发生收缩过程，称为［收

缩，负整体空间目标差］，见图１（ｄ）；［ＥＮ，ＮＮ］、

［ＮＥ，ＮＮ］在数据库中不产生数据差，因此不是一

种有效的增量时空变化；［０，０］表示空间目标在现

实世界和数据库中一直存在，且整体状态不变，但

是空间目标可能发生多种类型的空间状态改变。

为了进一步分析增量时空变化，需要利用模

型中的后两个算子计算空间目标在空间状态上的

差异。

１）当犳（犗
犅
犇）／犳（犗

犃
犇）计算维数差时，取值有

三种情况，即＞０、＝０、＜０。“＞０”表示空间目标

维数增加，根据依赖关系③，可判定空间目标在现

实世界中发生“扩张”过程，称为［扩张，正维数

差］，见图１（ｅ）；“＝０”表示空间目标无变化；“＜

０”表示在数据库中空间目标维数减小，根据依赖

关系④，可判定空间目标在现实世界中发生“收

缩”过程，称为［收缩，负维数差］，见图１（ｆ）。

２）当犳（犗
犅
犇）／犳（犗

犃
犇）计算尺寸差时，取值也

有＞０、＝０、＜０三种情况。“＞０”表示在数据库

中空间目标的图形尺寸增加，可判定空间目标发

生“扩张”过程，称为［扩张，正部分图形差］，见

图１（ｈ）；“＝０”表示空间目标无变化；“＜０”表示

在数据库中空间目标图形减小一部分，可判定发

生“收缩”过程，称为［收缩，负部分图形差］，见

图１（ｉ）。

３）当犳（犗
犅
犇）／犳（犗

犃
犇）计算形状差时，取值有

＝０、≠０两种情况。“＝０”表示在空间目标无变

化；“≠０”表示空间目标在数据库中形状改变，空

间目标在现实世界中发生变形过程，在数据库必

然存在正部分差和负部分差，称为［变形，正负部

分图形差］，见图１（ｇ）。

４）当犳（犗
犅
犇）／犳（犗

犃
犇）计算位置差时，取值也有

＝０、≠０两种情况。“＝０”表示在空间目标无变

化；“≠０”表示空间目标发生偏移，空间目标在现实

世界中位置发生改变，在数据库中存在两种情况，

如果犗犅犇∩犗
犃
犇＝ 牔犇（犗

犅
犇）－犇（犗

犅
犇∩犗

犃
犇）＝０，则

产生了正部分图形差和负部分图形差，称为［偏移，

正负部分图形差］，见图１（ｊ）；如果犗
犅
犇∩犗

犃
犇＝ 

牔犇（犗犅犇）－犇（犗
犅
犇∩犗

犃
犇）＜０或犗

犅
犇∩犗

犃
犇＝，则数

据库中产生的差是正整体图形差和负整体图形

差，称为［偏移，正负整体图形差］，见图１（ｋ）。

新模型利用最小的算子集合实现单个空间目

标增量时空变化计算分类，在实际的空间数据库更

新过程中，空间目标会发生各种复杂的增量时空变

化，可基于上述基本增量时空变化组合形成单个空

间目标和多个空间目标的复杂增量时空变化。

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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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单个空间目标基本增量时空变化

Ｆｉｇ．１　Ｂａｓｉｃ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

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

２　多个空间目标的增量时空变化

许多复杂的变化会影响多个空间目标，如一

个空间目标（以下称主动目标）的变化会造成另外

一个空间目标（以下称被动目标）的改变。如

图２（ａ）所示，犗１和犗２变为犗３，犗１和犗２是主动目

标，犗３是被动目标。在变化中，主动和被动目标

状态通常会发生３种改变，即从不存在到存在、从

存在到不存在、一直存在但是空间状态改变。当

影响多个空间目标的变化发生时，在数据库中的

更新操作类型与单个空间目标变化对应的更新操

作类型相同。如图２（ａ）所示，主动目标犗１和犗２、

被动目标犗３对应一个更新操作集合，包括删除

犗１、删除犗２、创建犗３。对应的数据库差是两个负

整体空间目标差和一个正整体空间目标差。基于

主动目标和被动目标之间的关系，可以推理出影

响多个空间目标的变化过程。图２（ａ）中两个旧

空间目标变化后生成一个新空间目标，并且两个

旧空间目标与新空间目标具有继承关系，称这种

增量时空变化为［合并，１正狀负整体空间目标

差］，对应的数据差是狀个负整体空间目标差和１

个正整体空间目标差。图２（ｂ）中，一个旧空间目

标生成两个新空间目标，并且旧空间目标与两个

新空间目标具有继承关系，称这种增量时空变化

为［分裂，狀正１负整体空间目标差］，对应的数据

差是狀个正整体空间目标差和１个负整体空间目

标差。图２（ｃ）中，一个旧空间目标变为另外一个

新空间目标，并且旧空间目标与新空间目标具有

继承关系，称这种增量时空变化为［突变，１正１

负整体空间目标差］，对应的数据差是１个正整体

空间目标差和１个负整体空间目标差。图２（ｄ）

中，一个空间目标的改变导致另外一个空间目标

的消亡，消亡的空间目标与一直存在的空间目标

具有继承关系，称这种增量时空变化为［并入，狀

负整体空间目标差１正部分图形差］，对应的数

据差是１个正部分图形差和狀个负整体空间目标

差。图２（ｅ）中，由于一个空间目标的改变而生成

一个新空间目标，新空间目标与原空间目标具有父

子继承关系，称这种增量时空变化为［分割，狀正整

体空间目标差１负部分图形差］，对应的数据差是

１个负部分图形差和狀个正整体空间目标差。

图２　多个空间目标的增量时空变化

Ｆｉｇ．２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ｓｐａｔ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

３　应用分析

将基于模型确定的增量时空变化类型转换为

知识规则，用于实现增量信息的自动化提取，如

表１所示。下面以空间目标在现实世界中的三种

增量时空变化出现、消亡和扩张为例说明对应的

ＩＦＴＨＥＮ知识表达方法。

消亡　ＩＦＣｈａｎｇｅ（犚犻）＝“ＤＩＳ”Ａｎｄ犚犻

犞０Ａｎｄ犚犻∈犞
１ ＴｈｅｎＩｎｃ＝＜犃，－［犗犻：犃：犞，

犗犻：犛：犌］，Ｄｅｌｅｔｅ＞。在规则中，Ｃｈａｎｇｅ（犚犻）＝

“ＤＩＳ”表示现实世界中空间目标消亡，犞０表示旧

版空间目标，犞１表示新版空间目标，Ｉｎｃ表示增

量，－［犗犻：犃：犞，犗犻：犛：犌］是增量时空变化对应的

数据差，更新操作是Ｄｅｌｅｔｅ。

出现　ＩＦＣｈａｎｇｅ（犚犻）＝“ＡＰＰ”Ａｎｄ犚犻

犞
０Ａｎｄ犚犻∈犞

１ＴｈｅｎＩｎｃ＝＜犃，＋［犗犻：犃：犞，

犗犻：犛：犌］，Ｃｒｅａｔｅ＞。在规则中，Ｃｈａｎｇｅ（犚犻）＝

“ＡＰＰ”表示现实世界中空间目标出现，犞０、犞１、Ｉｎｃ

的含义同前，＋［犗犻：犃：犞，犗犻：犛：犌］是增量时空变

化对应的数据差，更新操作是Ｃｒｅａｔｅ。

扩张 规则１　ＩＦ Ｃｈａｎｇｅ（犚犻）＝“ＥＸＰ”

Ａｎｄ犚犻∈犞
０Ａｎｄ犚犻∈犞

１ＴｈｅｎＩｎｃ＝［犈，犌１－

犌０，Ｍｅｒｇｅ］。在规则中，Ｃｈａｎｇｅ（犚犻）＝“ＥＸＰ”表

示现实世界中空间目标扩张，犞０、犞１、Ｉｎｃ的含义

同前，犌１－犌０是增量时空变化对应的更新操作是

Ｍｅｒｇｅ，也就是将犌
１－犌０和犌０合并。

规则２　ＩＦＣｈａｎｇｅ（犚犻）＝“ＥＸＰ”Ａｎｄ犚犻

犞
０Ａｎｄ犚犻∈犞

１ＴｈｅｎＩｎｃ＝＜犈，＋［犗犻：犃：犞，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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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犻：犛：犌］，Ｃｒｅａｔｅ＞。在规则中，Ｃｈａｎｇｅ（犚犻）＝

“ＥＸＰ”、Ｖ０、犞１、Ｉｎｃ的含义同前，＋［犗犻：犃：犞，犗犻：

犛：犌］是增量时空变化对应的数据差，更新操作是

Ｃｒｅａｔｅ，也就是在数据库中增加空间目标［犗犻：犃：

犞，犗犻：犛：犌］。

表１　增量时空变化知识规则

Ｔａｂ．１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Ｒｕｌｅｓｏｆ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

算子 Ｃｈａｎｇｅ（犗
犃，犗

犅） 增量时空变化

犗
犅
犚－犗

犃
犚，犗

犅
犇－犗

犃
犇

［＋２，＋２］
［出现，正整体

空间目标差］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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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利用我国１∶２５万地形数据库中一幅标

准图幅的居民地目标数据的１９９８版和２００２版两

个版本的数据验证模型的实用性，１９９８版数据中

有１７７０个居民地目标，２００２版中有１８７９个居

民地目标，如图３所示。根据本文模型，有４６个

居民地目标发生了［消亡，负整体空间目标差］，

需要从新数据库中删除，１５５个居民地目标发生

了［出现，正整体空间目标差］，２５个居民地目标发

生了［偏移，正负整体图形差］，４０个居民地目标发

生了［偏移，正负部分图形差］，２０个居民地目标发

生了［扩张，正维数差］。相对于传统模式，利用增

量模式提供的更新信息在用户端的更新工作量节

省３０％，有效地提升了用户端的更新效率。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增量时空变化计算分类

模型，模型建立了基于空间目标多种状态的变化

图３　实验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分类框架，不仅可以表达变化过程，而且能够表达

产生的数据差。基于此模型，可以确定单个空间

目标１１种基本增量时空变化。通过组合１１种基

本增量时空变化，可推理出单个和多个空间目标

的复杂增量时空变化。但是本文提出的增量时空

变化分类研究是关于更新信息增量分发模式实现

的前提条件，还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增量

更新操作算子的定义和实现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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