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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基于大圆弧ＱＴＭ的球体八叉树与变长八叉树剖分的原理、方法及其网格体系的特点，推导了

网格单元的体积公式，讨论了横向同层网格与径向同列网格的体积变形规律，并与退化八叉树剖分进行了比

较，阐述了球体八叉树的编码与解码方法。研究表明，基于大圆弧 ＱＴＭ 的球体剖分充分利用了大圆弧的特

性，所得的网格体系具有简单、规整和变形适中的特点，可以用于天地一体化空间数据的组织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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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离散网格（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ｇｌｏｂａｌｇｒｉｄｓ，ＤＧＧｓ）

是一种非欧空间数据模型，是覆盖整个球面的一

套网格体系，每个网格单元与其内的一个单独点

相关联［１］，具有层次性和全球连续性特征，既规避

了平面投影引起的地理空间的变形与断裂，又克

服了传统ＧＩＳ应用的约束和不定性，即可以以一

定的精度对多分辨率的空间数据进行规范表达、

组织、分析和计算［２］，有望从根本上解决平面模型

在全球多分辨率空间数据管理上的断裂、变形和

拓扑不一致等问题［３５］。本质上，ＤＧＧｓ属于栅格

数据模型，网格的大小均匀性（等积性）和空间分

布的规整性（拓扑关系一致）十分重要，以便用统

一的坐标系进行规范度量。可球面与平面不同

胚，不能被相等正多边形完美覆盖。自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开始，国际上一些学者先后提出或修正了

球面离散网格的评价标准［２］，其核心就是保证球

面网格的近似均匀性和一致性，进而也就成为指

导球面离散剖分的原则。从经纬网格、变经纬网

格到球面Ｖｏｒｏｎｏｉ网格、基于正多面体的网格，人

们已提出了２０多种球面网格剖分方法，我国学者

还提出了空间信息多级网格的概念［６］。基于正多

面体的剖分网格具有规则性、层次性和全球连续

性的特点［２］，其已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

在所有基于理想多面体的剖分方法中，正八

面体有其独特的特征：其６个顶点可以分别定位

在南北极点和赤道上经度为０°、东西经９０°、东西

经１８０°的４个点上，给定任意点的地理坐标，就能

准确计算出它落在八面体的那个面上。因此，

Ｄｕｔｔｏｎ首先选择正八面体和四元三角网（ｑｕａｔｅｒ

ｎａｒｙ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ｍｅｓｈ，ＱＴＭ）作为全球ＤＥＭ组织

的基础［７］。本质上，ＱＴＭ 模型是对球面内接八

面体的弦进行循环二分，然后映射到球面上，也相

当于采用“经纬度平分法”对球面三角形进行循环

细分［８］。有学者认为，ＱＴＭ 剖分对单元顶点的

定义是明确的，但对顶点之间的连线（即网格的

边）的定义则较模糊［９，１０］。也有学者认为，ＱＴＭ

网格的边可以是球面大圆弧［１０，１１］。赵学胜等对

ＱＴＭ网格的变形进行了分析
［２］。明涛等从剖分

网格中单个结点与拓扑邻近结点间空间格局的角

度对格网结点空间的均匀性进行了评价，对６种代

表不同类型的全球离散格网模型进行了研究，得出

基于正八面体的网格模型劣于基于二十面体的网

格模型，但优于等积经纬网格模型；只要剖分层次

足够多，各种网格模型都有可能从整体上达到相对

均匀的粒度［１２］。吴立新等提出了一种球体退化八

叉树剖分模型［１３］。球面离散剖分方法一般不能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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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推广到球体剖分，除非网格单元的边为测地线

（基于球心投影的大圆弧），如大圆弧ＱＴＭ剖分，

中间的球面三角形面积较其他的大。为了弱化这

种差异，赵学胜等提出了将纬向大圆弧用纬线弧

代替的改进ＱＴＭ方法
［１１］；Ｓｏｎｇ

［１４］甚至使用优化

小圆弧得到了等积球面网格（其他的基于等积投

影的剖分方案也归此类）。对于单纯的球面剖分，

这些方法无疑是有效的。但这些小圆弧跟球心却

不在一个平面上，利用球的直径去分割，必然存在

曲面（圆锥面）。球体退化八叉树的复杂性就是直

接应用经纬网格的结果。小圆弧的引进破坏了立

体网格单元之间在形状上的简单性与相似性，并

使其本来可以整齐划一的空间关系变得错综复

杂。因此，本文提出了基于测地线的剖分是球体

剖分的基本原则，以及基于大圆弧 ＱＴＭ 的球体

八叉树剖分方案及其变长八叉树剖分方案。

１　基于大圆弧犙犜犕 的球体八叉树

剖分

１．１　球面剖分

首先，以０°～１８０°首子午圈和与之垂直的东

西经９０°子午圈以及赤道把球面分为等积的８个

球面三角形；然后对每个三角形分别取三边弧的

中点，并用大圆弧连接，形成４个二级球面三角

形；最后依据此方法（取边弧的中点，大圆弧连接）

依次对此后各级的球面三角形进行递归剖分，直

到满足应用为止（从１／８球体起算，递归的层次数

为狀，下文同）。

１．２　径向剖分

从网格的每个结点向球心引直线（球的半径

为犚），然后以犚／２狀将半径等分，在各分层处以球

面进行剖分（以球心为原点，以犽犚／２
狀为半径画

球，犽＝１，２，…，２狀－１），这样就可以把球分割为整

齐一致的球面三棱台（上下底面为球面，侧面为平

面），其中球心处为球面三棱锥。以棱台／棱锥的

几何中心为网格参考点，把球理解为包括大气层

在内的地球，可实现对整个重力场的剖分，其三维

可视化效果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ＱＴＭ八叉树剖分效果

Ｆｉｇ．１　３Ｄ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ｃｔａｎｔＧｒｉｄ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Ｏｃｔｒｅｅ

该剖分方案具有以下特点：① 网格单元形状

简单。网格单元形状有两种：球心附近的为球面

三棱锥，其余各层均为球面三棱台，所有网格单元

的（上下）底面为球面，侧面均为平面。同层网格

的形状相似，体积形变性质与幅度等同于相应的

球面网格（也就是网格单元的底面）；同列网格的

体积不同。② 网格体系排列规整，单元之间的空

间关系简单一致。所有各层网格整齐、均匀、紧

致、对称地排列在球心周围。横向同层网格单元

的几何中心都均匀地分布在同一个球面上，且形

状相似，保持了地球的圈层结构；径向同列网格的

几何中心和上下底面的几何中心都位于同一球体

直径上，对应整齐。整体上，各层网格单元的空间

（拓扑）关系几乎完全一致（完全八叉树），这对于

网格单元的编码与空间关系的推理具有重大意

义。③ 网格分布与地心空间直角坐标系对应整

齐，但与经纬网格的关系不明显，通过特定的编码

与解码方法，可以实现网格编码与常规坐标系之

间的相互转换。

２　网格单元体积变形分析

２．１　大圆弧犙犜犕 球体八叉树剖分的网格单元

体积变形分析

２．１．１　网格单元体积公式推导

球面三角的面积为：

犛＝ （犃＋犅＋犆－π）狉
２
＝ （θ－π）狉

２ （１）

式中，犃、犅、犆为球面三角形的３个内角；狉为球的

半径；θ为三角形的内角和。

由于这里网格单元的侧面为平面，因此每个

网格单元的体积都等于以球心为顶点的两个球面

三棱锥的体积之差，而且可以直接利用棱锥的体

积公式进行计算，不用积分。把式（１）代入棱锥体

积公式，求差得到网格单元的体积公式为：

犞 ＝ （犃＋犅＋犆－π）（狉
３
１－狉

３
０）／３＝

（θ－π）（狉
３
１－狉

３
０）／３ （２）

当形状为三棱锥时，狉０＝０。与吴立新等提出的球

体退化八叉树剖分模型公式［１３］相比，这里的体积

公式要简单得多。

２．１．２　同层网格体积变形分析

由式（２）可知，网格单元的体积与球面三角形

的内角和θ和上下底面的球面半径狉有关。根据

大圆弧ＱＴＭ剖分的性质可知，同层网格除了内

角和不同外，其余都相同，因而网格单元的体积比

等于其底面球面三角形的面积比。即

犞１∶犞２ ＝犛１∶犛２ ＝ （θ１－π）∶（θ２－π）（３）

５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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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大圆弧ＱＴＭ 球体剖分同层网格单元的体

积变形与球面 ＱＴＭ 网格的面积变形相等，而且

体积与面积的比仅与球面三角形的内角和有关，

与边长和球的半径等其他因素无关。随着递归层

次的增加，面积最小的三角形趋近于平面的速度

大约是面积最大三角形的２倍。相应地，球体八

叉树剖分同层网格的最小单元趋近于普通欧氏三

棱柱或三棱锥（其底面和侧面均为平面）的速度大

约是最大单元的２倍。在递归剖分８到９次之

后，单元体积的变形基本稳定。

２．１．３　径向同列网格的体积变形特征

径向网格单元上下底面三角形的内角和相

等，那么它们的体积比就等于上下底面半径立方

之差的比。即

犞１∶犞２ ＝ （狉
３
１－狉

３
０）∶（狉

３
２－狉

３
１） （４）

式中，犞１是指球心处三棱锥的体积；犞２是紧邻三棱

锥的三棱台的体积，也就是从内向外排列的。如果

径向剖分是随着球面剖分层次的犚／２狀等距剖分，

那么当狀＝１时，其网格单元的体积比为１∶７；当狀

＝２时，其体积比为１∶７∶１９∶３７。很容易推导，

在径向等分的规则下，无论是以犚／２狀等分或是以

犚／狀等分，都符合这个规律。可见，基于特定剖分

规则，同列网格的体积分布有着固定的比例规律，

因而在径向纵列上，大圆弧ＱＴＭ网格单元的最大

体积与最小体积之比，即最外层的三棱台的体积与

相应球心处的三棱锥的体积之比是发散的。

２．２　大圆弧犙犜犕 球体变长八叉树剖分及其网

格单元体积变形分析

与ＱＴＭ球体八叉树剖分不同，球体退化八

叉树的整个网格体系最大、最小体积比是收敛的，

其收敛值为８．８９
［１３］。实质上，球体退化八叉树是

引进小圆弧的剖分方法，以增加单元变形和连接

复杂程度为代价，换取体积指标的基本一致。从

前面的讨论可知，大圆弧 ＱＴＭ 剖分可分为球面

剖分与径向剖分两个相对独立的步骤。为了使径

向网格大小均匀，提出如下大圆弧 ＱＴＭ 球体变

长八叉树剖分方案：面剖分与 ＱＴＭ 球体八叉树

相同，而径向通过半径不等长递归剖分的方法实

现径向同列网格单元体积相等，进而在不引进小

圆弧的情况下，实现整个网格体系单元体积的近

似相等，其变形的幅度与同层球面网格面积变形

一致，与八叉树剖分体积变形一致，其收敛值小于

２，且网格单元形状相似，排列整齐，仍为完全八叉

树，不增加连接上的复杂性。

根据式（４），设球的半径为１（单位球），递归

的层次为狀，径向上对球半径递归剖分的结点从

球心向外依次为 犡０（＝０），犡１，犡２，…，犡犽，…，

犡２狀－１，犡２狀（＝１），则相邻网格单元的体积比λ为：

λ＝
犡３犽－犡

３
犽－１

犡３犽＋１－犡
３
犽

，犽＝１，２，４，…，２
狀－１ （５）

　　令λ＝１，将式（５）展开，可得：

犃犡＋犔＝０ （６）

式中，

犃＝

２ －１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００ ０

０ ０ １ －２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２ １

０ ０ ０ ０ … ０ １ －

熿

燀

燄

燅２ ２
狀－１
×２
狀－１

犡＝ ［犡
３
１ 犡３２ … 犡３２狀－１］２狀－１×１

犔＝ ［０ ０ … １］２狀－１×１

　　将狀＝１，２，…代入式（６），解方程即可得到犡

的 值，其 序 列 为
３

１／２槡
狀、

３

２／２槡
狀、

３

３／２槡
狀、…、

３
（２狀－１）／２槡

狀，按此比例对地球半径进行递归剖

分，即可得到大致均匀的网格体系，如图２所示。

图２　ＱＴＭ变长八叉树剖分效果

Ｆｉｇ．２　３Ｄ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ｃｔａｎｔＧｒｉｄ

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ＵｎｑｕｅａｌＯｃｔｒｅｅ

球体退化八叉树与ＱＴＭ球体变长八叉树网

格单元的变形比较如图３所示。可见，变长八叉

树不但收敛的速度快，而且收敛值比较小，效果明

显优于退化八叉树。

图３　球体退化八叉树与ＱＴＭ变长八叉树的

网格变形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ｏｆＧｒｉｄ’ｓＶｏｌｕ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ｎｅｑｕａｌＯｃｔｒｅｅａｎｄ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Ｏｃｔｒｅｅ

２．３　球体八叉树剖分的其他形状特征变形分析

从球面网格的剖分层次看，球体 ＱＴＭ 八叉

６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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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包括变长八叉树）的球面网格随着网格的不断

细化，三角形的最大和最小面积的比值越来越大，

但其变化率越来越小，最终收敛于２
［２］；退化八叉

树具有类似的性质，但其收敛于２．２２
［１３］。同层网

格相比，球体八叉树优于退化八叉树。

从球面网格的最大和最小边长的比值来看，

球体ＱＴＭ八叉树（包括变长八叉树）与其面积比

值有着类似的规律，最终收敛于２
［２］。文献［１３］

并没有对退化八叉树最大、最小边长的比进行直

接研究，但由于退化八叉树引进了纬线小圆弧，其

同层网格最大、最小边长的比值必定劣于八叉树

及变长八叉树。

从径向的棱长看，八叉树与退化八叉树的棱

长局限于对应层的等分幅度内，而变长八叉树则

差别较大，其就是以此为代价换来了整体网格粒

度最大程度的相对均匀。

２．４　球体八叉树与变长八叉树剖分的编码与解

码原理

网格编码是一个将多维离散空间映射到一维

空间的过程，并尽量保持原有的空间相关性、快速

的地理坐标与编码的互换能力以及高效的邻近网

格搜索能力［１５］。由于网格编码既表示了空间位

置，又具有比例尺和精度信息，因而具有处理多尺

度空间数据的潜力。球面ＱＴＭ四叉树网格已有

多种编码方案，如固定方向编码［１６］、ＺＯＴ编码
［１７］

和ＬＳ编码
［２］等。以固定方向编码为例，该法将八

面体按等边三角形投影（ｅｑｕａｌ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ＥＴＰ）首先把经纬度通过ＥＴＰ投影转换为狓、狔值；

然后比较位置点（狓，狔）到４个三角形中心点的距

离；选择距离最小的三角形，记录其地址码；依此类

推，直至划分到一定层次或位置点到三角形中心的

距离小于一定的值。同理，仍以笛卡尔坐标作为桥

梁，可以实现从地址码到经纬度的逆变换［１６，１８］。此

外，ＱＴＭ四叉树还有很多编解码方案
［８，１８，１９］。

如前所述，球体八叉树剖分是球面四叉树和

球径二叉树剖分的组合，用球面四叉树编码加上

径向二叉树编码即可确定任一八叉树网格的空间

位置（一个完整的八叉树网格编码还包括首位０、

１、２、…、７的八分体识别码）。二叉树的基本编码

方法如下：把每次剖分的格按次序（从球心到球

面）转化为与层次相对应的二进制位编码即可。

如第一次剖分的编码为０（球心处）、１，第二次剖

分为００、０１、１０、１１，依此类推。四叉树编码与经

纬度的互换前面已解决，这里只要再解决径向二

叉树的编解码问题，即可实现网格地址与其三维

位置（经纬度＋地心距离）的互换。径向二叉树的

编解码原理如下：设某一点到球心的距离为犱，剖

分的层次为狀，用犱除以地球的平均半径得商犲，

把犲转化为以２狀为分母的分数，取其分子的整数

部分加上１（如果为整数，则不加１），然后再将其

化为狀位二进制码，即得到其二叉树码。反之，已

知某二叉树码（对于一个完整的八叉树码，需根据

其规则截取二叉树码），设其位数为狀，把其转化

为十进制数，再乘以地球的平均半径与２狀的商，

就得到该编码所对应的点到球心的距离。由此可

知，二叉树的编码没有误差，而解码的精度在一个

网格范围内。变长八叉树的编解码方法与八叉树

原理上是一样的，其精度也相仿，但剖分的比例不

同。将变长比例代入相应的解码公式即可。通过

上述方法，笔者实现了八叉树和变长八叉树编码

与网格三维空间位置的相互转换。

上述编码方案充分利用了已有的研究成果。

其实，由于球体（变长）八叉树剖分具有中心对称

性和整齐性，可以预见，其还适用于一般的八叉树

编码，如规则八叉树或线性八叉树等，而且还可以

全球统一编码。编码与解码方法是全球离散网格

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有关（变长）八叉树编解码

方法及其效率和精度的进一步研究是后续的主要

方向之一。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的八叉树剖分充分利用了测地线的

性质，采用“四叉树＋二叉树”的编解码方法，简单

易懂。此外，变长八叉树剖分还实现了整体网格单

元均匀度最优（限于讨论的三种方案），有效克服了

八叉树网格单元体积相差较大的缺陷；从剖分效果

上看，从球心到球面，径向网格剖分的尺度从粗到

细，这与人类目前对地球认识的熟悉程度相适应；

同时可以“精确”按地球实际圈层尺度进行剖分（即

给定尺度间隔任意剖分），根据其简单的体积比数

学表达式，可以了解特定剖分方案下网格粒度的比

例关系。总之，该方案可以用于全球三维空间信息

的组织与管理。当然，由于三维离散网格的复杂

性，编解码方法的优化与创新、空间拓扑关系的描

述与推理、天地一体化的空间数据结构、大尺度海

量空间数据的组织与管理、基于全球三维离散网格

的应用模型的建立等都是有待研究的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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