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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交叉点快速搜索是海空重力测量数据质量评定的前提和基础。随着海空重力测网规模的不断扩大和

不规则测线的出现，现有的交叉点搜索方法无法保证快速、精确地搜索到所有交叉点。引入四叉树分解方法

来遍历测网交叉点，实现了交叉点附近的自动加密剖分；利用遍历比较大小取出主、副测线包络矩形的重合区

域，取出的索引和实际交叉点数量相当，有效避免了大量的冗余计算。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对于十万测点级

别的美国 EN01数据块，只要 0.28 s即可完成搜索，对于数百万测点的测网的搜索效率也大幅优于常规方法和

成熟商业软件。该方法利用遍历搜索保证了 100%的准确率，同时具有很高的搜索效率，普遍适用于海空重

力测网的交叉点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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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空重力测量［1-3］是以舰船或飞机为载体，综

合应用重力仪（或加速度计）、惯性导航系统（iner‑
tial navigation system，INS）、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GNSS）和 测

高、测姿设备测定海面或近地空中重力加速度的

一种动态重力测量方法［4-6］。目前，海空重力仍是

快速获取全球高精度、高分辨率重力数据的必然

选择［7-9］。海空重力测量中，由于明显的动态效

应，要求各个观测量同时进行测量［10］，但同一观

测量无法进行重复观测，因此测线往往布设成纵

横交错的网状，需要根据测网交叉点的符合程度

来评估整个测区的测量精度。交叉点快速搜索

是海空重力测量数据质量评定的前提和基础。

海空重力测量中，数据往往是离散的一系列

点，每条测线测点数量众多，用传统的逐一对比

的遍历搜索法求取交叉点效率非常低。因此，目

前常规的搜索方法主要采用非遍历搜索来提高

搜索效率。如常用的跳跃搜索法［11］、主副测线斜

率法［8］、坐标平均法［12］、多项式拟合法［13］等，以交

叉点附近相距最近的两个测点作为交叉点来处

理，理论上不严密，也难以保证搜索到所有的交

叉点。滑动窗口平均法［14-15］对上述方法进行了改

进，先给出近似交叉点，然后在搜索范围内滑动

进行遍历搜索，是一种提升遍历搜索效率的尝

试，但是其滑动窗口的宽度需要多次尝试才能确

定，而不合适的宽度可能导致无法找到所有交叉

点。此外，该搜索方法的遍历效率有待进一步提

升。总体而言，非遍历搜索方法效率一般较高，

但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准确率，且搜索方法缺少

普遍适用性，需要分别考虑不同的情况。而遍历

搜索方法对测网中所有的测点都会进行查询和

判断，不会有遗漏的情况发生，可以保证 100%的

准确率。因此，遍历搜索方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

提高遍历搜索的效率。

四叉树是地理信息系统中常用的空间索引

之一［16-17］。四叉树的结构比较简单，具有比较高

的空间数据插入和查询效率，比较适合遍历搜索

交叉点的情况。测网数据中的大部分线段往往

是不相交的，首先通过利用当前矩形内主、副测

线测点数的乘积是否大于预定值作为判定条件，

实现了交叉点附近的自适应加密；其次，通过遍

历对比取出四叉树叶节点中主、副测线包络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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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合区域的索引；然后，针对这些索引集合，构建

线性方程组求解来进一步判定和确定交叉点位

置。本文将四叉树分解引入到海空重力测网交

叉点的搜索中，优化了流程，改进了现有交叉点

搜索方法存在的不足，提升了海空重力测网交叉

点搜索的准确率和效率。

1 交叉点搜索和四叉树分解

1.1 测网交叉点的几何原理

一般而言，重力测线数据文件按照固定的采

样间隔对重力测量值进行存储，其中包括测点的

时间、飞行高度、经纬度（或平面坐标）及其重力

值等信息。交叉点搜索实际上是一个三维搜索

问题，利用水平方向的坐标信息，假定重力值数

据已被归算到同一水平面，这样可以将三维问题

简化为二维问题来进行考虑。

因此，第 i个测点的模型可以简化为：

Pi= ( xi,yi,gai)
式中，Pi表示第 i个测点的重力异常序列；xi表示

东西方向坐标；yi表示南北方向坐标；gai表示测点

上的重力异常值。

航迹线可以近似表示成平面坐标内的若干

个点连接而成，将相邻两个测点组成一个线段，

这样可以得到大量的线段序列，如图 1所示的简

化测网由两条主测线和两条副测线组成，每条测

线包含有大量的线段序列。交叉点的求取本质

上是判断这些线段是否相交并计算出相应的交

点坐标，这是一个平面几何的问题。从平面几何

的角度来说，如何得到确定交叉点的两条线段的

4 个 端 点 位 置 或 索 引 ，是 交 叉 点 搜 索 的 本 质

问题。

1.2 四叉树的基本原理及其在测网中的应用

四叉树是一种树状数据结构，每一个节点上

会有 4个子区块。四叉树常应用于二维空间数据

的分析与分类。四叉树索引的基本思想是将平

面空间递归划分为不同层次的树结构。将已知

范围的空间等分成 4个相等的子空间，如此递归

下去，直至树的层次达到一定深度或者满足某种

要求后停止分割，图 1中的灰色矩形框展示了四

叉树递归分解的过程。

已有的交叉点搜索方法通常是逐一取出主、

副测线，进行循环处理，从而得出交叉点的位置。

引入四叉树，可以将循环判定的过程转化为四叉

树递归分解，进而获取端点索引的过程。

在四叉树分解时，首先要将最小外包矩形取

出。最小外包矩形的定义来自于计算机图形学，

是指平行于纵横坐标轴，能包围整个测网的最小

外接矩形。判断线段是否相交通常是进行排斥

判断［18-19］，即主测线的最小外包矩形和副测线的

最小外包矩形是否存在重合区域（见图 2），如果

不存在重合区域，则肯定不会相交。分别取出测

网中主、副测线的外包矩形，交叉点只可能出现

在这两个外包矩形的重合区域，因此将该重合矩

形作为交叉点的搜索范围。以图 1为例，主测线

和副测线外包矩形的重合区域对应的就是其中

最大的灰色矩形，利用该矩形中心进行四分，得

到 4个子矩形，针对 4个子矩形再进行递归分解，

图 1中对应的分解层数为 6层。

四叉树分解的终止条件如何选择是提高交

叉点搜索效率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本文通过判定

当前矩形内主、副测线上测点数量乘积是否超过

预定值来决定是否需要继续剖分，通过利用判定

条件来实现控制剖分的精细程度，实现了四叉树

分解在测线密集、存在交点的区域自适应的加密

剖分，图 1中的灰色矩形分布清晰地反映出这一

图 2 快速排斥判断

Fig.2 Rapid Rejection Judgment

图 1 四叉树分解和测网、交叉点分布示意图

Fig.1 Diagram of Quadtree Decomposition, Survey
Lines and Inters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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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对四叉树分解完成后的叶节点，查询其中

主、副测线包络矩形的重合区域并输出该区域内

的测点索引，如图 3所示。假设图 3中最大的灰

色矩形对应四叉树剖分的某一叶节点，其中存在

主测线 1和副测线 2，小的灰色矩形分别为测线上

连续两点的包络矩形集合，通过遍历比较大小

（即多次应用排斥判断），可以得到 3个彩色矩形

为存在相交的区域，而交叉点必然在这个区域

中。因此，针对这一叶节点，只需要取出这 3个矩

形对应的测点索引即可。

通过四叉树分解和包络矩形重合区域的选

取，使得最终取出的索引数量和真正交叉点需要

的索引数量的量级相当。通过搜索查询和比较

大小，避免了大量冗余的计算判定过程，提高了

遍历搜索交叉点的效率。

2 线性方程组的构建和求解

判定线段是否两两相交的方法包括行列式

法、投影法和面积法等，文献［13］的研究表明，3
种方法的计算效率相当。选用最常用的行列式

法来求解，令两线段的 4个端点坐标分别为（x1，
y1）、（x2，y2）、（x3，y3）、（x4，y4），则两线段所在直线

的参数方程分别为：

x= x1 + t1 × ( x2 - x1) （1）
y= y1 + t1 × ( y2 - y1) （2）
x= x3 + t2 × ( x 4 - x3) （3）
y= y3 + t2 × ( y4 - y3) （4）

若两直线相交，则（x，y）为交点坐标，t1和t2为
待求参数，正好 4个方程、4个未知数，写成矩阵形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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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 y t1 t2 ]T=[ x 1 y1 x3 y3 ]T （5）
式（5）可以利用三角分解法进行求解。需要

注意的是，只有当 0≤ t1 ≤ 1且0≤ t2 ≤ 1时，直线

的交点才在线段上，是真正的交叉点。

3 程序设计

依照上述的相关原理，设计了海空重力测网

交叉点搜索流程，如图 4所示。首先载入测网，分

别取出测网中主、副测线的最小外接矩形，将两

个外接矩形的重合矩形作为交叉点搜索范围，对

该范围进行四叉树递归分解，直至子矩形中主、

副测线测点数乘积小于预定值，取出该四叉树叶

节点中主、副测线包络矩形重合区域的测点索

引，然后利用测点索引构建线性方程组，解方程

并输出所有的交叉点。程序核心主要是通过查

询和判定比较大小实现四叉树分解，数学模型简

单并且比较容易实现。

需要注意的是四叉树递归的终止条件，本文

选取的是当前矩形内主、副测线上测点数量乘积

的大小是否超过预定值来决定是否需要继续剖

分。这个预定值过大会导致四叉树分解不彻底，

线性方程组求解时间会延长；而预定值过小，则

会导致四叉树分解过度，虽然求解方程少了，但

图 4 交叉点搜索程序流程

Fig.4 Flowchart of Intersections Search

图 3 包络矩形重合区域示意图

Fig.3 Diagram of Overlapping Area of Envelope
Rect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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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程序整体效率并不高。

为了确定预定值的大小，进行了多次对比实

验。假定测网中确定一个交叉点的规模大致为：

A= m× n/k （6）
式中，A表示计算规模的大小；m表示所有主测线

包含的测点数；n表示所有副测线包含的测点数；

k为测网中实际交叉点的个数。

取 某 测 网 为 例 ，其 中 m= 4 694 519，n=
1 440 546，k= 310，按式（6）计算得 A= A 0，约为

2.18×1010。进行多次计算，将同一规模测网（A

保持不变）的计算时间按照其最小值进行归一

化，计算时间随不同预定值的变化情况如图 5所
示。蓝色系的 3条线对应 A= A 0 的 3次计算结

果，绿色系的 3条线对应将原数据按照 5倍采样

间隔进行抽稀后的 3次实验结果，红色系的 3条
线对应将原数据按照 10倍采样间隔进行抽稀后

的 3次实验结果，黑色系的 3条线对应m和 n大致

不变，而 k放大 289倍的 3次实验结果。可以看

出，针对同样的 A值，曲线只存在细微的波动，说

明程序的计算时间比较稳定。对不同规模的曲

线而言，将曲线细微波动视为系统误差，测网规

模越大，归一化曲线的最小时间分布相对越宽

（蓝>绿>红>黑），对应可选择的比较好的预定

值范围越大。另外，当预定值在 1×104~1×105

之间时，图 5中的曲线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斜率

突变，对应的是电脑性能导致的拐点，该拐点反

映了电脑运算性能在测网分解和构建方程求解

运算之间达到的最佳平衡点，不同性能的电脑，

拐点位置可能会有所不同。

对于不同规模的测网做了大量实验，都得到

了类似的结果。总体来说，利用拐点处横坐标对

应的预定值可以获得程序计算的最小时间，考虑

到系统误差和拐点两侧曲线的斜率变化，通常取

小于拐点一定范围内的预定值即可以满足实际

需要。

4 算例分析

4.1 美国大地测量局 EN01数据块

2013 年 3 月美国大地测量局（National Geo‑
detic Survey，NGS）对 外 发 布 航 空 重 力 测 量

EN01数据块［14，20-22］，包含观测点的测线号、采样

时间、纬度、经度、大地高以及绝对重力值，共

102 844个数据点。表 1给出了 EN01数据块的设

计参数。

图 6中给出了四叉树分解的矩形分布和最终

的交叉点，可以看出四叉树分解主要在交叉点附

近进行自适应加密。实际处理中，EN01数据块

约十万个测点，四叉树剖分进行了 1 077次，取出

的测点索引共 608个，经过解方程，最终利用索引

中的 248个确定交叉点 62个（每 4个索引确定一

个交叉点）。这些数据客观反映了算法提高计算

效率的过程。

图 5 不同预定值的归一化计算时间变化图

Fig.5 Normalized Calculation Time Variation for
Different Predetermined Values

图 6 EN01数据块的四叉树分解及交叉点分布

Fig.6 Quadtree Decomposition and Intersections
Distribution of Data Blocks EN01

表 1 EN01 数据块的设计参数

Tab.1 Parameters of Data Block EN01

参数名

测线间距/km

名义飞行高度/m
名义飞行速度/(km∙h－1)

采样率/Hz

测线条数/条

测点数量/个
交叉点数量/个

参考值

主测线：10
副测线：80
6 096
407.44
1

主测线：26
副测线：5
重复线：0
102 84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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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考虑到矩形分解对于水平或垂直方向

的测线效率最佳，可以将主测线或副测线旋转到

近似水平方向。这时，整个测网的外包矩形更

小，通过四叉树分解查询和比较的效率更高。在

实际计算中，旋转后的生成索引效率提升了约

10%~30%。表 2给出了时间对比情况，逐一遍

历法和本文搜索方法的运行环境为：Intel Xeon
E3-1230 v5@3.4 GHz，内存 8 GB。其他搜索方法

的搜索时间来自文献［14］，其使用的硬件信息

为 ：Intel Core i3-2350M@2.3 GHz，内 存 4 GB。
可以看出本文搜索方法的搜索时间明显少于其

他方法，在十万级测点的测网规模找到交叉点只

要 0.28 s即可完成，且正确率为 100%。

4.2 国内某大型测网算例

另有国内某重力测网数据包含有 4 877 988
个测点，约 16×104 km测线，具体的软件运行环

境和§4.1中相同。利用本文方法搜索并找到全部

24 251个交叉点用时约 9.7 s。表 3列出了本文方

法与现有成熟软件 Oasis Montaj之间交叉点搜索

的耗时情况对比，本文方法大幅度缩短了航空重

力测网交叉点搜索的运行时间。

5 结 语

海空重力测量中求取测线交叉点的核心思

想就是能够快速准确地确定交叉点的位置［13］。

常规的各种搜索方法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可能

存在效率或准确率不高的问题。本文提出的基

于四叉树分解的海空重力测网交叉点搜索方法

可以普遍适用于所有测线交叉点的求取情况。

和传统的逐一遍历比对方法相比，四叉树分解提

升了数百倍的搜索效率；和其他的非遍历方法相

比，四叉树分解效率更高且具有 100%的准确率；

和成熟商业软件对比，本文方法也具有比较明显

的时间优势。有关测网的应用表明，本文方法简

单有效，实际应用效果较好。

参 考 文 献

［1］ Ning Jinsheng，Huang Motao，Ouyang Yongzhong，
et al. Development of Marine and Airborne Gravity
Measurement Technologies［J］. Hydrographic Sur‑
veying and Charting，2014，34（3）：67-72（宁 津

生，黄谟涛，欧阳永忠，等 . 海空重力测量技术进

展［J］. 海洋测绘，2014，34（3）：67-72）
［2］ Ouyang Yongzhong. On Key Technologies of Data

Processing for Air-Sea Gravity Surveys［D］. Wu‑
han：Wuhan University，2013（欧阳永忠 . 海空重

力测量数据处理关键技术研究［D］. 武汉：武汉大

学，2013）
［3］ Bell R. High Resolution Marine And Airborne Gravi‑

ty Surveys：Applications To Rifted Margins［D］.
Columbia：Columbia University，1989

［4］ Huang Motao，Zhai Guojun，Guan Zheng，et al.
Determination of Ocean Gravitational Field and Its
Application［M］. Beijing：Surveying and Mapping
Press，2005（黄谟涛，翟国君，管铮，等 . 海洋重力

场测定及其应用［M］. 北京：测绘出版社，2005）
［5］ Verdun J，Bayer R，Klingelé E E，et al. Airborne

Gravity Measurements over Mountainous Areas By
Using a Lacoste and Romberg Air‑Sea Gravity Meter
［J］. Geophysics，2002，67（3）：807–816

［6］ Bell R，Coakley B，Stemp R. Airborne Gravimetry
from a Small Twin Engine Aircraft over the Long Is‑
land Sound［J］. Geophysics，1991，56：1486-1493

［7］ Xia Zheren，Sun Zhongmiao. Airborne Gravimetry
Technique and Its Applications［J］. Science of Sur‑
veying and Mapping，2006（6）：43-46（夏哲仁，孙

中苗 . 航空重力测量技术及其应用［J］. 测绘科学，

2006（6）：43-46）
［8］ Sun Zhongmiao. Theory，Methods and Application

of Airborne Gravimetry［D］. Zhengzhou：Informa‑
tion Engineering University，2004（孙中苗 . 航空重

力测量理论、方法及应用研究［D］. 郑州：信息工程

大学，2004）
［9］ Huang Motao，Liu Min，Ouyang Yongzhong，et al.

Analysis and Calculation of the Statistical Models of
Marine Gravity Field Character［J］.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2019，44

表 2 EN01用不同搜索方法的相关统计信息

Tab.2 Statistics of Different Search Methods for EN01

搜索方法

逐一遍历法

坐标平均法

主副测线斜率法

滑动窗口法

本文搜索方法

搜索时间/s
77.3
8.2
7.7
7.9
0.28

正确率/%
100
85.4
89.5
100
100

表 3 国内某测网不同搜索方法的相关统计信息

Tab.3 Statistics of Different Search Methods for
Domestic Data

搜索方法

逐一遍历法

Oasis Montaj

本文搜索方法

搜索时间/s

3 167.3

33.4

9.7

正确率/%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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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Quadtree Decomposition to Intersections Search of
Air-Sea Gravity Survey Grid

XU Guangjing 1，2 ZHOU Jianxin 2 SHU Q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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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s: How to search intersections fast is the premise requirements of the quality evalua‑
tion of air-sea gravimetry data.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scale of the air-sea gravity survey net‑
work and the emergence of irregular survey lines, the existing intersections search methods are hard to en‑
sure that all the intersections can be quickly and accurately searched.Therefore,how to improve the searching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Methods: We introduce the quad tree decomposition

1852



第 47 卷第 11 期 徐光晶等：四叉树分解在海空重力测网交叉点搜索中的应用

method to search the intersections of survey network, conduct the automatic refined subdivision near the in‑
tersections and then use the traversal comparison size to extract the overlapping area of the envelope rectan‑
gle of the main and auxiliary survey lines. By using rapid rejection judgment and repeated iterative search,
the magnitude of indexes’ number retained is equivalent to the actual intersections, which effectively
avoids the large amount of redundant calculation. The method was programed and verified.Results: One ex‑
periment shows that the method can complete the search in only 0.28 s for the block EN01 airborne gravity
data from gravity for the redefinition of the American vertical datum (GRAV-D) project, which has about
100 000 survey points; and another one shows that the search efficiency of the method for a survey network
of 4 877 988 survey points is also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existing methods and mature commercial soft‑
ware.Conclusions: This method uses traversal search to ensure 100% accuracy, and has high searching effi‑
ciency. It is universally applicable to the intersections  search of air-sea gravity network, and has excellent
practical application effect.
Key words：intersections；survey grid；quad tree decomposition；air-sea gravity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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