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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 , 城市变化日新月异 ,城市基础地形数据的更新成为困扰城市测绘部门和规划管理部门的重要问

题之一。从城市规划管理体制入手 , 提出利用规划管理成果实施城市基本比例尺地形图更新的流程和策略 ,并对更新过程中出现

的接边问题和接边算法流程作详细论述 ,最后提出历史数据回溯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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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城市基础地理数据是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的

核心和基础。城市基础地理数据库是客观世界的表

达模型 ,它是将表示城市基本面貌并作为其他专题数

据统一的空间定位载体的地形 、道路 、建筑物 、水系 、

境界 、植被 、地名等基础空间信息以结构化文件形式

组成的集合。城市基础地理数据库建成后 ,必须对其

进行动态的维护与更新 ,以保证数据的现势性 ,提高

数据的质量。这也是数据库建设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特别是随着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 , 城市变化日新月

异 ,城市基础地理数据的更新速度和周期远远满足不

了城市规划 、管理工作的需要 , 给规划 、管理决策造

成困难。因此 , 如何快速 、有效 、准确地将建设的变

化信息及时准确地反映在基础地理数据库中就成为

我们当前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提出并探讨了

基于规划管理成果的城市基础地形数据的更新策略 ,

即从建设项目的起点———规划审批(建筑红线和用

地红线划拨)和终点———竣工验收(竣工测量)入

手 ,实施基本图的更新。

　　二 、城市基础地形数据更新模式

地形图数据库的更新模式一般包括增量更新

和版本式更新。增量更新的依据是基态修正时空

数据模型。这种更新模式先用现状数据取代历史

数据 ,再建立现状数据与历史数据的联系 ,以便能

在反映现状数据的同时 ,随时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响

应。基态修正模型非常适用于全局变化较少 ,而局

部变化较多的情形。对于局部的单个或少数几个

对象的变化 ,基态修正模型仅存储发生变化的对

象。基于基态修正模型的这种特性 ,在进行时空数

据库设计时能够较好地采用关系数据库存储这种

对象变更的亲缘继承关系 。因此 ,对于基于城市规

划管理成果的城市基础地形数据来说这种更新的

模式比较合适 ,本文主要探讨采用此模式来更新基

础地形数据。版本式更新则是对地形图重新测绘 ,

也可以是修测后用新测或修测地形图数据全部替

换旧地形图数据 。相对于整个城市空间基础数据

而言 ,更新的部分只是少数 ,没有更新的部分的数

据也需要在各个不同的版本中重复存储 ,从而造成

大量的数据冗余 ,给数据的存储和备份造成一定的

麻烦 ,所以版本式更新不适合基于规划成果的城市

基础地形数据更新 。

　　三 、城市基础地形数据更新流程及方法

利用规划管理成果更新基础地形图数据就是在

建设项目完工后 , 及时进行项目竣工测量 , 用竣工测

量的成果来最终更新基础地形图 。工程建设项目流

程与基本地形图更新过程如图 1所示。这样就保证

了基本地形图的现势性 ,达到了实时更新的目的。

数据增量更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图 2为数据

更新示意图。用右边的更新数据(竣工成果图或地

形图修补测)去替换左边数据库中的地形数据就必

须在数据库中确定变更范围 ,在替换中还要处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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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接边等问题。为了保证更新后数据的现势性与

准确性 ,需要按照一定的步骤和方法实施数据更新 。

1.更新范围与图层的确定

在数据更新之前 ,需要确定数据更新的目标 、

范围(如图 2中左图内的粗线边框)。因为采取图

层对图层的更新方式 ,所以在更新前更新数据中的

图层与数据库中的地形数据图层要进行图层匹配。

2.更新过程中要素接边策略的确定

在变更过程中会遇到变更要素与原要素接边

的问题 。如图 3所示 ,原要素在变更范围的部分被

变更要素替换后 ,原要素的变更范围外的部分(A

部分)要与替换的变更要素(B部分)接边形成一个

完整的地理要素 。

图 3　接边示意图

(1)线状要素自动接边配置

1.搜索参与接边的对象。让图幅内所有的地

理要素参与接边是不必要的 , 这将严重增加算法的

复杂度。为提高效率 , 算法首先搜索变更范围左右

边参与接边的地理要素 。搜索的方法如下:给定一

个阈值 d1(如图 4所示),以这个阈值大小为半径 ,

以原要素与接边线的交点为圆心形成缓冲区 。凡

是与这个缓冲区相交的线状要素参与下一步的接

边;未与这个缓冲区相交的线状要素不参与下一步

的接边。

图 4　搜索参与接边的线要素示意图

2.接边优先策略设置 。对于更新的城市基础

地理数据应该保证其精度要求 ,更新数据与数据库

中的数据可能精度不一样。在更新前需要对接边

过程进行接边优先设置。如果变更数据的精度比

数据库中的精度高 ,那么可以选择接边到更新要

素 ,而且该方式简单易行 , 适用于接边误差在精度

允许范围内的各种直线 、多义线类的接边处理 , 容

易实现接边的全自动批量处理 。如果数据库中的

数据精度比变更数据的精度高 ,可以选择接边到原

要素 。如果二者的精度相差不大可以选择平均法

接边 。以上三种常用接边方法 (见图 5)各有优缺

点 , 可根据图形的实际情况来分别采用。

图 5　接边策略

3.属性匹配 。上述接边优先策略设置只是涉

及图形方面 ,在真正的接边过程中还必须考虑原要
素与变更要素的属性匹配。接边后的新要素的属

性可以是原来两个要素中其中一个的属性 ,也可以

由原来两个要素的属性采用一定的方法计算得到 。

(2)面状要素自动接边配置

面状要素接边注意的是接边后的图形角度不

会严重变形。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接边。

1.搜索参与接边的对象。给定一个阈值 d1,以

这个阈值为大小 ,求取接边线的双侧缓冲区 , 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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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个缓冲区相交的面状要素 , 分别记录在两个集

合里(原要素与变更要素各一个),参与下一步的接

边;未与这个缓冲区相交的线状要素 , 排除在集合

之外 , 不参与下一步的接边。然后遍历变更要素集

合里面的面要素 ,给定一个阈值 d2,求取变更要素

缓冲区 ,凡是与这个缓冲区相交的原要素集里面的

要素 ,参与下一步的接边;未与这个缓冲区相交的

线状要素 ,不参与下一步的接边 ,如图 6所示。

图 6　搜索参与接边的面要素

2.接边策略。假设整体的房屋有 4个节点 ,而

被分开的房屋有 8个节点。比较在接边线上的节点

P1, P3或 P2, P4的坐标 ,计算出坐标偏移量 。因为

四点房屋是比较规则的矩形 ,它产生错位后偏移量

应该是一样的(不计数字化错误),所以计算坐标偏

移量时用相邻的一对坐标计算便可。然后将 P1, P2

和 P3, P4这两条房线的节点分别向下和向上平移

坐标偏移量的一半 。最后利用 P1′, P2′, P3′, P4′四

个节点来重画一个矩形 ,如图 7所示 。

图 7　面状要素接边策略

3.属性匹配。面状要素接边后 ,其属性也需要

重新配置。接边后的新要素的属性可以是原来两

个要素中其中一个的属性 ,也可以由原来两个要素

的属性采用一定的方法计算得到。

　　四 、历史数据回溯

对于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 ,历史数据回溯主

要是历史的再现 ,因此需要调用历史数据库中的历

史数据 。一个区域范围内的数据有的部分经过了

多次更新 ,有的部分从未被更新 ,仍然是最初的基

态 ,历史数据回溯通过该时刻所属的基态和修改信

息来恢复该历史时刻的全貌。首先要获取基态信

息 ,即从现状数据库中调用现状数据 ,然后用修改

信息(历史数据)修改现状数据 ,即用历史数据替换

现状数据中与其范围相对应的部分 。由于历史数

据回溯是对现状数据进行修改的过程 ,而现状数据

库中的内容不允许直接修改 ,因此需要借助临时数

据库实现 ,将现状数据与历史数据全部转移到临时

数据库 ,在临时数据库中进行历史的再现。

　　五 、结束语

综上所述 , 基于规划管理成果的城市基本比例

尺地形图更新策略 , 不仅是城市规划管理的需要 ,

更是城市测绘部门加快城市基本比例尺地形图更

新的需要 。该策略的实施不仅可以避免由于资金

缺乏 、更新机制不健全等因素 , 致使城市基本比例

尺地形图的更新速度慢 、周期延长 , 给规划 、管理决

策带来的影响 , 而且可以快速 、高效地获取城市建

设的变化信息 , 及时准确地将其反映在基本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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