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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角方式转折的面状要素图形简化方法*

郭庆胜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土地科学学院 ,武汉市珞喻路 129号 , 430079)

摘　要　讨论了面状要素图形轮廓简化的一些规则以及面的空间知识获取方法 ,结合以直角方式转折的面

状要素图形轮廓的特点 ,重点讨论了其图形渐进式简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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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面状要素的图形轮廓在比例尺变小或精

度降低的情况下其图形有 3种转换方式:面→面、

面→点、面→线。有时也会出现面转换成面和线的

混合形式。面状要素的图形轮廓简化方法已有很

多 ,但以直角方式转折的面状要素图形轮廓有其

自身特点 ,除要遵循一般的规则之外 ,还必须探讨

适合其特征的图形轮廓的简化方法 ,以便更好地

抽象表达地理空间信息。本文讨论了面状要素图

形综合的某些规则中的空间知识获取方法 ,并对

以直角方式转折的面状要素图形轮廓提出了一种

渐进式简化方法。

1　某些综合规则中的空间知识获取

面状要素图形轮廓的简化同线状要素的图形

简化相类似 ,通常情况下可以直接使用线简化算

子 ,但既然是曲线的特例 ,也就有特殊规则需要遵

守。不同要素 ,规则有所差别 ,其因素集中的空间

知识是一个必须探讨的问题。

1. 1　面的面积保持

线在图形简化过程中以删除小弯曲为主 ,然

而 ,对于一个面而言 ,面积的保持有时是很重要的

一条规则。目前有些算法完全不顾及此规则显然

是不合理的 ,如数学形态学方法就没有考虑此规

则。这里作者提出一种近似的面积保持方法。 算

法是: ① 改变曲线的方向 ,使方向的左边或右边

为区域内部 ,以适应算法模型的需要。② 判断弯

曲是向里凹 ,还是向外凸。 ③ 在删除弯曲的过程

中 ,记录两种不同弯曲的面积以便在不影响其他

规则的条件下 ,尽量使两种面积之差的绝对值达

到最小 ,当凸凹弯曲的大小都在删除范围之内时 ,

对其依要素的不同进行删除。

1. 2　面的形状保持

一条封闭的曲线有一种形状的空间知识 ,形

状在线状要素图形简化过程中也是很重要的 ,这

些特征无疑可用于面的轮廓的简化。 面的形状因

其特殊性 ,需要增加相关的空间知识。

1)凸外壳特征点序列的建立
[ 2]

如前所述 ,面的轮廓上的弯曲可以分为凸弯

曲和凹弯曲 ,可以通过删除凹弯曲获取凸外壳。算

法是: 首先删除凹弯曲 ,得到一条新的轮廓线 ,然

后对新的轮廓线重新判断其弯曲的凸凹特征 ,若

有凹弯曲 ,对其删除 ,一直循环到没有凹弯曲为

止。这种渐进式方法最终获得的凸外壳同原始轮

廓相重叠的点为凸外壳特征点。

2)主要凹点的顾及

凸外壳只能描述所占的大致范围 ,为了进一

步描述面的形状 ,内凹特征点也必须确定。 算法

是:寻找凸外壳上原始轮廓线的间断处 ,此处就是

凹弯曲 (群 ) ,此弯曲上与底边距离最远的点为此

处最凹特征点 ,依此法可计算出所有最凹特征点。

对于复杂的轮廓线 ,可以依线状要素的空间知识

获取方法进一步确定其相类似的特征点结构序

列 [2 ]。

3)面的方向性确定与保证

面的方向性确定方法是 ,先找到最小外接矩

形 ,轮廓线与最小外接矩形的交点为获取的特征

点 ,在综合过程中应尽量保持 ,以保证面的方向

性。

4) 面状要素图形轮廓质变时的空间关系维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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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比例尺变化或精度变化到面的轮廓无法表

达时 ,可转化为点或线。点可用面的中心点表达。

当面综合成线时 ,通常情况下是取其中心线。但在

综合过程中有时中心线的计算是需要考虑其限制

条件的。基于 TIN的水系网络中心线的提取方

法
[1 ]
,对于有空间关系限制条件的中心线的提取

是值得推荐的 ,这里需补充的一条规则是 ,双线河

流变成单线河流时在河流的交汇处应当保持支流

和主流成锐角相交 ,因此在中轴线相交时应作适

当调整。这说明面状要素图形轮廓质变时应当注

意空间关系的等价性 [2 ] ,如道路与居民地的关系

在不同比例尺的地图上应当保持等价性。

2　以面表示的房屋 (建筑物 )的图形

综合

　　以面表示的房屋通常情况下以折线表示 ,在

大比例尺地形图中也有以折线和曲线混合表示

的 ,甚至以复合目标的形式出现。如体育馆有时以

曲线表示 ,大比例尺地形图中的房屋有时会表示

出台阶的位置等。不管按哪种方法表示 ,作者都取

其外围轮廓来表示该房屋 ,使得算法简化。在进行

图形综合之前 ,必须首先区分建筑物轮廓的几何

特征 ,分为 4种形式:① 以直角方式转折的轮廓 ;

② 曲线和直角方式转折的组合 ;③ 任意折线 ;

④ 任意折线和曲线的组合。这些形式可直接通过

目标的几何特征和相邻线段的交角来判别。

以直角方式转折的房屋轮廓的图形可通过旋

转、移位得到图 1 ( c)的形式。算法是:任意选取一

直线段 ,并旋转至 X轴方向 ,其他直线段同时转

换 ,再平移可获得图 1(c)这种形式。 称该算法为

轮廓的规范化。这种图形的综合方法如下:

1)轮廓的规范化。

2)建立最小外接矩形 ,如图 1( c)的矩形 AB-

DC。

3)计算房屋的面积 P ,若面积小于规定的阈

值 ,则把该房屋变成独立房屋 ,方向同外接矩形的

长边一样 ;若矩形的宽小于规定阈值 ,而长度符合

表达条件 ,那么该房屋变成半依比例尺房屋。它们

的定位点为原点 ,方向为矩形的长边所指方向。最

后按规范化的相反方向把综合后的目标转换到原

始坐标系。 若面积大于阈值 ,则执行下一步。

4)若面积 P比较小 ,可以直接用外接矩形作

为综合结果 ;若 P与外接矩形的面积相差较大 ,

可适当移位矩形的边 ,但是外接矩形的边若完全

同 (绝大部分 )原始边线重叠 ,那么此条矩形边也

不能移位。 若面积 P比阈值大很多 ,则按下面的

算法进行图形简化:

( 1)区分最小外接矩形的边同原始边线是否

完全重叠。 若是 ,则不考虑此边的综合问题 ,否则

需进行图形简化。 本文仍然采用渐进式图形综合

方法 [2 ] ,由于其特殊性 ,本算法同线状要素图形综

合的不同点在于此处用最小矩形。矩形的构造方

法如图 1( a)所示。图 1 (a )中的 A、B为构造的矩

形 ,此矩形需满足的条件是:两条连续边必须是两

相邻的直线段 , 而且其他的两条边也不能被另外

两条相邻的直线段全部占有其一部分 ,但可被全

部占有。因为违反此原则 ,此矩形肯定不是最小矩

形。证明如下:

证明　假设相邻直线段 S1、 S2的长为 L1、 L 2 ,

L1× L2= A1 (矩形面积 )。 若有 S1或 S2的任何邻

边 S0或 S3占矩形边的部分 , S0、 S3的长为 L 0、

L3 ,那么 L 0 < L2或 L 3 < L 1。已知 S0与 S1 , S2与

( a) ( b) ( c)

图 1　矩形的构造

Fig. 1　 Const ruction o f Rectangle

S3可构造矩形 A0、A2 ,且

A0 = L0× L1 ;　A2 = L2× L3

所以 , A0 < A1 , A2 < A1。A1是由 S1、 S2组成的矩形

的面积 , A1非最小。

每次构造完这些矩形后 ,删除其最小矩形。删

除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是:当外矩形 (不占房屋

面积 )和内矩形面积相等时 ,删除外矩形 ;若最小

矩形内 (上 )包含了其他直线段 (非相邻 ) ,则删除

符合条件的次小矩形 ,如图 1( b) ABCD。

( 2) 每删除一个矩形 ,重新构造此段边线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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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构造矩形 ,直至无符合条件的矩形为止。重新构

造此段边线的算法如图 2所示 ,图 2 ( a )中

P1P2P3变成 P1OP3 ,图 2( b)中 P1P2 P3 P4变成

P1P4 ,图 2( c)中 P1P2P3P4变成 P1P4 ,图 2( d)中

P1P2P3O 变成 P1O ,图 2( e)中 P1P2P3P4变成

P1OP4。在进行下一步构造矩形之前 ,必须消除直

线段上共线且相邻的直线段上的无效点。如图 2

( a)中的 OP3W变成了 OW。

( a) ( b) ( c) ( d) ( e )

图 2　图形数据的组织

Fig . 2　 Organization o f G raphic Data

　　 ( 3) 特殊情况的处理。 有两种特殊情况: ①

前面所提到的最小矩形中还包含了其他边线 ,处

理方法如图 1( b)所示 ,删除 ABCD矩形 ,并剪裁

掉其内部的线段。进一步回到 ( 2) ,构造矩形 ,直到

无小于阈值的矩形为止。② 共线性和奇异矩形的

判别 ,如图 3所示。 图 3( a)中 AB与 CD几乎共

线 ,其综合结果如图 3( b)。图 3( b)中有完全共线 ,

完全共线时 ,边线数据重新组织。图 3( a)中的 AB

与 CD是否形成共线 ,要看 AB到 CD的投影区

域面积的大小和 AB到 CD的距离 ,其小于阈值

则共线 ,但若投影的面积占整个房屋的面积较大 ,

则夸大。其综合结果如图 3( c)所示 ; 图 3( d)的情

况也看成共线性 ;图 3 ( e)是图 3 ( d)的结果 ;对

于图 4( a)则有 3种综合结果 ,如图 4( b)、 4( c)、

4( d)所示 ,图 4( a)属于奇异矩形 ,其面积大于阈

值 ,但宽度很小。

( 4)外接矩形边上若出现相邻两边都不同原

始边线 (部分 )重叠 ,则两条边线放在一起综合 ,这

( a) ( b) ( c) ( d) ( e)

图 3　共线性的处理

Fig. 3　 Handling the Line Segments on One Line

( a) ( b) ( c) ( d)

图 4　奇异矩形的处理

Fig. 4　 Handling the Strange Rectang le

与曲线的分段性质相同 ,只是方法不同。

3　讨　论

以直角方式转折的面状要素图形轮廓在大比

例尺地形图中是常见的 ,其地理空间抽象必须符

合自身特点 ,空间知识的获取是必须研究的问题。

同时 ,渐进式图形简化方法可以利用量变获取质

变的结果 ,该方法还可以用于其他要素的地理空

间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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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thod of Graphic Simplif ication of Area

Feature Boundary as Right Angle

Guo Qingsheng
( School of Land Scinece, W TU SM, 129 Luoyu Road, Wuhan, China, 430079)

Abstract　 Area feature bounda ry is one o f cartog raphic objects, i ts simplification is v ery im-

portant in map generali za tion. There are many existent methods of bounda ry simplification.

But, in maps at la rg e scale, bounda ry as right ang le is a special car tog raphic object. There

a re no t any methods used in this kind of ca rtog raphic object g enerali zation. A special method

must be giv en fo r this car tog raphic object. In this paper, some rules o f simpli fica tion of area

fea ture boundary and the method of g et ting spatial knowledge a re discussed, such as main-

taining a rea and shape of area fea ture. The a rea of bounda ry can be meintained w ith respect

to calcula tion o f area of added o r deleted small pa rts. The special poins, such as points, such

as points on convex hull , are used to control the shape of boundary. The spatial know ledge

o f boundary can be acquired wi th respect to computa tional geometry , and can be represented

w ith the rules and the set o f cha racteristic points. This spatia l knowledge can control the

map generalization operato r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o g ressiv e method of g raphic sim-

pli fica tion o f area fea ture boundary as right angle based on its characteristics. The smal lest

uni t used fo r area feature bounda ry generali za tion is rectang le. The rules of establishing rect-

ang le are show n in this paper. In every step, the smal lest rectangle is deleted according to

the rules. Fo r special case, the boundary data must be handled specially. This idea can be

used to o ther ca rtog raphic features. Prog ressiv e g raphic simpli fica tion method can control all

details of cartog raphic object to be generali zed. So the sudden change in map generalization

can be go t from the prog ressiv e change, using this method.

Key words　 automatic map generali za tion; a rea feature; spa tial know ledge; prog ressiv e

g raphic simpl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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