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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要论述城市平面图形自动综合的数据库支持(完整实体的建立 、复合物体的生成支持等)、综合过

程的逻辑层次以及平面图形合并的若干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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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市GIS广为建立的今天 ,自动创建更小

分辨率的空间数据库和相应的地形图已成为一个

突出问题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有的部门或单位

已采取人机交互方式来应付急需。属于城市平面

图形范畴的有街网 、街区 、建筑物和其他地物等。

在模拟情况下的人工综合中 ,不同类别地理实体

(如街道 、街区和建筑物等)的完整信息及其相互

关系由作业员来识别与处理。在数字环境下 ,街

道 、街区等地理实体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的识别

就要靠相应的数据结构来支持 ,而当前的 GIS 中

尚缺少上述的完备数据结构。

综合的实质是信息变换 ,变换的对象是不同

层次的地理实体。在对每一个实体进行综合时 ,

除了实体本身的信息以外 ,实体所处的邻近环境

(contex t)即实体间的关系是必须顾及的。显然 ,

综合的结果既概括了实体本身的信息 ,也创建了

新的实体邻近环境。因此 ,综合过程可描述为:把

GIS数据库中的实体集与关系集 ,根据不同用途

对空间数据的详略要求进行数量 、质量和关系诸

方面的变换 ,形成新的实体集与关系集 。

1　支持自动综合的地理实体信息模
型

　　从数据格式上看 ,有两种构造信息模型的途

径:基于实体的矢量模型和基于位置的栅格模型。

这里仅讨论基于实体的矢量模型。

城市平面图形的主要综合对象是街网 、街区

与建筑物等 ,这就要求在 GIS数据库中要有相应

的显式实体结构。否则 , 就要在实施综合之前对

库中的非结构化数据或裸数据进行实体化组织。

1.1　实体信息保障

空间数据库中存储与管理的对象是各种各样

的地理实体 ,不是图形符号本身 ,或者说在数据库

中存储的是数字景观模型(digital landscape mod-

el ,DLM)。DLM 是与表示法无关的 ,是多部门或

多领域共同需要的地理信息 ,符号只是地理实体

的一种可视化手段。

1.1.1　街道实体的形成

街网是街道实体的集合 ,街道实体可分为依

比例表示的街道和非比例表示的街道。

1)依比例表示的街道

在大比例尺地形图和城市平面图上 ,当街道

的宽度明显大于图式规定相应等级的街道符号的

宽度时 ,犹如用弧段表达多边形的边界一样 ,可用

专门的一类线状目标来表示街道边界位置和形

状 ,这样的目标可称为街道边线。由此看来 ,街道

边线是一种明确的地理实体 ,它既是街道实体轮

廓的组成部分 ,又是街道与其两侧街区或建筑物

的关联器。为了使街道边线具有灵活的处理功

能 ,特别是它往往兼有街区边线 ,甚至建筑物边线

的属性 ,因此 ,在数据库系统中需要将其定义为在

系统中独立存在的目标。

然而 ,在目前的地形图图式或 GIS 要素分类

表中 ,尚不存在“街道边线”这一概念 。在数字环

境下 ,地形图图式应与 GIS 要素分类相兼容 ,应

该适时地增添“街道边线” ,并在空间数据库中创

建相应的数字化实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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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街道最少由左 、右两条街道边线构成 ,这

附带产生两个问题:①从图论上看 ,街道是无向

的 ,因而无从确定其边线的左与右。为了方便数

据处理 ,把它看作是呈反时针方向的封闭多边形 ,

借此惟一地定义街道边线的左右。 ②一个街道实

体包括左右边线各若干条 ,这就要求支持自动制

图综合的数据库系统具有复合物体或复杂目标处

理的数据结构与检索更新机制 。

作为复合物体的街道实体应包括两方面的信

息:复合目标本身的整体性信息(如街道名称 、可

能采集或计算生成的中轴线信息等)和下属各子

目标的信息。由于街道边线已定义为独立存取的

数据库目标 ,因此 ,在街道实体的复合目标中存储

其子目标信息时 ,仅需登录各子目标(下属街道边

线)的数据库关键字序列 ,如图 1所示。

2)非比例表示的街道

当街道为非比例表示的街道时 ,街道边线已

失去了地理实体的内涵 ,仅是街道轴线的形象化

表示 ,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这时 ,街道的中心轴线

和其等级信息就可以充当完整的街道实体 ,但是 ,

这时的中心轴线不一定是一条线段 ,它应该在与

其他街道交叉的地方分段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

街道实体仍然是一个复合实体 ,是由中心轴线被

交叉点所分割的各个相继线段组成的复合目标 ,

如图 2所示 ,轴线的方向可取数字化坐标序列的

方向 。

街道(复合目标)=

复合目标本身信息:如街道等级 、轴线 、名称等关于街道的整体性描述信息

子目标(街道边线)关键字序列
左侧街道边线关键字集合{key}左

右侧街道边线关键字集合{key}右

图 1　基于街道边线的街道实体逻辑结构

Fig.1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Street Entity Based on the Street Side Lines

街道(复合目标)=
复合目标本身信息:如街道等级 、轴线 、名称等关于街道的整体性描述信息

子目标(中轴线各分段)关键字序列:{key}

图 2　基于街道中轴线的街道实体逻辑结构

Fig.2　The Log ical Structure of Street Entity Based on the Street Medial Axis

1.1.2　街区实体的形成

街区是居民地中街道与巷道之间的建筑地

段 ,也有仅沿一条街道建筑的狭长地段 ,其中也包

括其他地物。它可分为两种类型:①单纯型街区:

在街区轮廓线内不再区分其所包含的其他物体。

②混合型街区:在街区轮廓线内进一步表示其所

包含的其他物体 。

在无冗余存储的原则下 ,街区的边线就是街

道边线或街道轴线的一部分。要使街道与街区都

能独立存取与处理 ,则街区也需要用拓扑结构与

复杂目标来存储与处理。

1.2　实体之间关系的建立

可以说 ,所有综合操作都是建立在数据关系

基础之上的。例如 ,如果两个同类型的建筑物之

间的距离小于规定限差(小于限差关系),则将它

们合并(综合操作)。因此 ,建立一些必要的数据

关系是有效地实施自动综合的前提 。建立数据关

系的优越性一方面在于可以避免重复地进行海量

数据处理 ,另一方面可使许多复杂的几何问题的

处理转换为等价的符号问题的处理 。可用拓扑关

系表达彼此连通或毗邻的物体集合和用 Voronoi

图或 Delaunay 三角网来表达离散的物体集合 。

这里主要建立如下关系:

1)主连通关系。从整体上建立不同街道实

体在延伸方向上的连通关系 ,如正交格状 、辐射网

状 、郊区环状等。处于这些具有结构意义方向上

的不同街道实体 ,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2)城市一级管理区与街道关系。

3)街区与街道实体间的关联关系。因为街

道的舍弃就意味着其两侧所关联的街区的合并。

4)街区多边形与其内部地物之间的包含关

系。这实际上是一种复杂物体结构 ,这些关系的

建立是评价与理解地理实体的基础 。从这个角度

上讲 ,自动化制图综合是计算机视觉在空间数据

处理中的应用 。

2　城市图形的综合

2.1　综合的逻辑层次

城市平面图形综合的基本逻辑层次是从整体

轮廓结构的综合(它体现为城市街网宏结构的综

合)、街区信息的仿射变换和街区内地物处理 。系

统应具有随机查找这些实体完备信息的机制 。

2.2　综合的方式

城市平面图形的综合可从两方面入手:街网

的综合和街区的综合。通过街网的综合(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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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小街道的舍弃)实现街区的合并 ,或通过小街区

的合并达到短小街道的舍弃。

2.3　街网综合法

街网是由街道实体构成的一个网络 。由于街

道的等级和语义(特别是城市管理单元的界线)的

差异 ,使这种网络成为一种加权图 。因此 ,可以充

分利用图论法则来处理街网。街网的综合体现在

对其实体元素 街道实体的综合 ,这时就可以

使用诸如实体本身的数量 、质量特征 ,特别是它在

结构中的地位等“全息准则” ,对街道实体进行全

面的评价。对于实体本身的评价方法比较单纯 ,

而用实体之间的关系来评价有关实体的方法却有

多种 ,如网络拓扑分析法 、Morgen 结点度评估法

等。

2.3.1　网络拓扑分析法

由于街网也是一种网络 ,故可以参照道路网

的综合方法。不过街网中的网眼(街区)具有特殊

的重要性 ,而交通网中的网眼没有实际意义。

此处仅以街道轴线所表示的街网为例来说明

网络拓扑分析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街网的拓扑

结构表现为结点(街道轴线交点)、边(街道轴线线

段与街区边线线段)和网眼(街区)之间的相互关

系 ,这些关系可用矩阵来表示 。

在处理交通网络时 ,除了顾及道路本身的数

量与质量特征以外 ,曾提出了一些全局评价方法 ,

表现为对网络结点强度的评价 。当把网络结构用

加权有向图关联矩阵表示并确定了结点强度的连

接规则时 ,可用简单迭代法和乘幂迭代法对关联

矩阵作迭代处理
[ 3 , 10 ,11 , 13]

。由于无向图的关联

矩阵是对称矩阵 ,在进行上述矩阵迭代运算时会

产生边的互向与链路的重复 、闭合与交错等技术

弊端
[ 3]
。为此 ,人为地设定一个有向图并借此建

立相应的有向图关联矩阵 。为顾及原网络的无向

性 ,采用正向与反向两个有向图来叠加 。但严格

说来 ,两个有向图的叠加不等价于一个无向图。

这个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 。

2.3.2　Morgen结点度评估法[ 8]

为表示分子的特有结构 ,美国数学家 Morgen

提出了一种拓扑码方法 ,其基本思想是把一个结

构表示为由结点与边组成的图 ,并用结点度来表

示各个结点的初值 ,如图 3所示 。这同样适用于

街网与交通网的结点强度分析 。

图 3中各个小圆中的数字代表各个结点的度

数(相关联的边数)。显然 ,具有相同度数的各个

结点 ,从全局结构上看将有着不同的重要性 。为

此 ,可对每个结点重新赋值 ,其值为该结点相连接

的有关结点度数值之和。这个过程一直进行下

去 ,直到满足下列条件之一为止:①各结点的值

都不相同。 ②K′≤K ,其中 K′为第 n 步的连接

度;K 为第n -1步的连接度(结点值不同的个数

叫连接度)。最后 ,对所有结点进行排序 ,以最大

限度地区分出它们的重要性差异。

这样计算的结果 , 实现了结点度(重要性)的

传播或互影响 ,从全局上最大限度地区分出各个

结点的重要性差异 ,如图 4所示 。这种方法同样

也适用于加权图。

图 3　图的结点度初始值

Fig.3　The Initial Values of Graph Node Cardinality

图 4　结点度的最终排序

Fig.4　The Final Sorting of Node Cardinality

2.4　街区综合法

2.4.1　动态决策树法[ 21]

它是采用分治(divide & conquer)原则 ,把复

杂的空间问题分解为若干基本的推理过程 ,利用

拓扑信息和图形综合规则进行仿真 ,把不同途径

推理的结果组合起来 ,以逼近最终决策 。

在综合街区时 ,街区面积的大小是一个重要

的综合准则。例如 ,当一个街区 A 的面积很小

时 ,需要考虑把它合并到与之相邻的街区 B 、C 、

D 、E 中的某一个。但究竟合并到其中的哪一个 ,

需要对 B 、C 、D 、E 作进一步分析 ,这就涉及第二

层邻居等 。这实际上形成了以 A 为树根 , 以 A

的各条边为链段 ,以 B 、C 、D 、E 为子结点的多层

树结构 ,作为空间推理的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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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综合过程是一个决策过程 ,故这种顾及

周边由近到远的多层关系的推理结构称为决策

树。决策树的应用使复杂的推理过程得以简化 ,

并使其变为有顺序和有步骤的过程 。决策树比较

直观 ,便于用科学推理的步骤去周密地分析各种

有关因素 ,特别适用于多级决策问题。

在多级决策过程中 ,由于后继决策会导致某

些要素的消除 ,从而使状态改变 ,要求建立新的决

策树以反映新的状态 ,即决策过程树的状态在不

断变化 ,这样的决策树叫做动态决策树 。

2.4.2　概念/几何合并法
[ 15 , 16 ,17]

一个平面图可用一个结点/边关联矩阵(以下

称为 A 矩阵)和一个网眼/边关联矩阵(以下称为

B矩阵)完整地予以描述 ,其拓扑一致性可用欧

拉数 Ε来检验 。

Ε=Q -P=N -M -R

式中 , Ε为欧拉数(Ε≥1);Q 为独立组件数(Q ≥

1);P 为洞数(P ≥0);N 为结点数(N ≥3);M 为

边数(M ≥3);R 为网眼数(R ≥1)。

平面图的对偶原理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对于

每个平面图 G ,存在一个对偶图 G′,它是为每个

网眼设置一个结点来表示图 G 的全部网眼 ,使其

成为每个网眼的“替身” ,这样 ,就可为每个结点赋

以属性矢量来描述每个网眼的数量与质量特征。

重要的是对偶图的邻接矩阵 M ,它是一个方阵 ,

直接表达了网眼之间的邻接关系。其算法如下:

1)建立有向平面图 G 的两个关联矩阵 A

(边/结点)和 B(边/网眼)。

2)建立无向图 G′的对称矩阵M ,其规则为:

若网眼 r i 与网眼 r j(i ≠j)有一公共边 , 则

M(i , j)=1;否则 ,M(i , j)=0。

3)生成网眼整体评价矩阵 C。视综合目的

的不同 ,对每个网眼的标志矢量进行分析处理 ,形

成一个单值的评价指标 ,并记成矩阵的对角元素。

4)计算变态矩阵 W′=M+C。

5)借助变态矩阵 W′,查明带有相同标志值

的相邻网眼 ,步骤为:

a.对于每个对角元素 W′(i , j),查找同值的

主对角元素;

b.若存在这样的元素 ,则检查共同的副对角

元素是否为 1(相关);

c.如果是这种情况 ,则把与所查得的元素对

应的网眼代号赋给相同标志值网眼代号集合 。否

则 ,直接继续步骤 a的处理工作;

d.如果全部同值对角元素均查明完毕 ,则把

它们用 0标记;

e.处理工作一直继续 , 直到仅有加标记的主

对角元素为止 。

6)利用 B矩阵从网眼代号集合中借助异或

操作生成一个综合矩阵B′,这里去掉被合并网眼

内部的分界边 。

7)综合了的网眼的几何轮廓是利用 A 矩阵

(它包含着有向边)把具有相同结点地址的边连接

起来而生成。

8)为综合后的网眼赋以新的质量与数量标

志。

2.5　街区内部地物的综合

2.5.1　街区图形的仿射变换

城市中的街道是具有不同等级的。在可视化

时 ,由于街道符号不可避免地加宽 ,这就意味着街

道边线向不同的方向后退 ,因而引起所有地物向

街区中心连续移动 。为此 ,要采取整体性的处理

措施 ,这就是街区图形的仿射变换 ,如图 5所示。

图 5　街区图形的仿射变换

Fig.5　The Affin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Block G raph

2.5.2　建筑物的概念类型合并

在街区内部 ,视需要可对相邻且属性相近的

建筑物进行合并。这里包括建筑物邻接关系的识

别与属性集的评价两个问题。

2.5.3　建筑物的几何合并

建筑物的合并是在新生成的街区范围内进行

的。首先利用 Delaunay 三角网或 Voronoi图识别

出需要合并的有关目标 ,特别是彼此分离的目标 ,

然后进行几何合并。合并的建筑物对象可以是矩

形 ,也可以是以直角为主的多边形和具有其他折

角的多边形 ,在其质量特征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

进行合并。在本文相关的研究过程中 ,设计并试

验了基于主方向(相邻物体形心连线的方向)原理

的建筑物图形合并方法 ,合并的程度可量化为以

下 6个级别 ,视需要选用 。

　　①最强级合并:分布方向上的最小外接矩形

(图 6(a))。

②次强级合并:建筑物角点的凸壳(图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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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一般级合并:凸化加分布方向上的纵向极

值点的连接(图 6(c))。

④内侧强合并:分布方向上纵向极值点有连

接 ,忽略内侧特征(图 6(d))。

⑤内侧中合并:内侧轮廓凸化后邻近边合并

(互投影 ,边连接)(图 6(e))。

⑥内侧弱合并:对最邻近边进行合并(互投

影 ,边连接)(图 6(f))。

由于合并后的图形面积大于合并前各分离图

形面积之和 ,必要时可用相似缩小的方法予以纠

正 ,如图 6中内侧平行阴影轮廓所示。

3　建筑物轮廓图形的概括

由于建筑物轮廓图形以直角为主要特征 ,故

在图形概括时 ,可适时检测其直角性问题 ,以决定

是采取简单的凹凸概括法 ,还是保持其固有的直

角特征。

(a)　最强级合并　　　　　　　　　　　(b)　次强级合并　　　　　　　　　　　(c)　一般级合并

(d)　内侧强合并　　　　　　　　　　　(e)　内侧中合并　　　　　　　　　　　(f)　内侧弱合并

图 6　基于主方向的离散建筑物合并

Fig.6　The Main Direction Based Merging of Discrete Distributed Building s

4　结　论

自动综合是一个国际难题 ,而城市平面图形

综合是地图各要素自动综合中最为复杂的一种 ,

它的解决需要在学科理论原则的基础上作出整体

构思 ,进而对综合的总体任务进行科学分解 ,以便

利用“分而治之”的启发式方法逐一逼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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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of City Plan Generalization in the GIS Environment

WU Hehai1

(1　School of Land Science ,WT USM , 129 Luoyu Road ,Wuhan , China , 430079)

Abstract　The ca tegorical elements of city graphics are street netwo rk , city blocks , building s and

o ther geo_features.But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 generally building objects are stored in the

database while the street objects or city blo cks are not.Consequently such situation is unable to sup-

port the generalization processes.In fact , both streets and city blocks are complex objects.The fo rmer

consists of at least left and right street side lines w hich are also composited of several street side seg-

ments.The latter can include several buildings and /o r other geo_features.Therefo re , 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concept“ street side line” fo r creating the street object itself as a complex object at one

hand and such street side line can serve as incidencor between street and buildings located on the

both sides of this street at the other hand.For generalization the following relations are to be estab-

lished:(1)the main connective relations between principal streets;(2)the relation betw een street and

city management boundaries;(3)the incidence relation between city blocks and street objects;(4)the

inclosion relation between city blocks and geo_fea tures.The generalization of city g raphics should be

realized by handling tw o major problems:(1)logical levels of g eneralization , (2)practically opera-

tio nal approaches for object selection and relation preserving.The logical levels o f generalization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hierarchies:street network generalization , city block generalization and

buildings/o ther feature generalization.For street network generalization several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can be chosen:for example , graph theo ry based approach , con_
cept_ geometrical approach , etc.I n thispaper theauthor has modified theMorgen' s topolog ical enco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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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g method for network structure whose initial idea is to calculate the cardinalities as a sum of the

adjacent node cardinality values fo r all non_peripheral nodes.The modification embodies in the fol-

low ing:the calculation of cardinalities carries out for all nodes including all peripheral ones and a fur-

ther optimation in fo rm of sum of weighted multiplications for all adjacent nodes:Cnew =∑ W iCi ,

where i denotes the number of adjacent nodes.This encoding idea is rather clear and the computing

process is simple.Because the widening of major street symbols before city block generalization the

entire city block graphics must be transfo rmed by affine method.The nex t stage of city blo ck gener-

alization is merging the close loca ted buildings.Beyond the dynamical decision tree and the o ther sim-

ilar me thods the author has provided a “ g ravitation principle” of building merging algo rithm.Here

the g ravitation exists between the closed buildings in the direction of line connected their centroid

points.The merging process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stages:(1)recognizing the close located build-

ings;(2)determining the centroid of the building s rela ted;(3)ro tating the coordinate system in verti-

cal direction connecting the two centroids;(4)connecting the related building s in the following 6 ver-

sions:(a)strongest merging_establishing the minimal boundary rectangle;(b)stronger merging_cre-

ating the convex shell of the related buildings;(c)general merging_creating two half convex shells of

outside parts relative to inter centroid par t and connecting the upper and lower extreme points inside

the centroid par t respectively;(d) strong merging of the par ts inter the centroids only , the outer

parts retain unchanged;(e)medium merging of the parts inter the centroids only convexing the in-

side parts and connecting the closed located building sides;(f)weak merging the parts inter the cen-

troids_recognizing the close lo cated building sides and connecting them.

Key words　automatic generalizat ion;building merging algo rithm;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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