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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轮廓形状分析的地形图数字注记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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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地形图中图线与注记字符分离的问题 , 本文提出了基于轮廓的形状分析来提取组成地形图注记

基元的方法 ,克服了字线粘连造成的分离困难 , 提高了所提取注记信息的完整性。提取的结果为地形图中注

记的进一步识别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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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自动数字化代替既费时又费力的传统手

工数字化是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录入的一项重要研

究内容 ,而扫描地形图注记的提取则是实现这一

目标的关键技术之一 。

目前 ,地形图自动输入处理技术的研究主要

是使用细化的算法。虽然细化在一定程度上可获

取骨架线 ,但会导致大量信息的丢失和各种畸变 ,

尤其对于扫描图上各种不同对象形态的整体理解

较为困难 。由于轮廓形状包含了完整的图形形状

信息 ,以轮廓形状分析提取注记 ,可以克服细化方

法造成的畸变所带来的问题。孤立的 、不同的图

形要素的轮廓线复杂度是不相同的 ,而在粘连的

情况下 ,不同的图形要素的轮廓线在粘连处的一

阶差分是不连续的 。据此 ,我们通过对轮廓线的

一阶差分与复杂度的分析 ,可以对轮廓线进行分

解与标记 ,从而达到字符提取的目的。

本文描述的字符提取过程是:①提取扫描图

像的轮廓点阵;②跟踪并用链码记录相邻的轮廓

点;③用折线段逼近链码 ,进行滤波 ,构成轮廓矢

量;④进行轮廓矢量分析分解 ,得到构成图素边界

的基元 ,并对基元进行分类;⑤根据地形图注记特

征 ,对基元进行分析 ,找到构成注记的基元 ,进行

注记的聚类提取 。

1　轮廓点的提取

在二值图像内 ,每个像素的值可能是“ 0”或

“1” ,除图像 4个边界上的点外 ,每个点都有 8个

邻接点。为叙述方便 ,把值为“1”的像素称为有图

像素 ,值为“0”的像素称为无图像素或空白像素。

轮廓点是 4邻域内有一个以上的无图像素的

有图像素。二值图像轮廓点提取算法为:对整幅

图像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逐个像素进行判断 ,如果

当前像素为有图像素 ,依次检查其 4邻域像素;如

果存在一个以上的无图像素 ,则该像素为轮廓像

素 ,并标记该像素为轮廓像素 。

2　轮廓跟踪

轮廓跟踪的作用是把相邻的轮廓点连成封闭

的坐标串。要对区域部分 、孤立点和线都能正确

表示其轮廓。跟踪过程是:①遍历图像中所有标

记的轮廓点;②完整地跟踪出各图形的轮廓 。

将二值图像从阵列形式转化为边界描述时 ,

仅依靠轮廓点的表达还不够充分 ,轮廓点仅为边

界信息 。因此 ,以轮廓点构成的边界对区域进行

描述时 ,还需将轮廓点按一定方向顺序封闭地连

接起来 ,并且定义出区域在边界左边还是右边。

本文不关心轮廓方向 ,只用到了轮廓的复杂度。

轮廓跟踪的算法很多 ,要求算法能够处理孤

立点 、单像素宽线段等病态区域。文献[ 3]对轮廓

跟踪进行了详细讨论 。

3　轮廓的矢量表达

二分法是对轮廓链码进行折线矢量逼近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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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算法 ,在链码首末两端连接一条线段 ,如果存在

一点离线段的距离大于某阈值 ,则对线段进行划

分。二分法一般采用一个单一阈值来评价折线的

逼近程度 ,判断是否继续进行划分。阈值太大会

造成折线段逼近不精确;阈值太小会产生过于细

碎的折线段。本文用局部误差的概念确定是否继

续进行划分 ,该方法避免了误差过大和划分过于

细碎 。

　　如图 1所示 , A , B 两点用线段连接。采用单

一阈值会产生上述问题。在逼近过程中 ,如果链

码上存在若干个连续点 ,这些点在线段的同侧并

且每个点上局部平均误差大于某阈值时 ,则继续

划分:

图 1　二分法示例

Fig.1　A Demonstration of Dichotomy

局部平均误差=
误差和的绝对值
连续同侧点个数

我们采用垂直距离阈值与局部平均误差相结

合的方法进行折线逼近。具体算法如下:

1)给定一条链码数组 ,将两端点数组索引对

压入堆栈 。

2)从堆栈中取出一对索引 ,在它对应的两点

之间连一条线段 ,两点作为当前点 ,线段作为当前

线段 ,如果堆栈为空则退出此算法过程 。

3)对当前两点之间的链码上的每一点 ,计算

它与这条折线的垂直距离 。如果每点的距离都大

于给定距离阈值 ,执行步骤 4);如果两点之间的

链码 ,有连续在线段的同侧点个数超过某一阈值

且平均误差大于局部平均误差阈值时 ,则执行步

骤 4),否则执行步骤 2)。

4)在当前两点之间的链码上找到距离当前

线段最远的点作为划分点 。

5)将划分点作为新点 ,分别与当前两点索引

组成两个索引对压入堆栈 ,执行步骤 2)。

4　轮廓矢量分解与标记

轮廓矢量提供了较完整的图形形状信息 ,在

相同或不同的图形要素间的连接点处曲线的曲率

不连续 。笔者使用轮廓曲线段的总长 、曲率函数

来描述曲线段基元。在分解过程中除了使用基元

的基本特性 ,还根据一阶差分来进行曲线分解。

根据曲线的特征 ,文献[ 2]把曲线分成了准直线 、

一般曲线和字符曲线三类 ,笔者根据字符提取的

需要 ,把曲线分为字符曲线和一般曲线两类 。下

面给出字符曲线的定义 ,一般曲线是除了字符曲

线以外的轮廓曲线。

字符曲线:设曲线段 P 有 m 个矢量 V1 , V2 ,

…, Vm , m ≥1 , F(i)=ai(l≤i≤m -1)为曲率

函数 , a i为 vi 和 vi+1之间的角度 ,曲线段总长度

L =∑
m

i=1
li , li= vi ,若 F(i) >θt 且 l i<L t ,这里

θt 和L t 分别为曲率门限和长度门限 ,则为字符曲

线。

没有与线发生粘连的字符 ,根据字符曲线的

定义可以划分为字符曲线。对字线粘连的部分 ,

需要通过轮廓分割达到分离的目的 。轮廓分割实

际上就是找到一般曲线与字符曲线之间的连接

点 ,步骤如下。

1)使用曲率的一阶差分(曲率变化率)来搜

索所有可能的连接点 ,如果曲率变化率大于某一

阈值 T ,把该点标记为连接点;

2)累计连续的非连接点矢量长度 ,并记录;

3)根据上述一般曲线段的特征与字符曲线

段的特征 ,对非连接点矢量进行分类标记;

4)检查每个连接点 ,如果连接点两侧的类型

相同 ,则去掉连接点标志;

5)执行步骤 3)。

5　注记成份聚类

轮廓矢量分解后成为两类图素基元(成份):

字符轮廓基元和一般直线基元 ,注记抽取就是将

字符曲线段组合成字块的字符轮廓曲线聚类的过

程。字符轮廓基元可能仅仅为字符的一部分 ,但

图文分离的后续处理是字符识别 ,因此 ,必须将各

连接成份组成相应的字符整体 。

对于所有的字符成份 A i ,可以求出它们的最

小外切矩形框:W i =(min xi , minyi , max xi ,

maxy i)。

　　定义两字符成份 A i , A j 间的矩形框距离为:

W i , j =max(( (min xi+max xi)/2-(min x j+max xi)/2 -(max xi+min xj-min xi-max x j)/2),

( (minyi+maxy i)/2-(miny j+maxyi)/2 -(maxyi+minyj-minyi-maxy j)/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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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提取出字符注记 ,先对字符成份进行聚

类。由于每个字符串中字符成份间的距离总是小

于一定的值 ,所以可以得到以下算法:假设一个最

大的字符串长度为 L ,将整个图像空间以 L 为单

位作划分。按字符成份的最小外切矩形的中心点

((min xi+maxx i)/2 ,(minyi+maxyi)/2)在地形图

中的位置 ,将所有字符成份安排到以 L 为单位的

空间划分中 ,形成一个桶 。在使用时 ,根据字符成

份中心在它所属堆栈的象限确定它与哪些堆栈相

邻。

字符成份划分的步骤如下 。

1)任选一个未标记的字符成份作为当前成

份 ,将其标记为分配的一个聚类的序号 。

2)对所有未标记的相邻堆栈中的成份 ,计算

它们与当前成份之间的距离 ,当距离小于阈值时 ,

标记此成份为当前成份的聚类序号 ,并将它们压

入堆栈。

3)当堆栈不空的时候 ,从堆栈中取出一个成

份作为当前成份 ,重复步骤 2),当堆栈为空时 ,重

复步骤 1)。

4)当没有未标记的字符成份时 ,结束 。

这样 ,将字符成份划分成了不同的字块 ,这些

字块可能是单个字符 ,也可能是两个或两个以上

粘连的字符 ,在字符成份提取不完全正确的时候 ,

还可能是噪声 。根据注记大小和包含的字符成份

多少进行区分 ,对于不符合字符或字符串条件的

成份 ,不去处理 。

6　试验与结论

图 2为注记提取全过程试验的中间结果和最

后结果 。从提取的过程可以看出 ,本文方法可以

提取与图线粘连的注记。

(a)原始扫描图像　　　　　　　　(b)提取轮廓像素的结果　　　　(c)轮廓矢量化并去噪声后的结果

(d)轮廓矢量分解后一般曲线　　　　(e)轮廓矢量分解后字符曲线　　　　(f)最后提取的注记

图 2　注记提取过程

Fig.2　The Ex traction Procedure of Anno tation

　　本文主要针对数字注记的提取进行讨论 ,上

述方法同样适应于汉字注记的提取 ,但汉字注记

比数字注记要复杂得多 ,错提率和漏提率比数字

注记要高 。

由于采用了局部平均误差进行轮廓矢量表

达 ,对轮廓线进行分解和分类标识 ,使得在粘连情

况下 ,字符注记的提取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注记提取的错误率与原始地图的类型和扫描

质量有很大关系 ,用 1∶500大比例尺全要素地形

图进行试验 , 提取正确率达 91.2%, 漏提率

8.8%,误提率 2%。

在注记提取算法中 ,以下方面有待改进:

1)在复杂的字线粘连的地方 ,需要更多更复

杂的知识进行轮廓矢量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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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字符提取的各步骤中使用了不少阈值 ,

而这些阈值的选取直接影响了提取结果的好坏 ,

应该进一步探讨自适应的阈值选取方法 。

3)对于分散式排列注记的聚类用一般的方

法较难奏效 ,应与地物的识别结合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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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method for abstracting the numeric anno tations f rom topographic map according to

contour shape analysis is presented.Because the contour shape concludes full shape information of

a figure , i t is possible to abst ract annotations according to it avoiding aberration caused by skeleton

abst racting methods.

In this article ,we described a five_step process fo r numeric annotation abst raction and practi-

cal ari thmetic for each step:1)Get contour shape pixels f rom map.2)Trace the pixels and con-

nect them in the form of link_code.3)By improved Dichotomy vector generating arithmetic , ex-

press the link_code contour shape into vecto r form .4)Decompose the contour shape vector into

segments.5)Abstract anno tation f rom char segments.

As emphasis , we described the arithmetic of contour shape expression and decomposition.We

presented a contour shape decomposing arithmetic according to the complex degree calculate from

curvature and one time dif ference of contour shape ,which can distinguish character segment from

general segment.Because different figures have different complex degrees , by defining and calcu-

lating the complex degrees of each contour shape ,we divided the contour shape lines segments into

tw o classes:character segments and general line segments.We used such division to abstract the

numeric annotations from topog raphic maps.We also presented an improved Dichotomy vector ex-

pression , which can balance the quality and cost requirement.

At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 we presented the result of experiment.It proved that the process

and ari thmetic described above is practical and ef ficient.

Key words:topographic map recognition;complex deg ree;separation of text and symbol;contour

shape;character abst 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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