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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约束点的曲线一致性化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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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详细探讨了基于平面上的特征约束点(无论在曲线上还是在曲线外)的曲线化简 , 并针对各种情况提

出了一致性化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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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已有很多计算曲线化简

的方法 ,如 Douglas-Peucker(DP)算法
[ 1]
、Reumann-

Witkam 法 、 Strip-Tree 法
[ 2]
、 BLG (binary line

generalization tree)树
[ 3 ～ 5]
等 ,这些算法都是基于要

素个体的化简方法 ,针对地图目标个体 ,单纯从曲

线要素个体的几何特征出发 ,利用曲线的几何特

征点 ,通过特征点的取舍来进行化简。

基于地理特征约束的化简逐渐成为制图综合

研究的重点 ,在地理特征约束中 ,以空间特征约束

点最为突出。地图制图中的特征约束点有自然特

征点和人文特征点两类。当然 ,在这里有许多面

状要素被抽象成了点。在进行曲线化简时 ,人们

总是预先假设不产生自相交和拓扑不一致来回避

此类问题 ,但事实上该问题会因化简时阈值设置

不当或化简的不同步 ,而严重影响数据的准确性

和地图数据库性能 ,有关内容可参见文献[ 6] 。

基于地理特征(本文主要指特征约束点)的曲

线化简中 ,首先是拓扑关系的处理 ,其次是几何精

度 ,并且在一般情况下 ,由于特征约束点的定位意

义 、人文意义 、军事意义等 ,人们对它的精度要求

要比曲线的精度要求高。因此 ,在后面的分析处

理中 ,总是要求约束点不能位移。

一般情况下 ,曲线化简要求综合后的曲线含

有较少的内部结点来满足几何化简条件 ,并且不

产生自相交。考虑到约束点的制约 ,还要求平面

上的点与化简前后曲线的拓扑关系(位置关系)保

持一致 ,即要求曲线综合前后不改变平面划分中

点的分布情况。

如果一个曲线的化简不产生自相交 ,既满足

化简的几何标准 ,又不改变其与平面上的点的拓

扑关系 ,就称此化简为一致性化简。许多学者对

曲线的一致性化简进行了研究探讨
[ 4～ 9]

。

本文应用制图综合领域中常用的 DP算法和

BLG树等曲线化简方法 ,结合点线面的拓扑关系 ,

来解决基于特征约束点的曲线一致性化简 ,计算

简单 ,实用性强 。

1　约束点在曲线上的一致性化简

对于约束点在曲线上的情形 ,如道路上的居

民点 、河流上的桥梁 、境界上的界址点等 ,由于其

定位意义一般是不允许位移的 ,必须确保它们在

化简后仍在曲线上 ,即要求化简后的曲线要通过

这些人文特征约束点 。

1.1　分割法

将曲线在约束点处分割 ,这样约束点就成了

新曲线的开始点或结束点 ,然后用 DP 算法或其

他曲线化简的方法进行化简 。如图 1所示 , P3和

P7是约束点 ,图1(a)为全局使用DP算法 ,图1(b)

是曲线在约束点 P3 、P 7处断开 ,分段执行 DP 算

法。但应注意的是 ,由于曲线化简时的初始点不

同 ,使得化简后选择的点不同 ,图形也不同 ,这是

DP算法过分依赖初始点的一个弊端。该方法的

缺点是 ,将曲线分割会增加曲线存储时的标识信

息 ,给地图数据库带来一定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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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分割点法

Fig.1　Constraint Points Segmentation

1.2　BLG树法

BLG树是基于 DP 算法来构建曲线上点的层

次结构的 。用 BLG树进行曲线化简时 ,既可以减

少曲线化简中 DP 算法的重复调用 ,提高数据的

处理速度 ,又可以根据比例尺或细节要求来逐层

减少或增加曲线(或部分曲线段)上的点 ,从而能

在不同比例尺精度下进行实时化简综合 。

采用 BLG树进行含有约束点的曲线化简 ,首

先要构建曲线的 BLG 树(约束点也是曲线的结

点 ,并要有特殊的标记)。在曲线化简时 , 遍历

BLG树 ,从 BLG 树上自上而下取点 ,若达到综合

的化简要求(垂距等)时 ,仍有约束点未被选取 ,则

在含有约束点的分支中继续取点 ,直到既满足化

简的几何条件 ,又保留了所有的约束点 。假设图

1(a)中的 P7为约束点 ,采用 DP 算法化简时 ,点

P7未被选取;图2(a)为图 1(a)的 BLG树 ,图 2(b)

为采用从 BLG树中沿子树 P4 ※P8 ※P7取点(直

到约束点 P7)的化简结果。使用 BLG树进行曲线

化简 ,既能保证图形结构的整体协调性 、对称性和

美观性 ,而又不改变约束点和曲线的拓扑关系。

另外 ,也可以对化简后的曲线计算出曲线上

距离约束点 P 最近的点 ,将此点位移到点 P 。这

是后处理的方法 ,一般适合于少量点的后期修正

和处理(如图 3)。

图 2　BLG 树化简

Fig.2　BLG-Tree Simplification

图 3　位移点方法

Fig.3　Points Displacement

2　约束点在曲线外的一致性化简

约束点在曲线上 ,可以将其作为特征点强制

保留;如果在曲线外 ,数据处理要复杂得多 ,它需

要判断约束点与曲线的拓扑关系。为减少数据的

处理 ,可缩小约束点的测试范围 ,通常用以下两种

方法来减少测试点
[ 8]
:①仅测试与曲线(段)相关

联的邻域面元上(一般是两个)的特征约束点;

②仅测试被化简曲线决定的凸壳内的约束点。

实质上 ,拓扑一致性的化简就是要求曲线化

简前后和约束点的拓扑关系不发生变化 ,这意味

着化简前后的曲线之间的区域不包含任何约束

点 ,因此 ,这也不会改变地理目标的空间关系 。通

过是否有约束点落在综合前后的曲线(段)组成的

多边形内来判断是否发生了拓扑不一致 。从平面

分割的观点来看 ,这些多边形利用区域要比上述

两种途径中的区域都要小 。

分析可知 ,化简前后的曲线形成多个多边形 ,

并且每个多边形都是由一个化简后的折线段(或

其一部分)和一系列原始曲线段构成 。如图 4 ,多

边形 P4 P5 P6P7 P8是由原始曲线上的线段 P4 P5 、

P5 P6 、P6 P7 、P7 P8和化简后的曲线段 P4 P 8组成

的复杂多边形 。这可以通过判断在多边形 P4 P5

P6 P7 P8内是否存在约束点来判断曲线的化简是

否产生拓扑不一致。

2.1　追逐法

追逐法从开始点向后连接后续点 ,形成新的

直线段 ,称之为“捷径” ,将偏差 、偏角等作为几何

判断条件 ,将“捷径”与原始曲线形成的多边形与

约束点的拓扑关系作为拓扑一致性判断条件 ,在

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情况下 , “捷径”即为综合

后的直线段 ,将开始点后移 ,依次进行。

1)假设从端点 P i(i ∈ [ 1 , n -2] , n 为结点

数)开始 ,向后连接 Pi+j点(j ∈[ i+2 , n] , n 为结

点数),得到由线段 P i P i+j和原始曲线段P iP i+1 、

P i+1 P i+2 、…、P i+j-1 P i+j组成的多边形 P iPi+1 …

P i+j ,在满足化简的几何限制条件(如偏差 、偏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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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 ,判断约束点是否在多边形 P iP i+1 …

P i+j内 ,如不在其内 ,继续将被连接点后移 ,即连

接点 P i和点P i+j+1 ;否则 ,取“捷径”P iP i+j为折线

P iP i+1 …P i+j化简后的直线段。在图 5中 ,假设从

P4点开始 ,“捷径”P4 P7和 P4 P8就均满足几何化

简标准 ,但是“捷径”P4 P8产生了拓扑不一致 ,因

此 ,取“捷径”P4 P7为化简后的线段。

2)从点 P i+j开始 ,连接 P i+j+2 、P i+j+3 …,循

环步骤1),直到曲线上最后一点。

选择满足几何精度和使约束点与曲线的拓扑

关系发生变化的“临界点”作为综合选取的特征

点。使用该方法对“临近”曲线的约束点进行分段

判断 ,能有效地减少约束点的测试范围 ,从而减少

运算的数据量和复杂度。

2.2　BLG树法

化简后的直线段和原始曲线的部分曲线段可

能会组成一个或多个多边形(如图 5(a)中的 P1

P4和 P4 P8 , P 和P′为约束点),要保证化简前后

约束点与曲线的拓扑关系保持一致 ,就必须保证

约束点不在这些多边形内。为避免重复调用 DP

算法 ,采用 BLG树法 ,对曲线构造 BLG树 ,在树中

查询得到含有研究区域的分支子树(或仅对研究

区域构造 BLG树),在分支子树中逐级取点 ,判断

约束点和新构成的多边形的拓扑关系 ,直到满足

拓扑一致性为止。如图 5(a)中 ,约束点 P 位于多

边形 P4P5 P6 P7P8中 ,从 BLG树中得到产生拓扑不

一致的多边形的区域为 P8的左子树 ,然后在子树

中逐级取点 P7 ,判断点 P 是否在 P4 P5 P6 P7组成

的多边形 Q内 ,若不在其内 ,则 P7点被选择;否则

继续取 P6点 。图5(a)中约束点 P′位于多边形 P1

P2 P3P4内 ,可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拓扑一致性化

简 ,图5(a)拓扑一致性化简结果如图 5(c)。

此处的多边形与约束点的拓扑关系判断与追

逐法中的判断有所不同 ,它是随着 BLG 树中的取

点来减小判断区域 ,若约束点在被减掉的多边形

内 ,则约束点肯定不在新的约束区域中 ,这是一个

补的概念 。该方法既照顾了曲线整体和局部的化

简要求 ,又较好地保持了图形的协调性 。

图 4　追逐法保持拓扑一致

Fig.4　Consistent Simplification

with Shortcut

图 5　BLG 树进行基于线外约束点的一致性化简

Fig.5　Using BLG-Tree to Simply Polylines

with Constraint Points out of Polylines

3　结　语
利用 BLG树的化简处理时要注意 ,当仅仅处

理约束点所在的树的分支时 ,随着点的不断提取 ,

树的分支亦越来越小 ,这对提高系统数据处理速

度很重要。另外 ,若约束点出现在曲线较小的细

部上时 ,可对细部进行适当的人工夸大处理 。图

6是基于曲线上和曲线外的约束点(十字丝)采用

BLG树进行一致性化简和 DP 方法化简的示例。

由于空间目标本身形态的多样性和地理目标

之间的空间关系的复杂性 ,使得跨目标多要素的

空间分析具有较大的复杂性和难度 ,而制图综合

作为空间分析基础之上的决策过程 ,要解决各地

理目标之间的空间约束和空间冲突 ,还需进一步

的研究。

图 6　一致性化简的示例(十字丝为约束点)

Fig.6　An Example for Consistent Simpl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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