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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观测尺度 r的取值范围足够大时 , 地图目标的 Richardson曲线往往呈反 S 形态。根据这一特点 , 采

用反S 数学模型———带导数的三次多项式模型拟合 Richardson曲线 , 并根据该模型推导出分形无标度区间的

计算公式 ,提出了一种自动确定地图目标分形无标度区的新方法 ,最后验证了本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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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的分形无标度区判定方法很多 ,如人工

判定法 、拟合误差法 、轨迹分析法 、相关系数检验

法 、分维值误差法 、自相似比法和基于遗传算法的

拟合误差法等 ,具体见文献[ 1 ～ 3] 。但对地图目

标而言 ,不同要素 、不同形态的复杂程度使得各种

判定方法很难采用统一的区间划分指标 ,需要通

过人机交互方式或者其他方法进行调整 ,导致结

果不稳定 ,运算效率低 。本文根据地图目标自身

的分形特点 ,针对地图目标 Richardson 曲线的形

态特征 ,探讨了一种自动确定地图目标分形无标

度区的新方法。

1 　地图目标 Richardson曲线的反 S

形态

　　地图目标数据经过分形量测 ,得到一组观测

尺度 r 和 d 维测度值 L 的序列 , 尺度-表面积

法[ 4] 、构造步长法[ 5]都能直接建立这种尺度-测度

点对序列 。分形学研究领域中将双对数坐标系下

的这种点对序列的分布曲线(lg(r)-lgL(r)曲线)

称为 Richardson曲线。如果观测尺度 r 的取值范

围足够大 ,地图目标的 Richardson曲线往往呈反 S

形态 。

如对图1中的地图目标采用构造步长法进行

分形量测 ,量测步长己作了规格化处理(用实际步

长除以曲线的最大投影尺寸 Rmax ,使得观测步长

r取值区间在(0 , 1)内)。可以看到 , 当 r 在

(0.01 , 0.05)和(0.35 , 1.0)两个区间段时 ,

Richardson曲线的走向与 X 轴近似平行 ,只有在中

间一段表现为 lgL 的快速变化 ,曲线整体呈反S形。

图 1　地图目标 Richardson 曲线的反 S 形态(上为原始

曲线)(观测步长范围(规格化):0.01～ 1 ,步长数:40)

Fig.1　Inverse S-Shaped Richardson

Curve of a Map Object

造成这种反 S形态的原因在于 ,一方面 ,随着

r 的增大 ,超过 0.35以后截取的长度由于截取点

减少为 2 ～ 3点 ,长度逐渐接近于曲线长轴 Rmax;

另一方面 ,随着 r的减小 ,低于 0.05以后 ,由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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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曲线没有更多的细节 ,截取点近似于在直线上

截取 ,长度 L 趋近于曲线的原始长度;而在中间

一段 ,随着 r的减小 ,细节不断增加 ,截取点呈幂

级增加 , L 快速变化 。

对于地图目标而言 ,由于它只是一个由有限

点集构成的图形 ,随着目标的复杂性不同 ,不同地

图目标具有不同的细节 ,但对于某一个固定比例

尺而言 ,这种层次性是有限的 ,因此 ,反 S 形态是

地图目标的 Richardson曲线在能够覆盖整个目标

信息(整体和细节)的尺度范围内得到的一个基本

形态[ 5 ,6] 。

2 　Richardson曲线的模型化

根据各种尺度-测度点列建立方法得到的原

始地图目标 Richardson 曲线往往会存在一些波

动 ,即尺度-测度点列中有一些波动点存在 。这些

波动点是地图目标的真实细节信息的反映 ,但是

由于无标度区反映的是地图目标的整体分形特

性 ,这些波动点的存在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

无标度区的正确判定和对目标进行分形分析的正

确性 ,所以有必要排除它们对曲线形态的影响。

由此 ,可以选取一种合适的数学模型来代替(拟

合)Richardson曲线 ,即 Richardson曲线的模型化 ,

然后根据该数学模型来判定无标度区 。此外 ,将

Richardson曲线模型化还有利于数学计算和推导 ,

尽可能地保证判定结果的精确性。

2.1 　Richardson曲线分区

假设一个地图目标具有一标准的反 S 形

Richardson曲线(图 2),图 2中具有明显线性特征

的 C区即所要确定的无标度区 。C 区往右侧即

观测尺度大的一侧 ,曲线受到外部形态的影响逐

渐加大;当观测尺度超过一定的尺寸大小 ,进入

D 区 ,构造步长已经探测不到低层次细节的信

息 ,曲线完全受外部形态影响;观测尺度继续增

加 ,到达 E 区 ,以观测尺度为步长截取地图目标

边界的点减少 ,估计长度逐渐趋于目标的最大投

影尺寸 ,曲线接近水平。相反 ,在 C 区往观测尺

度变小的一侧 ,曲线受低层次的细节影响增大;进

入到 B 区 ,很小的步长对于外部形态的变化敏感

度已非常小 ,这时影响估计长度变化的量主要是

最小的细节;到达 A 区 ,观测尺度已经小到无法

探测任何变化 ,地图目标的所有细节都被计入估

计长度 ,同 E 区一样 ,目标的测度信息随着观测

尺度的变化基本不再发生改变 ,曲线趋于水平 ,都

可以视为欧几里得几何边界 。因此 , 完整的

Richardson曲线可以划分为 5个分区 。

图 2　地图目标的 Richardson 曲线分区示意图

Fig.2　Illustration of the Partition of the Richardson

Curve of Map Object

2.2　带导数的三次多项式模型

根据地图目标 Richardson曲线的基本形态特

征 ,选取能够表达反S形分布的数学模型作为拟合

模型 ,常见的这一类数学模型有倒置的 Logistic 模

型 、Log-Logistic模型
[ 7]
和 Gompertz模型

[ 8]
等。但这

些模型的应用都必须遵循一个前提 ,即模型曲线的

两端要到无穷远才能达到水平 ,但在地图目标的分

形分析中 ,观测尺度(模型中的自变量)肯定是在某

个区间范围内的有限值 ,不可能取为无穷大或者无

穷小;且这些模型大都含有以 e 为底的指数函数 ,

在进行数学运算时比较复杂 ,求解困难 。

带导数的三次多项式模型是建立在三次多项

式基础上的一种改进模型[ 1] ,也可以用来表达反

S形的数学分布 ,而且在自变量取最小值和最大

值时 ,函数曲线分别达到水平 。该模型形式简单 ,

适合于数学运算 ,避免了上述模型的不足 ,更加适

合于作为地图目标 Richardson 曲线的拟合模型。

该模型的基本原理如下。

设有三次多项式:

y =a +bx +cx
2
+dx

3
(1)

为了便于数学运算和分析 ,对其自变量进行规格

化 ,使 x的值分布在区间[ 0 ,1]内 。根据反 S形曲

线的渐近特性 ,由

y′=b +2cx +3dx2 =0 (2)

可知 ,当 x=0时 , b =0;当 x =1时 , b +2c+3d

=0 ,由于已知 b =0 ,故 c= -1.5d 。

将 b =0 , c= -1.5d代入式(1),得到带导数

的三次多项式模型的基本表达式为:

y =a +d(x
3
-1.5x

2
) (3)

式(3)保证了拟合曲线在 xmin =0和 xmax =1处分

别逼近两条水平渐近线。为使分布曲线最大程度

地拟合点列分布情况 ,系数 a 与d 可采用最小二

乘法确定 。

2.3　拟合区间的确定

根据带导数的三次多项式模型的特点 ,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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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在两端达到水平 , 这正对应着地图目标

Richardson曲线分区中的 B区 、C区和 D区 ,所以

这 3个分区也就是采用该模型进行拟合的区间。

而曲线近似水平的 A区和E 区作为 Richardson曲

线的欧几里得几何边界 ,在进行拟合前应预先被

去掉 ,否则无论是曲线拟合还是无标度区的判定

都将是不合理的 。可以通过计算原始的尺度-测

度点对序列中相邻连线的夹角变化来划分出A区

和 E 区 。如图 3所示 ,设双对数坐标系上的尺度

-测度点列为{P i}
n
i=1 ,用于判断相邻连线平行程

度的交角阈值为 α,从点对序列的起点开始顺序

考察P iP i+1与P i+1P i+2的夹角 θi+1(i =1 , 2 , …,

n)。如果 θi +1<α,说明P iP i+1与P i+1P i+2几乎平

行 ,点 P i+1属于 A 区。此时继续考察Pi +1P i+2与

P i+2P i+3的夹角 θi +2 ,直到存在某 j ,使 θj >α,则

取 rmin =xj 为 A 区的终点 ,即拟合区间的起点。

同理 ,从点列的另一端进行类似的计算 ,可以获得

拟合区间的终点 rmax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 α取

值为 1°是比较合适的 。这样就除去了 Richardson

曲线两端的欧几里得几何边界 ,同时也就得到了

所要拟合的区间[ rmin , rmax] 。

图 3　确定 Richardson曲线的欧几里得边界示意图

Fig.3　Illustration of Determining the Euclid Boundary

of Richardson Curve

3 　利用带导数三次多项式模型确定
分形无标度区

　　在用带导数三次多项式模型对 Richardson曲

线的 B 、C 、D 区进行插值拟合后 ,如图 4所示 ,连

接该拟合曲线两端点 P 、Q 的线段 PQ 与反S 形

曲线交于一点O 。在 PO 与OQ 两个区间分别求

出曲线上距离线段PQ 的最远距离点M 与N ,在

两点之间拟合曲线的 y 值(测度)随自变量(尺

度)的变化最为显著 ,呈现很好的线性关系[ 5] ,M 、

N 两点的横坐标 r1、r2即为无标度区的下界与上

界。也可取在lg(r)-lgL(r)点列中距 d1 、d2点最

近的两点对应的尺度分别作为无标度区的下界与

上界 。

图 4　利用带导数三次曲线确定无标度区

Fig.4　Determination of Fractal Nonscale

Interval by Cubic Curve with Derivative

根据上节中介绍的求取无标度区间的基本思

想 ,只要找到带导数三次曲线上距离两端点连线

最远的两个点 ,也就确定了该目标无标度区间的

范围 。下面直接通过数学计算求取这两个点的 x

坐标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地图目标无标度区间的

计算公式 。

3.1　特征点的求取

为了简化数学求解过程 ,首先在普通的 x 、y

坐标系下求解带导数三次曲线上的两个特征点的

x坐标 ,这样求得的结果可以较方便地转换为双

对数坐标系下无标度区间的上 、下界。

将 x =0 、x=1 分别代入式(3),可以得出带

导数的三次多项式曲线两端点(如图 4)坐标为

P(0 , a)、Q(1 , a -0.5d)。则线段 PQ 的方程为:

y -a =(
a -0.5d -a

1 -0
)(x -0)

即 2y +dx -2a =0　　(0 ≤ x ≤1) (4)

　　设曲线上任意一点 F(x , y),则点 F 到线段

PQ 的垂距为:

dis =
|2y +dx -2a|

22 +d
2

=

|2(a -1.5dx 2 +dx
3)+dx -2a|

4 +d
2

=

|d| 2x3 -3 x2 +x

4 +d
2

(5)

令 f(x)=2x
3
-3x

2
+x , 由式(5)可以看出 ,当

f(x)取得最大值时 ,点 F 到线段的距离 dis也为

最大值 。因此 ,只要求出使函数 f(x)取最大值时

的 x 坐标 ,即获得所需要的特征点 x 坐标。

对 f(x)求一阶导数得:

f′(x)=6 x2 -6x +1 (6)

令 f′(x)=0 ,解得 x1 =(3- 3)/6 ≈0.211 3 , x2 =

(3+ 3)/6≈0.788 7 ,则 x1、x2即为带导数三次多

项式曲线上距离曲线两端点连线垂距最大的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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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x 轴坐标。

以上推导结果表明 ,两个特征点的横坐标 x

与系数a 、d 无关 。由于将 x 坐标进行了规格化

处理 ,使得 0≤x≤1 ,所以求得的 x1、x2 值具有比

值的意义。因此 ,只要是用带导数的三次多项式

进行拟合 ,即使 x 坐标未作标准化处理 ,仍然可

以通过公式

x1 = xmin +0.211 3(xmax -xmin)

x2 = xmin +0.788 7(xmax -xmin) (7)

计算出两个最大距离点的 x 坐标。

3.2 　无标度区间计算公式

根据以上结果建立在双对数坐标系(lg(r)-

lgL(r)坐标系)下的分形无标度区间计算公式。

设拟合区间的最小尺度 、最大尺度分别为 rmin、

rmax ,由于式(7)中的 x1 、x2 对应着无标度区的下

界 r1和上界 r2 ,所以有:

lnr1 =lnrmin +0.211 3(lnrmax -lnrmin)

lnr2 =lnrmin +0.788 7(lnrmax -lnrmin)

即

r1 =exp[ lnrmin +0.211 3(lnrmax -lnrmin)]

r2 =exp[ lnrmin +0.788 7(lnrmax -lnrmin)]

(8)

式(8)即为分形无标度区间的计算公式。

得到无标度区的计算公式后 ,只要通过简单

的夹角判断除去 Richardson曲线两端的欧几里得

边界 ,获得拟合区间的最小尺度 rmin和最大尺度

rmax ,则无标度区的判定就变为一个数学计算问

题。

4 　实验验证

选取一组在宏观形态上具有相似性 ,但细节

复杂程度不同的实验对象(图 5)作为实例 ,实验

结果见表 1。同时 ,由于 Richardson曲线的模型化

是本文方法的基础 ,首先对带导数三次多项式模

型的拟合效果进行了验证 ,结果如图6所示。

图 5　实验对象

Fig.5　Objects of Experimentation

图 6　带导数三次多项式模型在拟合

区间内拟合 Richardson曲线

Fig.6　Regressing Richardson Curve

by the Cubic Model with Derivative

　　从图 6 可以看出 ,在 Richardson 曲线两端的

欧几里得边界被去掉以后 ,带导数三次多项式拟

合可以得到很好的拟合效果。这说明原始的

Richardson曲线可以用一个合适的数学模型来替

代 ,在此基础上进行无标度区的判定是可行的。

表 1　实验结果

Tab.1　Results of Experi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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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1可以看出 ,

1)采用本文方法判定的两个地图目标的无

标度区间正是位于 Richardson曲线上测度随尺度

变化最迅速的区域 ,具有很明显的线性关系 。无

标度区间内线性拟合的相关系数均达到 0.96以

上 ,与理想状况下的 Richardson曲线 C分区存在

很好的对应 ,说明无标度区的判定结果是比较理

想的 。

2)复杂程度较高的实验对象 2的无标度区

间下界相对于实验对象 1更偏向于横坐标轴左侧

(小尺度方向)。这是因为对象 2比对象 1具有更

多的细节 、更高的复杂层次 ,可以被更小的尺度变

化探测到 ,从而表明无标度区的判定结果可以反

映两个实验对象在分形特征上的差异 ,判定结果

合理。而且 ,在无标度区的判定基础上计算的分

维数也表明了这一点 。

参　考　文　献

1　洪时中 ,洪时明.分维测算中“无标度区” 的客观判定

与检验.见:辛厚文.分形理论及其应用.合肥: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 1993.414～ 416

2　费　斌 ,蒋庄德 , 王海容.基于遗传算法求解分形无标

度区的方法.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 1998 , 32 , (7):72 ～

75

3　陈遵德.遗传算法在自动确定分形标度不变区中的应

用.数值计算与计算机应用 , 1996 , 4:279～ 283

4　王　桥 , 毋河海.地图信息的分形描述与自动综合研

究.武汉: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 , 1998

5　毋河海.分维扩展的数值实验研究.武汉测绘科技大

学学报 , 1998 , 23 ,(4):329～ 336

6　龙　毅.扩展分维模型在地图目标空间信息描述中的

应用研究:[ 博士论文] .武汉:武汉大学 , 2002

7　Bittner H R , Sernetz M .Selfsimilarity Within Lim Its:

Description with the Log-Logistic Function.In:Feigen H O ,

Henriques JM , Penedo L F eds.Fractals in the Fundamental

and Applied Sciences.North-Holland: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B V , 1991

8　Goodchild M F.Fractals and the Accuracy of Geographic

Measure.Mathematical Geology , 1980 , 12:85 ～ 98

第一作者简介:蔡金华 ,硕士。现主要从事分形理论在地图学和

GIS 中的应用研究。

E-mail:cai_jinhua@sina.com

Automatic Determination of Fractal Non-scale Interval of Map

Objects Based on Inverse `S' Mathematical Model

CAI Jinhua
1
　LONGYi

1
　WU Hehai

1
　CHEN Dan

1

(1　School of Resource and Envi ronment Science , Wuhan University , 129 Luoyu Road, Wuhan 430079 , China)

Abstract :When the range of observed scale is wide enough the Richardson curve of a map object always

has a shape like an inverse `S' .Considering this fractal character of map objects ,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method for determining the fractal non-scale interval of a map object.This new method substitutes an

inverse `S' mathematical model-Cubic Polynomial Model with Derivative for the original Richardson curve

of a map object , and then establishes the mathematical formula for determining the non-scale interval on

the basis of this mathematical model.Finally we tested the validity of the new method by some typical

experiments , and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can work well.

Key words:fractal;non-scale interval;inverse `S' mathematical model;fractal dimension ;map

objects

About the first author:CAI Jinhua , master , his major research is the applicat ion of fractal geometry to GIS and digital cartography.

E-mail:cai-jinhua@sina.com

(责任编辑:　晓平)

253　第 3期 蔡金华等:基于反 S 数学模型的地图目标分形无标度区自动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