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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组合优化的多边形化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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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多边形轮廓为目标 , 依据曲线特征点将其分解为一系列的弯曲特征 , 并对此弯曲特征集实施组合优

化 ,将入围弯曲首尾相连 , 即可得到最终的化简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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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合优化方法

组合优化方法在科技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

究其原因 ,主要是这类问题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 ,

只能从大量的解集中通过一定的组合方式 ,求出

一个最优解。然而制图概括[ 1]也是一种不确定

性问题———既有方法 、规则的运用 ,也有各种复杂

条件下高度思维的创造性劳动 ,还包含了大量经

验的结晶[ 2] 。因此 ,笔者将组合优化方法应用于

多边形化简 ,其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

按照组合优化的思想 ,多边形化简问题可以

定义为:设有有限特征点集 P ={p1 , p2 , …, pn},

n ∈ Z
+
,其中 Z

+
为正整数 ,每个特征点 pi(1≤i

≤n)都有权值 w i ,每个特征点有(被删除 、被保

留)两种状态 ,要求在一定的指标控制范围内 。通

过优化组合 ,最后有最少的特征点被保留 ,并且此

时的权重总和 ∑
n

i

w 具有最大值 。其中 ,特征点

集 P 是指由多边形轮廓曲线上特征点构成的集

合 ,特征点的权值 w 可以理解为该点对化简指标

影响的大小。显然 ,当权重总和越大 ,多边形的特

征(包括几何特征 、地理特征)就保持得越好。

2　化简过程实施

2.1　多边形的轮廓曲线特征提取

曲线特征的提取体现在算法上就是提取特征

点。以往对特征点的理解包括曲线的端点 、极值

点(极大 、极小)、拐点等
[ 3]
,但这些做法大多从几

何特征出发 ,包括距离 、角度 、缓冲带等 。然而地

图综合不是一个几何操作过程 ,是顾及地图要素

地理特征的智能推理行为 ,尽管最底层的操作是

由坐标点的删除 、移动实现的 ,但操作的决策分析

是在地理特征层次上产生的。

对曲线(文中是多边形轮廓曲线)而言 ,其蕴涵

的地理特征上的结构化信息主要是通过弯曲特征

表现的[ 4] ,为此 ,对曲线弯曲特征的识别 、结构描述

及操作成为目前线状要素地图综合的研究热点。

Buttenfield(1991)提出了基于弯曲特征的均一性对

曲线进行分段的思想 ,根据各段的性质差异选择不

同的综合算子 , 设定不同的控制参量;Plazanet

(1995)基于曲线的趋势部分和偏差部分的分解 ,建

立了曲线弯曲群结构的分类方法。在这些研究中 ,

所有弯曲的定义都基于拐点 ,对弯曲结构的描述仅

限于弯曲单体 ,缺乏弯曲群结构的分析。根据

Gestalt心理学原理 ,人们对弯曲形状的空间认知具

有对称性 、层次性原则 ,在深度上表现为典型的大

弯曲套小弯曲层次结构 ,线状地物的结构化综合表

现为弯曲由底层到上层的化简 、合并 、删除 ,从而保

证目标的主体结构不致破坏 ,而低层次的细节部分

又得到化简 。基于这种目的 ,本文提出一种与传统

基于拐点描述弯曲完全不同的方法 ———基于弯曲

深度层次结构的二叉树表达方法
[ 5]
,对曲线弯曲特

征进行研究。具体做法是:建立一种基于 Delaunay

三角网的形式化数据模型(formal delaunay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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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FDDM)[ 6] ,将多边形实体纳入到三角网描述

体系中 ,通过三角网中的点 、边 、三角形及各种关

系 ,对多边形进行形式化描述 ,然后通过三角形路

径搜索及建立二叉树对多边形进行骨架化操作 ,提

取其骨架线 ,以骨架线与多边形轮廓线的交点作为

曲线的特征点 ,由此得到一个特征点集 P 。

图 1　记录弯曲特征搜索过程的二叉树结构

Fig.1　Representation of Search T race Path Within

One Bend and Co rresponding Binary T ree Structure

2.2　弯曲特征集的生成

在已得到特征点集 P 的基础上 ,需要作进一

步的处理 ,以便通过它能更好地保持原多边形的形

状特征。形状的表达是一个不确定性问题 ,Wang

提出了紧凑度概念
[ 7]
(compactness degree)来进行弯

曲形状描述 ,其主要思想是通过描述弯曲形状与 V

形 、U形 、半圆形 、开矩形 、开三角形拟合的程度来

表达弯曲的形状。运用这一思想 ,笔者对弯曲形状

一一进行拟合 ,通过对拟合结果的分析 ,提取出拟

合效果较好的V 形 、U 形 、半圆形 、开矩形 、开三角

形弯曲 ,并以这些弯曲组成新的集合 B ,然后对集

合 B中的这些弯曲特征元素进一步操作(包括删

除 、合并 、夸大等),以达到曲线化简的目的。在具

体实施上就是通过对集合 B中元素的优化组合 ,

来达到简化这些弯曲的目的。实际上 ,在算法中弯

曲化简的定义就是小面积弯曲的删除 ,所以通过组

合优化来删除某些弯曲的方法显然也是符合弯曲

化简的定义的 ,关键在于所删除的弯曲应该具有最

大的权重和 w总。通常地图概括中对弯曲形状化

简 ,考虑的指标条件有面积 、基线宽度 、弯曲深度 、

形状等 ,针对地图用途和综合目标地理意义的差异

化简条件也不相同 ,本文采用以下的化简条件。

1)弯曲面积小于阈值 s1 ,则删除该弯曲;

2)弯曲面积大于阈值 s1 ,而小于阈值 s2(s1

<s2),则进一步考虑深度指标 ,当弯曲深度大于

d 则保留该弯曲 ,否则删除;

3)弯曲面积大于阈值 s2 ,则弯曲保留;

4)保留的弯曲若宽度小于阈值 w ,则夸大宽

度 ,使之达到 w 。

各阈值的取值越小 ,越能较好地保持原弯曲

特征 ,而化简的程度会越小;反之 ,阈值越大 ,化简

的程度和速度越大 ,但是同时会较多地损失原弯

曲特征 。所以 ,各阈值的设置应该根据具体的需

求作相应的调整 ,在弯曲特征保持和化简程度之

间作一个选择 ,以适应不同的应用环境 。

2.3　组合优化算法实施

通过前面的处理 ,已经得到了一个由原多边

形衍生而来的弯曲特征集合 B ,并以它作为组合

优化的原集。在此集合 B的基础上 ,按照一定的

控制要求实施优化排列组合 ,得到一个最优组合

方案 ,然后将入围的弯曲特征按照其在原多边形

中的排列顺序首尾相连 ,就可得到最终的化简结

果。其重点在于组合优化算法的设计。求解这类

组合优化问题的传统算法是局部搜索算法 ,它具

有简便 、灵活等特点 ,能求解多种组合优化问题 ,

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求解组合优化问题的算法 。然

而 ,局部搜索算法也有缺点 ,比如 ,最终解是局部

最优解且过分依赖于初始解。由于探索空间的复

杂性 ,目标函数在搜索空间中有许多局部极小值

点 ,局部搜索算法最致命的弱点是在搜索过程中

很容易在这些局部极小值点处被“卡住” ,无法摆

脱。针对这个问题 , 笔者采用随机神经网络

Boltzmann机的组合优化求解策略 ,使用模拟退

火(simulated annealing ,SA)算法进行程序设计 。

SA算法与局部搜索算法的最大不同是接受

新解的准则不同 ,允许目标函数在有限范围内变

坏 ,由一控制参数 t(温度)决定。开始时 t 值大 ,

可能接受较差的恶化解 ,随着 t值的减小 ,只能接

受较好的恶化解 ,最后在 t值趋于零时 ,就不再接

受任何恶化解了 ,使算法既可以从局部极小的“陷

阱”中跳出 ,更有可能求得组合优化问题的整体最

优解 ,又不失简单性和通用性。对于模拟退火的

具体算法设计可参考文献[ 8] 。

3　实验及结果分析

对本文提出的多边形化简方法 ,笔者进行了

编程实现 ,编程环境为 Microsof t VC++6.0 ,实验

数据为深圳市 1∶50 000地形图中的水系(主要是

湖泊和水库)。在模拟退火算法中 ,以多边形面积

作为化简指标(因为对于多边形的形态描述目前

尚缺乏有效的量化指标 ,同时也不便于进行结果

评价 ,而采用面积可以很方便地进行量化控制),

按照以往经验 ,规定以面积的 5%作为阈值控制

549　第 6 期 杜　维等:一种组合优化的多边形化简方法



整个退火过程 ,对最后得到的化简结果与手工综

合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对于弯曲特征的处理有

80%以上是有效的 ,基本能满足化简要求 。图 2

是某一水库的化简前后效果比较 。由于 SA算法

的自身特点 ,每次化简所得到的结果不会完全一

致 ,并且 SA 算法执行起来速度不如一般算法那

么快 。同时 ,该化简方法还只是在实验研究阶段 ,

距真正用于生产实践还有一段距离 。

图 2　实验原图与化简结果比较

Fig.2　Comparison Between Base Map and

Simplification Result

4　结　语

1)图形化简的基本要求是保持其形状结构

特征 ,但图形的形状结构特征如何体现 ,目前尚缺

乏适合于计算机处理的量化指标;

2)阈值控制直接关系到化简的程度和质量 ,

但这一算法实现的关键环节目前还主要以手工和

经验为主;

　　3)化简后原有图形不同部分复杂程度的对

比需要得到应有的保持 ,但目前还缺乏有效的技

术措施;

4)化简结果缺乏有效的量化评价模型 ,只能

靠经验观察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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