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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满足旋转与平移不变性的线段链形状相似性评价方法。该方法计算简便，适用于面状地

理实体聚类分析，并给出了该评价方法的实现算法，分析了参数对评价方法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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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聚类问题可以用数学语言描述为：将狀

个空间对象｛狓１，狓２，…，狓狀｝划分为犮个子集（聚

类）犞１，犞２，…，犞犮。如果用犝犻犽表示对象狓犽 是否

属于子集犞犻（第犻个子集），就可得到狀个对象的

一种划分：

犕犮狀 ＝ 犝 ∈犚
犮×狀
狘∑

犮

犻＝１

犝犻犽 ＝１，０＜∑
狀

犽＝１

犝犻犽 ＜狀｛ ，

犝犻犽 ∈ ｛０，１｝；１≤犻≤犮；１≤犽≤ ｝狀 （１）

　　 完成这种划分的操作就是空间聚类分

析［１，２］。欲得到有意义的划分，需要定义划分的

准则，如相似性或相异性准则等。设计或选择不

同的相似性或相异性准则对聚类分析结果的质量

和聚类算法的收敛速度会产生较大影响。单一的

聚类准则不能解决所有可能的聚类问题，因此，人

们提出了多种相似性函数，如最大似然准则、最大

熵准则、最小体积准则、信息论准则和基于最小类

内加权平方误差和准则等。

１　面状地理实体的线段链形状相似

性

１．１　已有线段链相似性评价方法的分析

如图１所示，如果犃、犅 彼此面对的线段链

犪犫犮犱与犲犳犵犺相似，则可认为犃与犅 具有部分相

似性。在理想情况下，两线段链的“峰”、“谷”严格

对齐，线段链之间的距离处处相等，则认为两线段

链相似。但在实际应用中这种理想情况很少存

在。直观上，可以将一线段链向另一线段链平移

至彼此相触为止，然后计算两线段链之间的面积，

利用面积来评价两线段链之间的相似性。面积

小，则两线段链相似程度好，否则，相似性较差。

但这种方法存在一些问题：① 评价方法趋向于短

线段链得高分；② 线段链小的变化会严重影响相

似性评价分值。

文献［３］提出了一种评价几何形状相似性的

方法，利用差别线段链（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ｕｒｖｅ）来评价

两线段链之间的相似程度。差别线段链是通过在

两线段链之间插入一方向轴线（ａｘｉｓｏｆｏｒｉ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然后沿轴线计算两线段链与轴线垂直相交

点之间的距离差，以该距离差为纵轴，方向轴线为

横轴绘图，得到的线段链就是差别线段链，如图２

所示。如果两线段链顶点数为犿＋狀，其计算复杂

度为犗（犿＋狀）。

得到差别线段链后，计算两线段链相似程度

的方法是：设犞犃 是线段链犃 的顶点，犞犅 是线段

链犅 的顶点，犞＝犞犃∪犞犅，且依定向轴线增序排

列，犱犻狊狋犻是两线段链在顶点犞犻∈犞 处的距离，犔犻

是沿轴线方向顶点犞犻与犞犻＋１之间的距离，θ犻｜犱犻狊

狋犻＋１－犱犻狊狋犻｜／犔犻，那么，两线段链匹配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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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ｏｒｅ＝∑

犔犻ｅ
（Δ
犵
－θ犻
）犮，θ犻＜Δ犵

－犔犻ｅ
ｍｉｎ［１，（θ犻－Δ犫

）／犮］，θ犻＞Δ犫

０，

烅

烄

烆 其他

（２）

图１　几何形状部

分相似

Ｆｉｇ．１　ＰａｒｔｌｙＳｉｍｉｌ

ａｒ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Ｓｈａｐｅ

　　

图２　计算差别线段链

Ｆｉｇ．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ｏｆ

Ｌｉｎ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首先，考虑匹配较好和较差的线段，即θ犻＜Δ犵

是匹配较好的线段，θ犻＞Δ犫 是匹配较差的线段。

其次，强调较平坦的线段链，即用指数函数替代线

性函数。第三，因为处于匹配较好线段与较差线

段之间的线段纯粹是主观评价的，允许存在部分

缓冲，对于Δ犵≤θ犻≤Δ犫 的线段，既不“惩罚”也不

“奖励”。当θ犻 超出Δ犫 较多时，对匹配较差弧段

的惩罚太大，因此，使用犔犻ｅ确保惩罚不超出该界

限。使用犮＞１的常数来帮助规范化正值或负值，

因为当Δ犵、Δ犫 相对于θ犻太小时，如果没有犮，部分

匹配就难以探测。

确定定向轴线。如图３所示，先确定线段链

犃、犅的矩形框，连接两矩形框的外切线段，得到

初始定向轴线，用式（２）计算得到两线段的匹配

值，然后旋转定向轴线，求最大匹配值的旋转角

度。

图３　 定向轴线

Ｆｉｇ．３　Ａｘｉｓｏｆ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这种线段链之间相似性评价方法对于面状地

理实体的聚类分析而言，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确

定定向轴线的方法计算量太大，在求最大匹配值

的旋转角度时，无论采取何种方法，均是一类优化

问题。聚类分析时，对象之间的两两相似性计算

是决定算法复杂度的关键步骤。该步骤如果计算

量太大，整个聚类分析算法的效率很难提高；其

次，确定方程（２）中参数Δ犵、Δ犫比较困难。即使对

某种应用得到理想参数值，但是该参数值对其他

应用可能不是最理想的；第三，本方法不适用于线

段链顶点个数小于等于３或线段链有回仄的情

况。

１．２　满足旋转与平移不变性的线段链相似性评

价方法

定义１　设δ＞０是正常数，０＜犲＜１是实常

数，有形如犢＝犃犡＋犅的变换，犃＝（珗犪１，…，珗犪狀）
Ｔ，

犅＝［（珗犫１，…，珗犫狀）］
Ｔ，使得对于线段链犡＝狓１，狓２，

…，狓犿 与犢＝狔１，狔２，…，狔狀，狓犻、狔犼（１≤犻≤犿，１≤犼

≤狀）是线段链犡、犢 的顶点，有犡′＝（狓犻
１
，…，狓犻犾）

和犢′＝（狔犻
１
，…，狔犻犾）是犡、犢 中满足下述条件的最

长子串：

１）对１≤犽≤犾－１，犻犽＜犻犽＋１，犼犽＜犼犽＋１；

２）对１≤犽≤犾，｜犻犽－犼犽｜≤δ；

３）１≤犽≤犾，
狔犼犽
１＋（ ）犲

≤珗犪犻狓犻犽＋犫犻≤狔犼犽 １＋（ ）犲 。

则线段链犡 与犢 的相似性ｓｉｍ犲，δ（犡，犢）定义为

（犛犾狓＋犛犾狔）／（犛犡＋犛犢）。犛犾狓、犛犾狔分别表示相似犡、

犢 线段的长度之和；犛犡、犛犢 分别表示犡、犢 的长

度。

对于面状地理实体的聚类问题，线段链顶点

狓犻可用二维坐标表示，其变换矩阵也需要限制才

能使相似性定义满足实际应用情况。

定义２　满足旋转不变性的线段链相似性。

定义１中令：

犃＝
ｃｏｓθ －ｓｉｎθ

ｓｉｎθ ｃｏｓ
［ ］

θ
，犅＝ ［］０

０
（３）

狓犻＝［狓犻１　狓犻２］
Ｔ，狔犼＝［狔犼１　狔犼２］

Ｔ，得到的相似性

ｓｉｍ犲，δ，θ（犡，犢）称为满足旋转不变性的线段链相似

性。θ是旋转角度。

定义３　满足平移不变性的线段链相似性。

定义１中令：

犃＝
１　０

０　
［ ］
１
，犅＝

犫狓

犫
［ ］
狔

（４）

狓犻＝［狓犻１　狓犻２］
Ｔ，狔犼＝［狔犼１　狔犼２］

Ｔ，得到的相似性

ｓｉｍ犲，δ，犫狓，犫狔
（犡，犢）称为满足平移不变性的线段链

相似性。犫狓、犫狔 分别是沿狓、狔轴的平移量。

定义４　满足旋转与平移不变性的线段链相

似性。定义１中令：

犃＝
ｃｏｓθ －ｓｉｎθ

ｓｉｎθ ｃｏｓ
［ ］

θ
，犅＝

犫狓

犫

熿

燀

燄

燅狔
（５）

狓犻＝［狓犻１　狓犻２］
Ｔ，狔犼＝［狔犼１　狔犼２］

Ｔ，得到的相似性

ｓｉｍ犲，δ，θ，犫狓，犫狔
（犡，犢）称为满足旋转与平移不变性的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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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段链相似性。

定理１　两线段链犡、犢，若对应顶点之间的

距离保持不变，则两线段链“峰”、“谷”严格对齐，

线段链之间几何形状严格相似。如果犡、犢 依某

个原点同时旋转一个角度θ，或同时平移一段距

离，其对应顶点之间距离保持不变。

证明　设狓犻＝［狓犻１　狓犻２］
Ｔ，狔犼＝［狔犼１　狔犼２］

Ｔ，

狓犻、狔犼是线段链上一对顶点，均绕原点旋转θ角度

后，其坐标为：

狓′犻１ ＝狓犻１ｃｏｓθ－狓犻２ｓｉｎθ，

狓′犻２ ＝狓犻１ｓｉｎθ＋狓犻２ｃｏｓθ
（６）

狔′犼１ ＝狔犼１ｃｏｓθ－狔犼２ｓｉｎθ，

狔′犼２ ＝狔犼１ｓｉｎθ＋狔犼２ｃｏｓθ
（７）

若距离函数为欧几里德距离，则旋转变换后，两点

距离为：

犱＝ （狓′犻１－狔′犼１）
２
＋（狓′犻２－狔′犼２）槡

２ （８）

（狓′犻１－狔′犼１）
２
＋（狓′犻２－狔′犼２）

２
＝

（狓犻１－狔犼１）
２
＋（狓犻２－狔犼２）

２

　　可见，经旋转变换后，线段链顶点间距离不

变。同理可证，经平移变换后线段链顶点间距离

不变。因此，满足旋转与平移不变性的线段相似

性定义变换后相似性不变。证毕。

表征几何形状相似性除了度量特征外，还有

连续性特征（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４］。几何形状

相似性评价方法要考虑其连续性特征，就应该能

够处理线段链上出现孤立点或局部误差点的情

况，即将局部跳跃点排除在外不予考虑。如图４

所示，犃点可视为局部孤立点，其存在影响线段链

之间的局部相似性，但将其删除后，线段链之间的

全局相似性并不受影响。定义４表明，只要在犃

点的领域范围内（受δ参数控制）存在某个顶点，

使之与另一线段链对应顶点之间的距离在两线段

链距离的某个误差范围内（受参数犲控制），则认

为犃点前后顶点构成的线段为与另一线段链相

似之线段，其长度记入犛犾犽。

由上述分析可见，利用定义４来评价线段链

之间的相似性，可不受孤立点的影响。通过旋转

和平移变换，既可简化算法，又可保持相似性评价

的不变性。

２　满足旋转与平移不变性的线段链

相似性评价算法设计

２．１　算法设计

利用简单多边形彼此面对的线段链犔狆、犔狇，要

评价犔狆、犔狇之间的形状相似性，关键是要得到犔狆、

犔狇之间的相似子串。设犔狆 按角度犪（犔狆、犔狇 中端

点之间距离较小者，此处为犔狇端点连线犃犫与狓轴

夹角减９０°）投影到犔狇 上得到的线段链为犔
α
狆狇，犔狇

按角度犪投影到犔狆 上得到的线段链为犔
α
狇狆，则相似

子串犔ｓｉｍ犔
α
狆狇∩犔

α
狇狆，见图５。为了得到犔

α
狆狇∩犔

α
狇狆，

并简化计算方法，将犔狆、犔狇 按逆时针方向旋转π／２

－α角度，其结果如图６所示。然后利用公式：

狓ｍｉｎ ＝ ｍａｘ狓ｍｉｎ 犔（ ）狆 ，狓ｍｉｎ 犔（ ）（ ）狇

狓ｍａｘ ＝ ｍｉｎ狓ｍａｘ 犔（ ）狆 ，狓ｍａｘ 犔（ ）（ ）狇

可以求得犔α狆狇∩犔
α
狇狆的最小和最大狓坐标以及对应

的狔坐标。由定义４线段链相似性不会因为旋转

变换而改变可知，经旋转变换后，犔狆、犔狇 的相似性

不变。

为了简化定义１中线段链相似性三条件中

３）的判断过程，由上节已知线段链作平移变换不

改变其相似性评价结果，因此，将图６中两线段链

之一朝另一线段链平移，平移量为两线段链之间

的最近精确距离。平移变换后，其结果如图７所

示。而且式（２）可进一步简化为式（９）：

珗犪犻狓犻犽 ＋犫（ ）犻 －狔犼犽 ≤犲 （９）

　　如图８所示，为了简化定义１中线段链相似

性三条件中１）、２）的判断过程，将狓ｍｉｎ狓ｍａｘ分成狀

图４　线段链上孤立点

Ｆｉｇ．４　Ｏｕｔｉｅｒｏｎ

Ｌｉｎ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图５　犔ｓｉｍ犔

犪
狆狇∩犔

犪
狇狆

Ｆｉｇ．５　犔ｓｉｍ犔
犪
狆狇∩犔

犪
狇狆

　　　　
图６　线段链旋转

Ｆｉｇ．６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Ｌｉｎ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图７　线段链平移

Ｆｉｇ．７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Ｌｉｎ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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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分，并求出犔α狆狇、犔
α
狇狆对应于狓ｍｉｎ狓ｍａｘ各个分割点

的坐标，再判断犔α狆狇、犔
α
狇狆各分割点及其δ邻域内分

割点之间是否满足（９）式。如果满足，表明犔α狆狇、

犔α狇狆上该小段相似，该小段长度分别记入犛犾狓、犛犾狔。

线段链相似性计算算法如下。在算法中，步骤

１）、步骤２）和步骤３）的时间复杂度是犗（｜犔狆｜＋

｜犔狇｜），｜犔狆｜、｜犔狇｜分别表示犔狆、犔狇 中坐标点个数。

步骤４）的时间复杂度是 犗（狀δ
２），即对应于

狓ｍｉｎ狓ｍａｘ／狀的每一个等分作δ
２ 次判断。因为δ的

取值不会太大，算法１仍可视为线性时间复杂度

的算法。利用算法１得到的相似线段链及对应的

相似性评价值如图９所示。图９中，犲＝２．０，

δ＝５。

　　算法１

１）旋转线段链狆Ｃｈａｉｎ和狇Ｃｈａｉｎ；

２）平移线段链狆Ｃｈａｉｎ和狇Ｃｈａｉｎ；

３）求狓ｍｉｎ、狓ｍａｘ；

４）依次判断犔α狆狇、犔
α
狇狆各分割点及其δ邻域内

分割点之间是否满足式（９）；

５）计算（犛犾狓＋犛犾狔）／（犛犡＋犛犢），结束。

２．２　参数分析与设置

参数对相似性评价的影响：参数狀值越大，算

法１的时间开销越大；ｄ狓＝狓ｍｉｎ狓ｍａｘ／狀值越小，

δ·ｄ狓也越小，对孤立点的狓方向容差变小，两线

段链相似性评价越准确。参数犲值越小，对一线

段链在δ·ｄ狓范围内狔方向的容差越小，两线段

链相似性评价越准确，但降低了评价方法的抗“扰

动性”［４］。δ值越小，δ·ｄ狓越小，两线段链相似性

评价越准确，但同样降低了评价方法的抗“扰动

性”。如图１０所示，将线段链视为沿狓轴幅度变

化的信号，δ越小，ｄ狓越小，高频“扰动”可保留；

犲值越大，幅度高的“扰动”可保留。

图８　线段链相似性条件判断

Ｆｉｇ．８　ＶｅｒｉｆｙｉｎｇＷｈｅｔｈｅｒＬｉｎ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Ｍｅｅｔ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１ｏｒＮｏｔ

　　　

图９　线段链相似性和评价值

　Ｆｉｇ．９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ｏｆＬｉｎ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图１０　参数对相似性评价的影响

Ｆｉｇ．１０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设置的启发式方法为：①狀≥δ。在判断

犔α狆狇、犔
α
狇狆对应于ｄ狓的一小线段是否满足相似条件

时，需要判断其δ邻域内其他坐标点是否满足相

似条件。②δ·ｄ狓所有面状地理实体矩形包围

框的狓 方向的坐标间距的最小值。由条件①、

②，在已知δ的前提下，可求得ｄ狓值，进而求得狀

值。δ、犲值视具体应用实例，由人工交互输入。

３　结　语

相似性准则的定义是空间聚类分析算法设计

的关键。面状地理实体与点状地理实体不同，不

仅要具有位置特征，还要有形状特征。因此，面状

地理实体相似性准则定义时必须考虑形状特征。

面状地理实体的聚类分析与数据挖掘中分类分析

也不相同，它不要求地理实体形状的完全相似性，

而仅要求形状的部分相似性。满足旋转与平移不

变性的线段链相似性评价方法是针对面状地理实

体几何形状部分相似性评价需求提出来的，计算

方法简便，不需要针对每对线段链进行优化计算。

通过线段链的旋转、平移与等分操作解决了线段

链坐标点数小于等于３时的相似性评价问题。算

法不受孤立点和局部误差点的影响。

该评价方法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包括：①

如何更好地设置参数犲和δ；② 当线段链存在回

仄时，如何计算线段链之间的相似性；③ 利用（犛犾狓

＋犛犾狔）／（犛犡＋犛犢）来表示线段链的相似性，其合理

性有待更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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