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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渐进式简化建筑物群目标的算法，该算法考虑了目标之间的分辨距离和密度，能够渐进式得到

任意比例尺的地图，可以从几何和语义两方面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有建筑物群的特征，同时可保持综合前后不

同分区之间的密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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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综合中建筑物群的典型化需要考虑人类

视觉感知的定量化和格式塔理论的约束，已有很

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一些研究，具体见文献［１～

５］。本文引入了模糊数学思想对建筑物要素建立

语义特征的定量描述，利用结构化要素（道路）对

地图空间进行分区，以点状要素代替面状要素，将

建筑物群的典型化处理转变为点群目标的典型化

处理，从而为利用加权网格简化技术建立了必要

的条件。对文献［５］提出的典型化途径进行进一

步的改正，吸收了计算机图形学领域渐进网格的

思想，提出了渐进式简化建筑物群目标的算法。

１　建筑物权重的确定

物体的重要性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① 语义信息：物体本身的资格；② 几何信息：位

置、形状、大小等；③ 关系信息：在全局中的地位

和在局部区域中的相对重要性。确定建筑物权重

的基本步骤如下。

１）选定评价对象集，即图面上所有建筑物目

标集合。

２）建立评判指标体系，对建筑物重要程度的

评判所考虑的因素是面积、位置、密度差异。

３）仅考虑具有一个元素的评语集犞＝｛重要

（狏１）｝。

４）进行单因素评判，得出隶属度矩阵（评价

矩阵）犚＝｛狉犻犼｝。

① 面积因素：μ１（狓）＝
狓－犃ｍｉｎ
犃ｍａｘ－犃ｍｉｎ

，其中，狓为

建筑物面积；犃ｍｉｎ为最小面积；犃ｍａｘ为最大面积。

② 位置特征因素：可对处于不同位置的建筑

物目标进行分类，以分段函数描述该因素对重要

性的隶属度。在道路交点处，以一定距离狉１ 为半

径构建点缓冲区，重心落入缓冲区范围的建筑物

赋予隶属度μ２１；同样对道路端点处缓冲区（狉２ 为

半径）范围内的建筑物赋予隶属度μ２２；以一定距

离犱作道路缓冲区，重心落入缓冲区范围的建筑

物赋予隶属度μ２３；其他建筑物赋予隶属度μ２４。

其中，狉１、狉２、犱与地图比例尺和地理区域景观特征

有关，根据试验确定，１＞μ２１＞μ２２＞μ２３＞μ２４＞０，

可事先给定。

③ 密度差异因素：文献［６］采取降半柯西分布

来描述圈形符号居民地密度差异的隶属度函数，计

算较为复杂，经验性强。本文对图面空间进行了分

区，论域范围较小，因此采取了简化的一次函数：

μ４（狓）＝
狓－β
α－β

，α≤狓≤β，α，β＞０

式中，狓为每个建筑物的密度，定义为一定大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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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域内建筑物的个数与面积的比值；α、β分别为

同一分区中建筑物密度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５）确定评判指标的权数分配犃＝｛犪犻｝。此

处赋予权系数为犃＝（０．４５，０．３５，０．２０）。

６）进行综合评判，求得最终综合评判结果：犅

＝犃犚，其中“”表示模糊运算符。这里为了综合

考虑所有因素的影响，选取了模型犕（·，）
［７］。

７）重复步骤２）～６），从而得到每个建筑物隶

属于“重要”这一评语的值，作为该建筑物的权重，

犠＝犫犼＝｛狑犽｝，犽＝１，２，…，犖（此处犼＝１）。

２　空间数据的组织

针对建筑物群的典型化算子，本文引入数据

增强［８］的方法，重新设计了建筑物目标的数据结

构，见表１。表１中，Ｌｅｎｇｔｈ＿Ｂｙ＿Ｗｉｄｔｈ是长宽

比，即建筑物目标长轴与短轴的比值；Ｇｒｏｕｐ＿ＩＤ

是建筑物群标识，即利用道路网进行区域划分后

赋予每个建筑物的区域标识；Ｗｅｉｇｈｔ是通过模糊

综合评判得到的建筑物的权重，用来反映建筑物

目标之间的重要性差异。值得指出的是，根据面

积、长宽比可以确定建筑物的形状（这里视为矩

形），根据重心坐标、方向可以定位，这４个属性使

得“以点代面”描述建筑物目标成为可能。

３　建筑物群渐进式典型化

３．１　加权网格简化

网格简化是指在最大程度保持原始网格形状

的基础上，消除初始三角形网格上的顶点数目，从

表１　建筑物目标的数据结构

Ｔａｂ．１　Ｄａｔ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Ｉ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犡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犢 Ａｒｅ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Ｌｅｎｇｔｈ＿Ｂｙ＿Ｗｉｄｔｈ Ｇｒｏｕｐ＿ＩＤ Ｗｅｉｇｈｔ

２５ ７８６．５ ５８３．４ １５８．９ ２．７ ５．３２ ５３７ ０．７６２５

而达到减少数据量、简化处理的目的，基本思想是

将网格简化描述为一优化问题［９］。基于“以点代

面”的思想，以建筑物重心代替其本身，可以作为

网格简化技术需要的采样点，利用模糊综合评判

对每个建筑物进行定量描述，以期能反映建筑物

之间的重要性差异。在网格简化过程中充分考虑

权重因素，称之为加权网格简化。加权网格简化

能从几何特征和语义特征两个方面得到匹配原始

网格的最佳网格。

３．２　建筑物群渐进式典型化流程

３．２．１　定位

从原建筑物群简化到新建筑物群的过程是一

个渐进式过程。其基本思想是：两个位置相近的

目标可以由它们之间的一个新目标代替。以密度

最大的分区为例，如图１（ａ）是原有建筑物目标

群；图１（ｂ）为初始网格犕０，此时建筑物均由其重

心表示，如狏狋＝｛犫狋｝，其中圆形目标是两个建筑物

的外接圆；图１（ｃ）是第一次迭代的情况，表现在

网格上是边收缩，一次边收缩将两个相近的顶点

狏狊和狏狋合并成了一个新顶点狏狀（图中突出显示），

此时，狏狀＝｛犫狊，犫狋｝代表了原有的两个建筑物目

标；图１（ｄ）是第二次迭代的情况。对于其他分

区，计算建筑物目标外接圆和分辨距离的步骤可

以省略，而直接以个数来控制。

新目标群必须能最好地刻画原来目标群的特

征，因此不能仅考虑距离特征，还应该充分发掘各

个点背后蕴涵的几何信息和语义信息。模糊综合

评判处理后，每个建筑物目标都被赋予了代表其

重要性的权重，网格因此也内蕴了语义信息。网

格中两点最近可定义为犪ｍｉｎ＝ｍｉｎ（犪犻），其中，犪犻＝

φ × 犱 是 两 点 间 的 网 格 距 离，犱 ＝

（狓狊－狓狋）
２＋（狔狊－狔狋）槡

２是两点间的空间距离；

φ＝犠狊＋犠狋，犠狊、犠狋是 每 个 建 筑 物 的 权 重。

图１（ｄ）中显然存在空间距离更小的点，但它没有

考虑语义信息，因此不能最好地匹配原始网格。

边收缩公式定义为原有建筑物之间的加权平均，

图１　基于加权网格简化的建筑物群渐进式典型化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ｙｐ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Ｍｅｓｈ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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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狏狀＝（１－α）狏狊＋（α）狏狋，其中，向量狏犻＝（犡犻，

犢犻），α＝犠狊／φ。如图１（ｄ）中边收缩后，新建筑物

点位并不在收缩边的中点位置，而是靠近权重较

大的建筑物重心。

３．２．２　表达

通过定位，可以得到新目标的位置，而表达则

是用新目标替代原有的两个目标。如狏狀 替代了

顶点狏狊和狏狋，即建筑物犫狊 和犫狋，它应能最大程度

地表达原有目标的几何信息和语义信息。新建筑

物的几何信息和语义信息包括长宽比 （犔＿犠狀＝

（１－α）犔＿犠狊＋（α）犔＿犠狊＋（α）犔＿犠狋）、面积（犃狀＝

（１－α）犃狊＋（α）犃狋）、方向（犗狀＝（１－α）犗狊＋（α）

犗狋）、权重（犠狀＝犠狊＋犠狋）。其中，犃狀、犔＿犠狀、犗狀、

犠狀 分别是新建筑物目标的面积、长宽比、方向、

权重；犃狊、犔＿犠狊、犗狊、犠狊犃狋、犔＿犠狋、犗狋、犠狋分别是原

建筑物目标犫狊和犫狋对应的面积、长宽比、方向、权

重。

值得指出的是，如果两个建筑物之间面积差

异非常大，直接采用平均面积会破坏其局部特

征［５］。但本文中由于建筑物目标的权重已经包含

了面积因素，保证了面积较大的建筑物在计算新

目标的面积时贡献也较大，能够保持建筑物的局

部特征，在几何和语义两方面都能较好地切合原

网格。考虑到单个目标的最小分辨距离（ｍｉｎｉｍａｌ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ＳＤ）
［１０］和目标间的差异，还

必须对计算出的面积利用调和函数进行改正。调

和函数根据以下原则定义［３］，当建筑物的面积小

于在相应比例尺地图上以最小分辨距离为边长的

正方形面积时，以此正方形夸大表示，面积最大者

保持其大小；中间的建筑物按一定比例适当夸大

表示。即

犳（狓）＝

犃ＭＳＤ，狓≤犃ＭＳＤ

狓·（犃ｍａｘ／犃ｍａｘ），犃ＭＳＤ ＜狓＜犃ｍａｘ

狓，狓＝犃

烅

烄

烆 ｍａｘ

式中，狓是每个建筑物的面积；犃ＭＳＤ是综合后地图

上相应比例尺的以 ＭＳＤ为边长的正方形面积；

犃ｍａｘ是同一分区所有目标中当前面积的最大值。

３．２．３　迭代终止标准

典型化过程既然是渐进式的，那么就需要对

每一步的结果进行评价，看是否达到了要求。这

是十分关键的一点，即如何确定迭代终止标准。

一般方法是通过计算综合后地图上建筑物的个数

来控制，如开方根规律、黑白比率保持法、经验回

归分析法等，这些方法经验性强，需要人工干预。

另外，不同的分区原则上应具有不同的迭代终止

条件，以保持不同分区建筑物群之间的密度对比。

本文拟采取依赖于密度的控制方法，首先计算狀

个分区的建筑物密度犇犻（犻＝１，２，…，狀）（每个分

区内的建筑物个数与面积的比值），并按密度大小

进行排序，由小到大可以组成一个上升的曲线。

在不同分区之间保持密度差异，就是要求综合后

相同序列的曲线基本上仍呈上升趋势。迭代的终

止标准对于密度最大（设为犇犼）的分区和其他分

区（犇犻，犻≠犼）有所区别。对于密度最大的分区，迭

代终止标准为犱＞狉１＋狉２＋犱犕，犱是网格距离最小

的两个点之间的空间距离；狉１、狉２ 是这两个点代表

的建筑物目标的外接圆半径；犱犕 是综合后比例尺

分母为犕 的地图上不同目标之间的最小分辨距

离［１０］。如图１（ｂ）中，建筑物狏狊 和狏狋之间的空间

距离小于其外接圆半径和最小分辨距离的和，因

此需要减少目标个数，用狏狀 替代。对于其他分

区，因为已经得到了密度最大的分区综合后的个

数，其综合后密度可以计算（设为犇′犼）。根据保持

密度对比的原则，有：

犇犼／犇′犼＝犇犻／犇′犻，犻＝１，２，…，狀，犻≠犼

　　由此，结合面积可以计算综合后各分区中建

筑物目标的个数，这些分区的迭代就可以用建筑

物目标的个数来进行控制。当然，也可以用依赖

于密度的分辨距离进行控制，即密度最大的分区

以最小分辨距离处理，密度最小的分区定义最大

分辨距离，其他分区的分辨距离由内插得到，但方

法相对复杂和不容易控制。由于区分了网格距离

（结合了语义特征和几何特征）和空间距离，需要

对迭代的结果进行后续处理，主要是每个分区之

间空间距离最近的两个点代表的建筑物是否存在

压盖现象，根据外接圆和最小分辨距离进行检测。

图２是该算法综合结果示意图（部分）。可以

看出，该算法能够保持综合前后不同分区之间的

密度对比，能较好地保持原有建筑物群的分布特

征，符合人类认知的格式塔理论，满足综合前后既

缩小差别又保持差别的原则。

图２　基于加权网格简化的建筑物群渐进式典型化示例

Ｆｉｇ．２　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ｙｐ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Ｍｅｓｈ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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