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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要素化简算法的传递误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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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了算法对线要素化简过程中对其邻近其他地理要素的空间精度和空间关系产生影响的基础

上，提出了线要素化简算法误差传播的研究方法，建立了线要素化简算法的传递误差模型，并利用误差椭圆将

模型可视化。最后针对不同线要素，对不同算法的传递误差进行了分析和评估。

关键词：线化简；算法；传递误差；误差椭圆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Ｐ２８３．１

　　线要素是地图要素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部

分，有关地图线状要素的化简，是自动制图综合中

研究得最多、效果最好的一个方面［１］。而制图综

合不仅仅靠算法和模型驱动，它们对地图要素的

拓扑关系、语义精度和空间精度等方面会带来一

些难以预知的变化［２］，算法在综合过程中和综合

后在原始数据保持、图形空间拓扑关系、综合后数

据评定指标和评定方法等方面都表现出不确定

性［３］。因此，无论哪一种算法，在化简过程中都不

能完全达到综合要求。

在建立各类模型或算法过程中，由于认知的

不完整性、模型的不确定性、算法的不可靠性将导

致整个运算过程及结果的不确定性特征，将算法

对空间数据分析与处理的局限性可能使空间数据

的不确定性进一步传播［４］。

１　线要素化简中的误差传播

针对地图上单个线要素在化简过程中由于自

身的偏移或误差而引起的其他地图要素误差，大

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① 线对点的误差传播

（图１（ａ）），化简后形状的改变，可使境界线上的

城市位置发生偏移；② 线对线的误差传播

（图１（ｂ）），河流局部弯曲的简化导致与河流紧靠

的公路位移；③ 线对面的误差传播（如图１（ｃ）），

由于对河流进行了化简，河流两侧的居民地不仅

发生位移，而且自身的位置（方向）还需调整。

由上述三类传播方式可以看出，线化简引起

的误差主要是引起了曲线周围的要素位置和空间

关系发生了变化。

图１　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２　算法化简线要素的传递误差

２．１　误差传播律

由于独立观测值存在误差，导致其函数也必

然存在误差，阐述观测值中误差与观测值函数中

误差之间关系的定律称为误差传播律。

设线性函数

狔＝犽１狓１＋犽２狓２＋…＋犽狀狓狀 （１）

式中，犽１，犽２，…，犽狀 为常数；狓１，狓２，…，狓狀 为独立

直接观测值。

设独立观测值狓１，狓２，…，狓狀 相应的中误差为

犿狓
１
，犿狓

２
，…，犿狓狀，函数狔的中误差为犿狔，当观测

值狓１，狓２，…，狓狀 中含有真误差Δ狓１，Δ狓２，…，Δ狓狀

时，函数狔产生真误差Δ狔，即

狔－Δ狔＝犽１（狓１－Δ狓１）＋犽２（狓２－Δ狓２）＋

…＋犽狀（狓狀－Δ狓狀）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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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２）减式（１）得：

Δ狔＝犽１Δ狓１＋犽２Δ狓２＋…＋犽狀Δ狓狀 （３）

设对狓１，狓２……狓狀 观测了狀次，则有：

Δ狔１ ＝犽１Δ狓１１＋犽２Δ狓２１＋…＋犽狀Δ狓狀１

Δ狔２ ＝犽１Δ狓１２＋犽２Δ狓２２＋…＋犽狀Δ狓狀２

…

Δ狔狀 ＝犽１Δ狓１狀＋犽２Δ狓２狀＋…＋犽狀Δ狓狀狀

　　 从偶然误差的特性可知，当 狀→ ∞ 时，

［Δ狓１狀Δ狓狀１］

狀
趋近于零。所以，将上式取两端平方

和，并除以狀，得：

［Δ狔
２］

狀
＝犽

２
１

［Δ狓
２
１］

狀
＋犽

２
２

［Δ狓
２
２］

狀
＋…＋犽

２
狀

［Δ狓
２
狀］

狀

　　根据中误差的定义，得：

犿狔 ＝± 犽２１犿
２
狓
１
＋犽

２
２犿

２
狓
２
＋…＋犽

２
狀犿

２
狓槡 狀
（４）

２．２　线要素化简的传递误差表达式

设待化简曲线函数表达式为：

犢 ＝犳（犡１，犡２，…，犡犿） （５）

式中，犡１，犡２，…，犡犿 为曲线上点的坐标。经前述

分析得出，本文研究的是曲线上偏移量最大点的

传递误差，因而对式（５）求全微分，有：

ｄ犢 ＝
犳
犡１
ｄ犡１＋

犳
犡２
ｄ犡２＋…＋

犳
犡犿

ｄ犡犿

（６）

　　Ｄｕｔｔｏｎ（１９９２）采用模拟的方法描述了随机线

元的误差分布。该模型认为，构成线元端点的真

实位置位于以端点点位均值为核心的误差区域

内。如果点元仅有一个观测值，那么此观测值即

被认为是该点元的点位均值。因此，可将化简后

的偏移值作为该点误差的点位均值。通常化简后

曲线上的点相对于原始曲线的坐标偏移量远小于

该点的实际坐标值，因而可以将ｄ犡１，ｄ犡２，…，

ｄ犡犿，ｄ犢 看作是绝对误差 Δ犡１，Δ犡２，…，Δ犡犿，

Δ犢，则式（６）就可转化为绝对误差的传递公式：

Δ犢 ＝
犳
犡１
Δ犡１＋

犳
犡２
Δ犡２＋…＋

犳
犡犿

Δ犡犿

（７）

　　在计算偶然误差时，误差本身的正或负是不

可知的。本文研究的误差主要是针对线上点（狓，

狔）的偏移，而该点在狓、狔上的偏移量为同一方

向，因此，不存在正负关系。式（７）中各Δ犡 的系

数取绝对值，即

Δ犢＝
犳
犡１

Δ犡１＋
犳
犡２

Δ犡２＋…＋
犳
犡犿

Δ犡犿

（８）

由此可进一步得出相对误差的传递公式：

Δ犢
犢
＝
犳
犡１

Δ犡１

犳
＋
犳
犡２

Δ犡２

犳
＋…＋

犳
犡犿

Δ犡犿

犳

（９）

式中，Δ犡１，…，Δ犡犿 都用绝对值，式（８）和式（９）

是误差传递的基本公式。算法化简后可得到曲线

上最大偏移点在狓、狔方向上的偏移值（绝对误差

值），然后根据误差传播律，由式（８）得到该误差值

的系数，代入式（４）可计算出引起误差的大小。其

中，犿狔 的正负说明化简后曲线该处所在的点在原

始曲线的左侧或右侧，并没有实际意义。

２．３　算法传递误差模型的可视化

在误差理论中，椭圆通常用于描述二维空间

中点元的位置不确定性，该椭圆被称为误差椭圆，

误差椭圆方法是用于描述矢量图中空间特征的位

置不确定性的一种可视化方法［５］。而线要素化简

中的误差传播都可以转化为线对点元的传播误

差，因此，误差椭圆方法适合于算法传递误差模型

的可视化。

结合不同线要素化简算法，建立误差椭圆，如

图２。假设算法化简曲线犃犅在犆 点获得最大偏

移量，不难得到该点狓、狔方向的最大偏移值Δ犡、

Δ犢。设犆、犇、犈三点的坐标分别为（狓０，狔０）、（狓１，

狔１）、（狓２，狔２），建立关于犆点偏移的函数关系式：

犱＝
狘犃狓０＋犅狔０＋犆狘

犃２＋犅槡
２

（１０）

图２　运用误差椭圆可视化算法传递误差模型

Ｆｉｇ．２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ｂｙＥｒｒｏｒＥｌｌｉｐｓｅ

式中，犃＝狔２－狔１；犅＝狓１－狓２；犆＝狓２狔１－狓１狔２。

对照式（８）得：

犽１ ＝
犳
狓

＝
犃

犃２＋犅槡
２

犽２ ＝
犳
狔

＝
犅

犃２＋犅槡
２

由式（４）可得：

犿犱 ＝± 犽２１Δ犡
２
＋犽

２
２Δ犢槡

２ （１１）

由此就得到了算法在此点对曲线化简产生的传递

误差。因为该传递误差是由偏移量最大点获得，

３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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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算法对线要素化简后给邻近地理要素带来的

影响皆在误差椭圆范围内。另外，一般情况下，算

法化简曲线时始终都要保留曲线的首末节点，因

而曲线的端点（如图２中的犃、犅两点）不会发生

偏移，也就没有传递误差，所以图２中的误差椭圆

只针对曲线的中间点。

３　试验结果分析比较

目前，有关数字化线划图形化简算法发展较

为成熟，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ｕｃｋｅｒ提出的ＤＰ算法及其分

形扩展是用得最多的方法［６］。郭庆胜提出的渐进

式化简算法考虑到了空间知识使线化简的结果得

到极大地改进［７］。ＬｉＯｐｅｎｓｈａｗ算法不管是产生

的综合结果同原始要素符合程度的真实性，还是

依据手工综合结果与要素综合后的结果的相似

性，都得到了更合理更真实的效果［８］。因此，依照

算法化简的传递误差模型，选取这三种有代表性

的数字线划化简算法对不同的线要素进行化简，

并对其产生的传递误差的大小进行比较。另外，

算法化简产生传递误差的大小还受算法化简力度

大小的影响，化简力度越大，产生的传递误差也越

大。因此，这里采用化简前后曲线有相同的点压

缩率，尽量保证它们在相同的化简力度下，比较不

同算法对线要素化简产生的传递误差。那么，在

相同的压缩比率下，传递误差越小，说明使用该算

法对周围邻近地理要素产生的影响越小。

图３截取了某１∶５万原始数据局部陆地水

域层线要素，并用选取的三种算法对该层线要素

进行了化简及其结果显示。

图４为用三种算法对图３陆地水域层线要素

进行化简后图中抽样曲线产生中误差比较，化简

后三种算法对点的压缩比率分别为３１．７５％、

３１．９８％、３１．４６％。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在１０条抽样曲线中，用

　　　　　　

图３　用三种算法对河流化简的

结果（粗线为化简后）

Ｆｉｇ．３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ｉｖｅｒｓｂｙ

Ｔｈｒｅ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图４　三种算法对抽样曲线化简产生

传递误差比较／ｍ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ｉｓｏｎｏｆ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

ｏｆ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ＣｕｒｖｅｓｂｙＴｈｒｅ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三种算法化简后产生的传递误差普遍较低，

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ｕｃｋｅｒ算法的误差值介于另两种算法

之间，ＬｉＯｐｅｎｓｈａｗ算法域值整体较低而且较其

它两种算法稳定。而从图中可以看出，用渐进式

化简算法化简后，个别曲线产生的传递误差值较

大。在相同的化简力度下，ＬｉＯｐｅｎｓｈａｗ算法化

简陆地水域层线要素产生的传递误差较小，说明

相对于另两种算法，用ＬｉＯｐｅｎｓｈａｗ算法化简对

曲线邻近的地理要素产生的影响较小，这也意味

着此算法比另两种算法更适合化简图幅上周围地

理要素分布密集的线要素层。另外，如果计算所

得传递误差为零，说明算法未对该曲线化简，从而

不存在对其他要素的误差传播。

表１是３种算法对同一幅１∶２５万比例尺地

表１　３种算法对某１∶２５万比例尺地图上３类线要素化简产生传递误差比较／ｍ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ｅｉｓｏｎｏｆ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ｏｆ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Ｌｉｎｅａｒ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ｎ１∶２５００００Ｓｃａｌｅ

Ｍａｐ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ｂｙＴｈｒｅ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算　　法 抽样曲线传递误差

点压缩率

为４１．２％

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ｕｃｋｅｒ算法 １２．９２ １６．６４ １１．７４ １５．２６ ３．８８ １５．６６

渐进式化简算法 １０．１８ １３．４ １７．７８ ２１．４４ ３．８８ １５．７９

ＬｉＯｐｅｎｓｈａｗ算法 １２．０７ １２．５４ １３．１ １２．８２ ７．５２ １１．７１

点压缩率

为５６．２％

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ｕｃｋｅｒ算法 ５．５３ ３．２２ ０．７６ ４．５３ ８．２５ １．０７

渐进式化简算法 ３．１３ ３．２３ １．８５ ４．６２ ５．８２ １．０６

ＬｉＯｐｅｎｓｈａｗ算法 ４．９７ ５．３６ ２．５８ ７．６５ ９．１７ １．９７

点压缩率

为５９．３％

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ｕｃｋｅｒ算法 ２．４１ ６．５６ １．８３ １．４９ ７．７５ １．８

渐进式化简算法 ２．４１ ６．５６ １．８２ ３．６２ ２．９９ ４．４

ＬｉＯｐｅｎｓｈａｗ算法 ３．６２ ４．９４ １．８ ６．９８ ２．８１ ５．３２

４３９



　第３２卷第１０期 朱鲲鹏等：线要素化简算法的传递误差模型

图上３类不同的线要素化简后产生的传递误差的

比较。从算法自身的纵向比较来看，从等高线到

道路，也即随着曲线上弯曲变少，用３种算法化简

后的传递误差逐渐变小，意味着化简后对邻近要

素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小。相对于另两种算法，Ｌｉ

Ｏｐｅｎｓｈａｗ算法减小的幅度并不明显。从算法间

的横向比较来看，对于３类不同线要素的化简，

ＬｉＯｐｅｎｓｈａｗ算法传递误差值整体波动较小。而

在河流和道路的化简中，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ｕｃｋｅｒ算法和

渐进式化简算法的误差值相对较低，说明对这两

类线要素的化简，这两种算法对其他要素的误差

传播要好于ＬｉＯｐｅｎｓｈａｗ算法。从表１的整体

数据综合判断，就产生传递误差而言，随着曲线上

弯曲数量的减少，渐进式化简算法的传递误差值

逐步降低，对地图要素的适应性最好。ＬｉＯｐｅｎ

ｓｈａｗ更适合化简地图上分布密集的线要素（如等

高线），而当曲线变得平缓和稀疏时，用Ｄｏｕｇｌａｓ

Ｐｅｕｃｋｅｒ算法和渐进式化简算法化简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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