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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缩编更新是当前ＧＩＳ多尺度数据库更新的重要技术途径之一。针对我国国家１∶５万数据库更新工

程的实际需求，研究分析了用较大比例尺新道路数据缩编更新较小比例尺道路数据的总体思路，提出了基于

网眼密度的道路选取和顾及层次分析的道路匹配方法，实现了道路数据缩编更新的自动综合处理，并在１∶５

万数据更新实践中进行了实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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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在完成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的初始

建库之后，为了维护数据库的现势性及权威性，已

经将数据库更新列为今后国家基础测绘的主要工

作内容，并于２００６年启动了国家１∶５万基础地理

数据库更新一期工程，并将缩编更新作为国家１∶５

万数据更新的两种主要技术途径之一［１］。其中，道

路数据缩编更新是将１∶１万新数据与１∶５万旧

数据进行叠加分析，并对１∶１万新数据进行选取，

提取变化信息，再进行相应的化简处理，继而对原

１∶５万数据体进行增删替换、拓扑重建及关系协

调，达到更新的目的。这种缩编更新的特点是要

求匹配不同比例尺新旧道路数据，根据１∶５万尺

度的要求选取大比例尺道路数据，进而获取变化

信息。

文献［２４］针对多比例尺（或多表达）地理空

间数据库研究了从新旧大比例尺数据中提取增量

信息，并进行缩编和更新小比例尺数据的方法。

然而，由于数据时态不一致，虽然我国基本上建成

了不同尺度基础地理空间数据库，但尚未建立具

有有机联系的多比例尺（或多表达）数据库。为

此，本文针对我国国家基础地理数据库更新的现

实需求，以道路数据为例，研究分析了缩编更新的

总体思路，提出了相应的自动综合方法，并在国家

１∶５万数据库更新工程中进行实验研究。

１　总体思路

道路数据的缩编更新要求对不同尺度、不同

时态的道路各目标进行几何、语义及拓扑等方面

的相似性对比分析，关联相同目标，进而获得无匹

配目标。已有的道路匹配方法主要针对相同或相

近比例尺的道路数据，应用于诸如质量检查［５］、数

据融合［６８］以及数据更新［９］等领域。道路数据的

比例尺相近时，由于抽象程度也相近，结点、路段

等基本目标的匹配能够表达道路数据的匹配。相

反，大量基本目标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难以

反映道路数据的匹配。构建多尺度数据库时，也

涉及匹配问题［１０，１１］，其目的主要是研究目标间的

对应关系，且各数据的时态基本一致。这时的匹

配方法可以将道路交叉口看作一个目标进行匹

配，但尚未有自动识别该类目标的算法。

为了建立相同抽象程度目标间的匹配，有必

要将一些抽象程度高的目标进行分解，或者将一

些抽象程度低的目标进一步抽象。如路段可以分

解为线段层次匹配，也可以抽象为路径层次匹配。

缩编更新中，在分解、基本和抽象三个层次上都存

在目标匹配。笔者试图分别从道路数据中的线性

目标和交叉口目标进行匹配层次分析，进而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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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及层次分析的道路匹配方法。

在道路数据匹配的基础上，可以根据综合的

规则进行道路的选取工作。以往道路选取主要是

基于方根模型［１２］来实现的，其方法是：根据综合

前后的比例尺，由方根模型确定要素的选取率；根

据图论拓扑连通性度量及道路长度等参数确定要

选取的具体目标，以保持道路网的连通性和保留

重要道路［１３，１４］。方根模型是经大量统计而得出

的一般性规律，仅给制图员提供了选取时的指导

性原则。在自动化选取时，如要给出确切的选取

率，方根模型还不尽合理。道路数据中的网眼密

度能反映局部区域的道路密集程度，通过确定目

标尺度要求的密度阈值，比例尺缩小后能够标识

出需要取舍路段的网眼；循环剥离密度最大的网

眼，渐进筛选出舍弃的路段，并完成网眼的合并，

进而达到选取的目的。

分析路段获得的匹配和选取属性，即可提取

出变化信息。随后，变化信息需经过化简、增删替

换、拓扑重建及关系协调等处理来完成对小比例

尺数据的更新。化简是对新增或几何形状变化道

路的小弯曲进行夸大或删除；增删替换指数据的

增加、删除和修改等。以上处理破坏了数据的一

致性，且带来了要素间的空间冲突，需要进行拓扑

重建和关系协调。拓扑重建是重新构造道路数据

的拓扑结构；关系协调需先检测数据更新引起的

空间冲突，然后通过地图综合中的“移位”操作或

手工操作予以解决。

综上所述，道路数据缩编更新的研究思路如

图１所示。其中，道路匹配和选取不仅是更新信

息提取，也是整个缩编更新过程的关键环节。至

于更新信息的提取和更新协调处理，笔者实现了

一些已有算法或由人工进行处理。

图１　道路数据缩编更新总体思路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ｔ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　基于层次分析的道路匹配

２．１　道路目标匹配的层次分析

路段可以分割为线段，也可以连接为路径，因

而路段、线段及路径分别是道路数据中基本、分解

及抽象的线性目标。如图２所示，线段匹配和路

径匹配能够分别从分解和抽象层次反映路段间的

匹配。部分已有的方法也利用了线段匹配来表达

路段匹配，然而由于抽象程度不同，即使按长度、

方向等度量对路段进行了相应分割［１５］，也难以获

得线段的严格对应，必将影响路段的匹配质量。

路径匹配是指以小比例尺数据中的路段或路径为

单位建立缓冲区，通过搜索其中对应的大比例尺

数据的路段，并连接为路径，进而对比匹配度量，

获得路径匹配结果。

图２　线性目标匹配的三个层次

Ｆｉｇ．２　Ｔｈｒｅ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ｆｏｒＬｉｎｅａｒＯｂｊｅｃｔｓ

根据包含的路段个数，路径匹配能够分为

１∶犖 和犕∶犖（犕＞１，犖≥１）的匹配（见图３），其

中，１（或犕）表示小比例尺路径中的路段个数，犖

表示大比例尺路径中的路段个数。路径匹配中的

１∶１匹配就是路段匹配，这也可以看到路径匹配

是在抽象层次反映路段匹配。

图３　路径匹配的两个层次

Ｆｉｇ．３　Ｔｗｏ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Ｒｏｕｔ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在不同比例尺数据中，如对应的道路交叉口

都表示为一个结点，则可用结点匹配来表达。结

点匹配被看作是道路交叉口的基本目标匹配。然

而更多情况是道路交叉口由相对集中的结点和短

小路段来表示，且由于数据抽象程度不同而表示

不同。其对应情况除了结点匹配外，还应增加路

段匹配以及结点与路段之间的匹配。

２．２　顾及层次分析的道路目标匹配策略与实现

实现道路目标的匹配要先简单后复杂，应按

照分解、基本及抽象的匹配层次顺序来进行。较

高层次的目标匹配需要利用或转换为较低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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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匹配来实现。如通过路段的连接算法，犕∶

犖 的路径匹配要转换为１∶犖 的路径匹配，而后

者又要转换为１∶１的路径匹配来实现。有时低

层次的目标匹配也要借助高层次的目标匹配来完

善，如路段端点匹配要利用结点匹配来进一步完

善。图４表示了道路目标匹配的策略。

图４　顾及层次分析的道路目标匹配策略图

Ｆｉｇ．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ｏｆＲｏａｄＯｂｊｅｃｔ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路段端点匹配和路径匹配都利用了缓冲区来

分析对应目标。在路径匹配时，１∶犖 路径匹配

利用的是路段缓冲区，而犕∶犖 路径匹配利用的

是路径缓冲区。路段端点匹配所用的缓冲区是路

段缓冲区与该端点范围圆的叠置区域（见图５）。

这里根据小比例尺数据精度要求确定缓冲区半

径，根据道路交叉口的范围大小来确定路段端点

的范围圆。通过缓冲区分析的预处理，获得了路

段与其对应路段集的对应关系以及路段端点的对

应关系。

图５　缓冲区分析路段对应的路段集和

路段的匹配端点

Ｆｉｇ．５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ｏａｄＳｅｇｍｅｎｔ

ａｎｄＭａｔｃｈｅｓｏｆＩｔｓＥｎｄＰｏｉｎｔｓｂｙＢｕｆｆｅｒ

３　基于网眼密度的道路选取

经统计发现，选取后应保持道路密度的差别，

一方面，不同尺度上的道路密度不同；另一方面，

不同区域如城市和乡村区域的密度不同［１６］。这

表明密度是道路选取的指标之一，因而本文试图

基于道路密度来取舍道路。然而，难以人为划分

区域来计算密度，且不方便选取操作，为此引出了

网眼密度这一概念。

３．１　网眼密度的概念与计算

为便于讨论，将道路网纵横交错形成的最小

闭合区块称为“道路网眼”，如图６（ａ）中的阴影部

分标示了３个网眼。以网眼为单位计算的密度称

为网眼密度，指包含网眼的最小区域内道路总长

度与区域面积的比值。设有包含网眼的任意小的

区域ε（见图６（ｃ）），根据传统的道路密度计算方

法，可知网眼密度为：

犇＝
犘＋犔＋Δ
犃＋犃ε

（１）

这里，犘是网眼边界上路段的总长度；犔是网眼内

悬垂路段的总长度；Δ为区域ε内路段的总长度；

犃为网眼的面积；犃ε 为区域ε的面积。当ε→０

时，因为ｌｉｍ
ε→０
Δ＝０，ｌｉｍ

ε→０
犃ε＝０，故

犇ｌｉｍ ＝ｌｉｍ
ε→０

犘＋犔＋Δ
犃＋犃ε

＝
犘＋犔
犃

（２）

图６　网眼及其密度计算

Ｆｉｇ．６　ＭｅｓｈａｎｄＭｅｓ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考虑道路网眼的存在，路段可分为网眼边界

路段和悬垂路段。实际上，在计算网眼密度时，网

眼内部的悬垂路段可以被忽略，即式（２）中的网眼

密度可简化为：

犇＝犘／犃 （３）

其原因是：① 悬垂路段选取时不考虑道路网的连

通性，仅依据几何与语义属性进行取舍，可以首先

取舍悬垂路段；② 如果需要舍弃一个网眼上的边

界路段，那么该网眼内所有的悬垂路段可能已经

被舍弃了，这时考虑的仍然是网眼边界上的路段，

因而简化是合理的。

网眼密度在道路选取中的作用如下：① 网眼

作为选取单元和网眼密度作为选取基准。网眼是

道路网自然划分的最小区域。当网眼密度大于阈

值时，删除网眼上的路段，形成与邻接网眼的合

并，新网眼密度也就变小。网眼作为选取单元，密

度阈值是衡量路段是否密集的标准。② 保持道

路网中不同区域的密度差别。以网眼边界上路段

的最低等级为标准，将道路网眼分成不同类型。

不同类型的网眼设置不同的密度阈值，有助于保

持不同区域的密度差别。③ 保持道路网的拓扑

连通性。网眼作为一个闭合回路，舍弃一条或多

条路段，并形成与邻接网眼的合并，不破坏道路网

的连通。至于每次舍弃哪些路段，需要根据路段

的几何、语义等方面的参数比较路段的重要性进

行选择。对于悬垂路段的选取比较简单，仅需考

４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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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路段的几何与语义参数。

３．２　网眼密度阈值的确定

使用三种方法来获得不同类型网眼的密度阈

值。第一种方法针对等级较高道路形成的网眼，

以理论分析计算网眼密度阈值。由于人眼分辨能

力的局限性，网眼图上密度不能过大。对某一尺

度而言，人眼刚好能分辨的最小单位网眼，其密度

称为该尺度下允许的最大网眼密度（ＰＬＤ），以

犇ｍａｘ来表示，实际意义就是最小的可视区域中能

容纳下的最长道路。这样的网眼等同于Ｌｉ等
［１７］

提出的“自然法则”中的最小可视单元（ｓｍａｌｌｅｓｔ

ｖｉｓｉｂｌｅｏｂｊｅｃｔ，ＳＶＯ）。以ＳＶＯ来计算网眼密度

阈值，公式如下［１６］：

犇ｍａｘ＝４／（犛犱犔犿（１－犛狊／犛犱）） （４）

式中，犔犿表示ＳＶＯ直径或边长的图上长度；犛狊表

示源地图的比例尺因子；犛犱表示目标地图的比例

尺因子。

部分制图专家认为，图上视觉可分辨的距离

犔犿值为０．４ｍｍ
［１８］。当比例尺从１∶１万综合到

１∶５万时，可以计算出１∶５万尺度所允许的最

大网眼密度：

犇ｍａｘ＝４／（５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１）×（１－１／５））＝

０．２５（ｍ／ｍ２）

　　第二种方法是根据规范来计算专门类型的网

眼密度阈值。有些制图规范对部分类型的网眼大

小提出要求，可以转换为网眼密度阈值。如１∶５

万制图规范要求地图上街区的长、宽至少为１．２

ｍｍ和１．０ｍｍ，道路宽度至少为０．５ｍｍ
［１９］。据

此，道路中线所能包围的最小区域的长、宽分别为

１．４５ｍｍ和１．２５ｍｍ，则可得出１∶５万比例尺

下城市道路网的犇ｍａｘ，计算如下：

犇ｍａｘ＝２（１．４５＋１．２５）×５０／（（１．４５×５０）×

（１．２５×５０）×（１－１／５））＝０．０７４（ｍ／ｍ
２）

　　第三种方法是基于统计样图来确定密度阈

值，主要针对等级别中道路如次要街道等形成的

网眼。通过分析样图，综合前后相同等级网眼密

度与网眼个数的关系来确定密度阈值。图７中的

两条差异较大的曲线表示次要街道构成网眼的密

度分布对比，在密度值较大的区间（０．０２６～

０．０７０），每一密度值对应的大比例尺数据中的网

眼数目多于小比例尺数据中的网眼数目，表明大

比例尺下很多密度值大的网眼通过删除路段进行

了合并，网眼数目变少，密度也变小；两条分布曲

线在密度值较小的区间（０．０１０～０．０２６）则相反，

这是大比例尺下网眼被合并后小密度网眼增多的

结果。密度值０．０２６（ｍ／ｍ２）是两个区间的分界

线，可以肯定密度大于０．０２６的网眼在小尺度下

需要选取。然而，由于小尺度中小密度网眼的增

多，密度阈值要小于该值，但相差不会太大，可以

近似认为０．０２６是１∶５万比例尺下次要街道网

眼要求的密度阈值。

图７　样图统计法估算次要街道网眼密度阈值

Ｆｉｇ．７　Ｍｅｓ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ｂｙＳａｍｐｌｅＤａｔａ

３．３　循环剥离式合并网眼及渐进式舍弃路段

舍弃路段的网眼必须是从密度最大的网眼开

始，以防止网眼被过度合并，造成不必要的路段删

除。因此，需对密度大于阈值的网眼进行排序，剥

离出密度最大的网眼，如果舍弃路段，则与邻接网

眼合并，合并后的网眼密度仍可能大于阈值，还要

再次进行排序，形成循环式处理的过程。

对于每个密度大于阈值的网眼，根据参数的

优先等级逐步缩小路段范围，直至找到最次要路

段，并确定是否被舍弃，称为渐进式筛选法。由于

利用一般的道路等级、名称、长度等参数，在提供

不完整或差别微小时得出的选取结果不能充分顾

及道路在几何、语义方面的特性，为此，增加了两

个参数，一是考虑视觉的道路长度，以ｓｔｒｏｋｅ长

度来表达［２０］；二是ｓｔｒｏｋｅ的度
［１６］，它们结合了路

段之间在几何、语义及拓扑方面的特性。在选取

中，笔者发现，所用参数的优先级明显，如在网眼

边界路段中只存在一条低等级的路段，无疑就舍

弃这条路段，故路段重要性判断采用了按参数的

优先级来进行。按照从重要到次要的优先级顺

序，所采用的参数为道路的等级（犆）、ｓｔｒｏｋｅ的度

（犇狊）、ｓｔｒｏｋｅ长度（犔狊）及路段的长度（犔）。这些

参数完全可以按渐进式法则将每个网眼上最次要

的路段筛选出来。其他一些隐含的属性，如路段

与码头等重要地物相连，路段将不被舍弃，选取中

也应被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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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４　更新信息提取与更新协调处理量

小比例尺数据中的无匹配者是消失道路，大

比例尺无匹配者中被选取的部分才是新增或改造

道路，而有匹配者中未被选取的数据，其对应的小

比例尺道路也需要被删除，称为综合引起的变化

信息，这样，基于匹配和选取就提取了变化信息。

由于尺度的差异，对新增或改造道路需要化

简，笔者利用了Ｌｉ等
［２１］的方法来处理。随后，利

用变化信息对小比例尺道路数据增删替换进行融

合，这与数据库的操作相一致。接着根据匹配操

作为更新数据提供的拓扑信息，可较容易地实现

对融合后的数据进行拓扑更新。至于协调要素间

的空间冲突，目前仍没有较完善的自动化的处理

方法。本文利用基于线线关系编码匹配的方法来

检测冲突［２２］，并由人工进行协调，进而完成对小

比例尺数据的更新。

５　初步应用及讨论

该方法已初步应用于国家１∶５万ＧＩＳ数据

的缩编更新工程。下面介绍一个应用实例，以１６

幅１∶１万２０００年后的道路数据缩编更新一幅

１∶５万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的道路数据（见图

８（ａ）、图８（ｂ）），所提取的变化信息分别见图

８（ｃ）、８（ｄ）和８（ｅ），更新结果见图８（ｆ），相关统计

数据见表１。人工质检显示更新效果较好，表明

本文所提方法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及实用性。

图８　新旧道路数据、变化信息及缩编更新结果

Ｆｉｇ．８　ＲｏａｄＤａｔａ，ＵｐｄａｔｅｓａｎｄＵｐｄａｔｅｄＲｏａｄＤａｔａ

表１　变化信息及更新前后道路数据统计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ＵｐｄａｔｅｓａｎｄＲｏａｄＤａｔａ

变化信息类型
变化信息

长度／ｋｍ

占总变化

信息百分比

占更新前道路

长度的百分比

新增或修改道路 １２５．３５ ５６．３４％ １１．９７％

消失道路 ９．３２ ４．１９％ ０．８９％

综合消失道路 ８７．８３ ３９．４７％ ８．３９％

总计 ２２２．５０ １００％ ２１．２５％

更新前的道路长度 １０４７．２４

更新后的道路长度 １０７５．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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