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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距离变换提取和识别点状符号的新方法。首先对分版图的提取结果进行优化处理，

然后根据弯曲密度和线划密度等特征，进一步过滤掉不满足点状符号特征的线划。为了更准确地度量图像间

的相似性，提出了加权距离函数，并用该函数值为度量标准进行模板匹配以识别符号。该算法较好地解决了

字线粘连、背景复杂等情况下的点状符号提取和识别问题，识别准确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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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８３．１

　　地形图点状符号包括独立地物符号、数字和

文字注记，对它们的提取与识别是地图模式识别

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关于字符识别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光学字符识别方面。文献［１］利用神经

网络方法实现字符的识别。文献［２］根据结构线

来识别手写字符，但没考虑符号的提取问题。文

献［３］应用数学形态学进行字符识别，但不适合背

景复杂的高程注记。文献［４］利用傅立叶系数进

行符号的识别，但对于由多个连通域组成的符号

则无能为力。文献［５］根据轮廓形态特征对符号

基元进行聚类从而提取地图数字注记；文献［６］对

符号的背景像素分成１６级并进行地图符号的识

别。文献［７］利用相邻像素的灰度梯度和数学形

态学提取汉字符号，但会把一些街区式居民地误

识别为汉字。文献［８］利用符号的６个知识特征

进行点状符号的识别，但无法区分易混淆的符号。

本文应用地图代数距离变换［９］方法，实现了

符号的提取和识别。

１　地图代数的距离变换

地图代数的距离变换分为欧氏距离变换和棋

盘距离变换。前者标识的是欧氏距离，适用于自

然形态的图形；后者标识的是曼哈顿距离，适用于

规则形态的图形［９］。距离变换包括内距变换和外

距变换［１０］，通过距离变换可以实现对复杂实体的

加壳变换与蜕皮变换［９］。

如图１所示，矩形外层的线划是外距值等于

５的距离等值线，可见棋盘距离变换比欧氏距离

变换更能保持图形直角处的特征点信息。

图１　基于两种距离的外距变换

Ｆｉｇ．１　ＴｗｏＯｕ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Ｂａｓｅｄ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２　点状符号提取

在提取点状符号之前，利用文献［１１］的方法

提取分版图，以下论述都是基于分版图进行的。

细化后的线划具有一些特征，如线划长度、外

接矩形及其弯曲的程度，根据这些线划特征可以

把不具有点状符号特征的线划去掉。为了更好地

表示线划的弯曲程度，本文提出弯曲度的概念。

定义１　设单线划中当前像素点为犗，采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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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模板，像素的方向码犖 如图２所示，与犗点

相连通的点为犘、犙，线划在犗点处的弯曲度为：

犆犗 ＝ａｂｓ［４－ａｂｓ（犖犘－犖犙）］ （１）

这样，犘、犗、犙三点构成的∠犘犗犙愈小，则弯曲度

犆犗愈大，当犘、犗、犙 三点在同一条直线上时，犆犗

为０。

图２　３×３模板中像素的方向码

Ｆｉｇ．２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ｄｅｏｆＰｉｘｅｌｓｉｎ３×３Ｍｏｄｅｌ

定义２　线划的弯曲度就是该线划上所有点

的弯曲度的总和，记线划为犔，共有犿 个点，狅（犻）

为犔上的点，则犔的弯曲度表示为：

犆犔 ＝∑
犿

犻＝１

犆狅（犻） （２）

　　定义３　弯曲密度就是线划的弯曲度与其外

接矩形面积之商，表示为：

犇犮 ＝犆犔／（狑·犺） （３）

其中，狑和犺分别为线划外接矩形的长和高。

定义４　线划密度就是该线划的长度与其外

接矩形面积之商，表示为：

犇犾 ＝犾／（狑·犺） （４）

其中，狑和犺分别为线划外接矩形的长和高；犾为

线划的长度。

点状符号的弯曲密度和线划密度都大于线状

符号的密度。本文对１∶５万和１∶１万地形图中

的５３８个点状符号进行实验，其中包括１３８个存

在噪声的符号和９３个变形的符号，计算其弯曲密

度和线划密度，统计得出点状符号的线划满足如

下关系：

犇犮≥０．０２５

犇犾≥０．
｛ ０１５

（５）

　　依据细化后的骨架线跟踪计算所有符号的上

述特征值，在结果图中把不满足式（５）的线划过滤

掉。通过这一方法，可得到基本干净的纯点状符

号图像，如图３所示。

图３　去除非点状符号的结果图

Ｆｉｇ．３　ＤｅｌｅｔｉｎｇＳｙｍｂｏｌＷｉｔｈｏｕｔＰｏｉｎｔＳｈａｐｅ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在上述处理基础上先进行蜕皮变换，然后进

行加壳变换，以提取点状符号区域。

３　点状符号识别

常见的符号识别算法有形状特征法、模板匹

配法等，前者往往在关注某一部分特征信息的同

时，忽视了其他重要信息，对噪声比较敏感；后者

采用全局比较的方法，满足硬匹配的要求。在充

分考虑噪声和符号变形的基础上，本文采用基于

加权距离函数的模板匹配法。

标准模板与待匹配图像匹配位置（狌，狏）上的

基准因子图都可表示成狀×狀×１维矢量，分别记

作狔和狓狌，狏，经典距离函数
［１２］表示为：

犇（狌，狏）＝
１

狀×狀∑
狀－１

犻＝０
∑
狀－１

犼＝０

［狓犻＋狌，犼＋狏－狔犻，犼］
２ （６）

经典距离函数将图像中的所有像素点视为完全平

等，忽视了对于图像局部特征的比较，直接应用于

符号识别时效果不好。

本文用差异像素表示匹配图像与模板的差图

像，包括外壳像素和残缺像素，前者满足
狓犻犼＝１

狔犻犼
｛ ＝０

，

后者满足
狓犻犼＝０

狔犻犼
｛ ＝１

。由于扫描质量和噪声的影响，

提取出来的图形与原图形往往会出现１～２个像

素的变形，这些差异像素到原图形的距离值不会

超过２，在模板匹配时应该被认为是原图形的像

素。定义距离值大于２的差异像素为异常像素，

可以认为异常像素不属于原图形的范围，且离原

图形越远，异常像素对距离函数的贡献越大。

修正距离函数的目的在于对每个像素点加入

相应的权重信息，使算法既保持模板匹配本身硬

匹配的性能，又能依差异像素离原图形的远近调

整对距离函数的贡献率，具有更强的可区分性。

基于上述分析，加权距离函数为：

犇１ ＝
∑
犎

犻＝１
∑
犠

犼＝１

［（狓犻犼－狔犻犼）
２
×狑犻犼］

犎×犠 ×∑
犎

犻＝１
∑
犠

犼＝１

狑犻犼

（７）

式中，犎 表示图像的高度；犠 表示图像的宽度；

狑犻犼是（犻，犼）位置点的权重。

地图代数的距离变换能精确地标识符号空间

中每点的距离值，其中外距值（内距值）可以度量

外壳像素（残缺像素）到模板符号的距离，因此可

利用这两个距离值来计算权重。如果距离值小于

等于２，则权重赋为０，表示该点对距离函数没有

３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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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如果距离值大于２，则权重赋为距离值的幂

级数，以此衡量该点对距离函数的贡献率。权重

的计算方法如下：首先以模板符号为参照体进行

外距变换和内距变换，对于自然形态的符号，采用

的是欧氏距离；对于比较规则的符号，为了保持符

号的直角特征点信息，采用的是棋盘距离，然后采

用式（８）和式（９）计算当前点的权重：

狑犻犼（狊）＝
狊狆犻犼，狊犻犼 ＞２

０，狊犻犼 ≤
｛ ２

（８）

狑犻犼（狋）＝
狋狆犻犼，狋犻犼 ＞２

０，狋犻犼 ≤
｛ ２

（９）

式中，狑犻犼（狊）和狑犻犼（狋）分别表示（犻，犼）位置点相对

于外距值和内距值的权重；狊犻犼和狋犻犼分别表示（犻，犼）

位置点的外距值和内距值。由距离变换的性质可

知，如果一个点的外距值（内距值）大于０，则该点

的内距值（外距值）必定为０，因此权重 狑犻犼取

狑犻犼（狊）和狑犻犼（狋）两者中的最大值。狆是任意实数，

由实验得知狆取２较佳。

如图４所示，图形１相对于图形２更加相似

于模板，图形１与模板的经典距离值（０．０２７４）大

于图形２与模板的经典距离值（０．０２２９）；图形１

与模板的加权距离值（０．０７８）小于图形２与模板

的加权距离值（０．３３５），可见加权距离函数更准确

地度量图形间的相似性。

图４　经典距离函数与加权距离函数

Ｆｉｇ．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在识别过程中，计算匹配图像与所有模板的

加权距离函数值，若其最小距离值 ｍｉｄ（犇１）小于

某一个给定的阈值，则可以认为取得最小距离的

模板即为匹配图像所对应的符号。

４　实　验

本文对５幅地形图进行点状符号的提取及识

别实验，其中包含了许多粘连残缺的符号。实验

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中的耗时包括预处理、符号的提取和识

别总共所用时间。实验２和实验３中出现误提取

和误识别现象是由于符号存在较大范围的噪声或

表１　点状符号识别的实验结果

Ｔａｂ．１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ｉｎｔＳｙｍｂｏｌｓ

参数
实验

实验１ 实验２ 实验３ 实验４ 实验５

图像大小
２２６３×

２３０６

３０５５×

４７３０

３００５×

４４９８

１７７９×

２５３９

１７７２×

１９９９

数字注记 ２７ ４１ ３９ ２４ ２０

文字注记 ９ １１ ８ １０ ７

独立地物 ６ ７ １０ ９ ５

粘连残缺符号 ８ １０ ５ ７ ５

误提取个数 ０ １ ０ ０ ０

提取准确率／％ １００ ９８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误识别个数 ０ ０ １ ０ ０

识别准确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８ １００ １００

耗时／ｓ ７ １５ １３ ６ ５

残缺像素。由表１可以看出，点状符号的提取正

确率和识别正确率都在９８％以上，实验的效率较

高。图５是进行点状符号提取和识别的结果，方

框内的部分为识别出来的符号。利用文献［７］方

法可对图５（ａ）进行文字识别，但会把一些街区式

居民地误识别为汉字；利用文献［８］方法可对图５

（ｂ）中的独立地物符号进行识别，但无法识别出

变电室符号。可见本文方法相对于前人的研究有

了进一步的进展。

图５　点状符号的识别结果

Ｆｉｇ．５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ｉｎｔＳｙｍｂｏｌｓ

５　结　论

本文提出了线划密度和弯曲密度的概念，并

将其应用于去除点状符号周围的线状符号；提出

了描述图像相似性的加权距离函数，并将其应用

于点状符号的识别，取得了更好的识别效果。目

４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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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处理的对象主要限于点状符号，今后将增加线

状符号和面状符号的提取和识别，逐步实现扫描

地形图的自动矢量化。

参　考　文　献

［１］　ＬｅｈｉｒｅｃｈｅＡ，ＲａｈｍｏｕｎＡ．Ｔｈｅ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Ｅｖ

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Ｔｏｏ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Ｍａｐｐｉｎｇ［Ｃ］．Ｔｈｅ３ｒｄＡＣＳ／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ＩＣＣＳＡ２００５），Ｔｕｎｉｓ，２００５

［２］　ＡｈｍｅｄＭ，ＷａｒｄＲＫ．ＡｎＥｘｐｅ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Ｇｅｎ

ｅｒａｌＳｙｍｂｏ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Ｊ］．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２０００（３３）：１９７５１９８８

［３］　陈睿，张祖勋，张剑清．扫描地形图中数字高程注记

的提取和识别［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４，２９（２）：１９０１９８

［４］　黄文骞．数字地形图符号的形状描述与识别［Ｊ］．测

绘学报，１９９９，２８（３）：２３３２３８

［５］　郭丙轩，李德仁，雷震．基于轮廓形状分析的地形图

数字注记提取［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１，２６（３）：２７５２７８

［６］　明德列，蒋欣，田金文．基于数值背景表达的地形图

符号识别方法［Ｊ］．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２００５，３３（８）：７２７４

［７］　郑华利，周献中，王宏波．一种新的地形图汉字注记

自动提取算法［Ｊ］．计算机工程与应用，２００３，３９（３）：

１１１３

［８］　叶建栲，任留成，季红专．基于知识的点状符号自动

识别［Ｊ］．郑州测绘学院学报，１９９９，１６（３）：２０４２０６

［９］　胡鹏，游涟，杨传勇．地图代数［Ｍ］．武汉：武汉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０］李圣权，胡鹏，杨传勇．图形部件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生成算

法与应用研究［Ｊ］．计算机工程，２００５，３１（１０）：４２４４

［１１］黄华文，常本义．计算机彩色视觉在地形图分色中

的应用［Ｊ］．测绘学报，１９９７，２６（２）：１３４１３９

［１２］杨小冈，曹菲，缪栋．基于相似度比较的图像灰度匹

配算法研究［Ｊ］．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２００５，２７（５）：

９１８９２１

第一作者简介：陈飞，博士生，从事模式识别和地形可视化研究。

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ｆｅｉ＿ｗｅｌｃｏｍｅ＠１６３．ｃｏｍ

犈狓狋狉犪犮狋犻狀犵犪狀犱犐犱犲狀狋犻犳狔犻狀犵犘狅犻狀狋犛狔犿犫狅犾狊犅犪狊犲犱狅狀犇犻狊狋犪狀犮犲犜狉犪狀狊犳狅狉犿

犆犎犈犖犉犲犻１
，２
　犎犝犘犲狀犵

１
　犠犃犖犌犡犻狌犳犪狀犵

２
　犠犃犖犌犓狌狀

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Ｕｒｂａ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１０ＪｉａｎｓｈｅｄａｍａＲｏａｄ，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０６０，Ｃｈｉｎａ）

（３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ｎｅｗ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ｈａｐｅｄｓｙｍｂｏｌｓｏｆｓｃａｎｎｅｄｔｏｐ

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ａｐ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ａｐａｌｇｅｂｒａｉｓｐｒｅｓｅｎｅｄ．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ａｐｓａｒ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ｎｅｓｗｈｉｃｈｄｏｎｏｔｍｅｅｔｔｈ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ｐｏｉｎｔｓｙｍｂｏｌｓａｒｅｆｉｌｔｅｒ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ｃｕｒｖ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ｌｉｎ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Ｗｅｉｇｈｅ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ｓｙｍｂｏｌｓｕｓｉｎｇ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ａｒｅ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ｃａｎｗｏｒｋｏｕｔ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ｙｍｂｏｌ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ｌｉｎｅｃｏｎｇｌｕ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ｒｃｏｍｐｌｅｘ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ａｎｄｉｔａｃｈｉｅｖｅｓａ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ｏｆｒｅｃｏｇ

ｎｉ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ｓｙｍｂｏ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ｙｍｂｏ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ＣＨＥＮＦｅｉ，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ｒｒａｉｎ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ｔｃ．

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ｆｅｉ＿ｗｅｌｃｏｍｅ＠１６３．ｃｏｍ

５７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