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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最小二乘平差的数字地图合并方法，采用平差原理以求得实体调整合并后的空间位

置。实验表明，与其他方法相比，该方法具有较高的精度，且较好地保持了原有实体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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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自动合并是在同名实体匹配的基础上建

立两个或两个以上地图数据库之间的局部坐标转

换关系，从而获得图形和属性数据的融合，实现同

一地区不同来源地图数据库的集成。由于在匹配

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以及地图比例尺、成图

精度的影响，使得图中某些实体的同名匹配实体

无法确定，因此在调整合并这一步，不仅要调整匹

配实体的位置，还要利用匹配实体调整未匹配实

体的位置。国内外已有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研

究［１６］。对于城市地图，图形实体大多为房屋及道

路，其边界顶点为明显地物点［６，７］，具有显著的特

征（如直角或平行），图形合并前后，需严格保持原

有形状。由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平差原理的

图形合并方法，该方法不仅能较大程度地消除空

间数据差异，而且较好地保持了原有实体的特征。

１　数字地图图形调整合并平差方法

１．１　数字合并的平差原理

文献［８］提出了采用整体平差的方法进行矢

量数据集的图形综合。将综合过程中需要满足的

若干要求称作约束条件（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如简化约

束、平滑约束、夸大约束、冲突移位约束等，将图形

综合看作是一个坐标移位的过程，因而将构成图

形的点的坐标调整值作为待求解的参数，可得：

犳（狓１，狔１，…，狓狀，狔狀）＝犮１１·Δ狓１＋犮１２·Δ狔１＋

…＋犮狀１·Δ狓狀＋犮狀２·Δ狔狀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犽 （１）

式中，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犽表示第犽 个约束值；（Δ狓犻，Δ狔犻）

表示第犻个点的坐标调整量；狀为总点数。在此

将约束值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犽作为观测值，由于并不能同

时满足所有的约束条件，观测值之间会有冲突，因

此引入余差狏，可得：

犃狓＝犾＋狏 （２）

式中，犃为系数阵；狓为参数向量；犾为常数向量。

按照间接平差的最小二乘解法可得坐标调整量。

在本文的数字合并过程中，同样存在各种约

束。在进行了点匹配之后，“调整图”中同名点匹

配成功的点（称为匹配点），它们的几何位置调整

可直接由 “参照图”中相应的同名点来确定（加权

平均或直接调整到对应点），其他没有匹配到同名

点的点称为未匹配点。对于城市地图数字合并，

至少需要满足如下两个要求：① 调整实体空间位

置；② 保持实体原有的形状（如直角或平行）。因

此，可以根据这两种要求列出数字合并过程中的

各种约束建立平差模型，按最小二乘法来处理。

１．２　数字合并的平差模型

将同一地区不同来源的图形分为“调整图”与

“参照图”，“调整图”中实体的空间位置需要根据

“参照图”来调整。设“调整图”中点坐标为（狓犻，

狔犻）（犻＝１，２，…，狀），“参照图”中点坐标为（狓′犻，狔′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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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犻＝１，２，…，狀）。将点移动后的位置坐标（^狓犻，

狔^犻）作为平差值，设其近似值为（狓
０
犻，狔

０
犻），则有：

狓^犻 ＝狓
０
犻 ＋Δ狓犻，^狔犻＝狔

０
犻 ＋Δ狔犻

（犻＝１，２，…，狀） （３）

式中，（Δ狓犻，Δ狔犻）为坐标平移量，是待求解的参

数，即平差值改正数。

１．２．１　坐标移位方程

“调整图”中的点应移至“参照图”中相应点的

位置，因此，将“参照图”中相应的点坐标（狓′犻，狔′犻）（犻

＝１，２，…，狀）视为观测值，可得误差方程：

狏狓犻 ＝Δ狓犻－犾狓犻，狏狔犻 ＝Δ狔犻－犾狔犻 （４）

式中，犾狓犻＝狓′犻－狓
０
犻，犾狔犻＝狔′犻－狔

０
犻。

坐标移位约束误差方程的个数即为２倍的匹

配点个数。

１．２．２　形状方程

为使坐标调整的同时保持实体的原有形状，

需对待调整实体进行形状约束，如保持实体边界

点的拐角值，在此采用文献［９，１０］提出的角度模

型。设犻、犼、犽三点构成一个特定的已知角值β犻，

将β犻视为观测值，可得误差方程：

狏β犻 ＝α犻犽Δ狓犽＋犫犻犽Δ狔犽－（α犻犽－α犻犼）Δ狓犻－

（犫犻犽－犫犻犼）Δ狔犻－α犻犼Δ狓犼－犫犻犼Δ狔犼－犾β犻 （５）

式中，各参数的涵义和计算参见文献［９，１０］。其

中，α犻犽、α犻犼分别为犻犽、犻犼方向的方位角，由坐标平

差值的近似值计算得到。可知，当β＝π／２（或３π／

２）时为直角条件；β＝π时为直线条件。

１．２．３　相对位移方程

由于未匹配点不能确定其对应点的坐标值，

需要使用相对位移约束，即该点与相邻点的相对

位移量为０，该条件可以使实体的内部几何结构

保持不变，则有：

狏狓犻 ＝Δ狓犻－Δ狓犻＋１，狏狔犻 ＝Δ狔犻－Δ狔犻＋１ （６）

该式只针对未匹配点，因此相对移位约束方程的

个数只与未匹配点及其相邻点个数有关。

１．２．４　其他方程

１）面积方程

城市地图中的地块或房屋有时需要保持原有

的面积，由此可得误差方程：

狏犛 ＝∑
狀

犻＝１

犪犻Δ狓犻＋∑
狀

犻＝１

犫犻Δ狔犻－犾犛 （７）

式中，犪犻＝０．５（狔
０
犻＋１－狔

０
犻－１）；犫犻＝０．５（狓

０
犻－１－狓

０
犻＋１）；

犾犛＝犛－０．５∑
狀

犻＝１

狓０犻（狔
０
犻－１－狔

０
犻＋１）；犛由“调整图”中

的实体坐标计算而得。

２）平行线方程

道路两条边线需要保持平行关系，对于两平

行线犻犼与犽犾，可得误差方程：

狏ｐａｒ＝犪犻犼Δ狓犼＋犫犻犼Δ狔犼－犪犻犼Δ狓犻－犪犽犾Δ狓犾－

犫犻犼Δ狔犻－犫犽犾Δ狔犾＋犪犽犾Δ狓犽＋犫犽犾Δ狔犽－犾ｐａｒ （８）

式中，犪犻犼 ＝ －ｓｉｎα犻犼 狊犻犼；犫犻犼 ＝ｃｏｓα犻犼 狊犻犼；犪犽犾 ＝

－ｓｉｎα犽犾狊犽犾；犫犽犾＝ｃｏｓα犽犾狊犽犾；犾ｐａｒ＝α犽犾－α犻犼；α犽犾、α犻犼分

别为犽犾、犻犼方向的方位角，由坐标平差值的近似

值计算得到。

３）线段长度方程

若线状地物需要保持线段长度，可得误差方

程：

狏ｌｅｎｇ＝－犪犻犼Δ狓犻＋犫犻犼Δ狔犻＋犪犻犼Δ狓犼－犫犻犼Δ狔犼－犾ｌｅｎｇ

（９）

其中，犪犻犼＝ｃｏｓα犻犼；犫犻犼＝－ｓｉｎα犻犼；

犾ｌｅｎｇ＝ （狓犻＋１－狓犻）
２
＋（狔犻＋１－狔犻）槡

２
－

（狓０犻＋１－狓
０
犻）
２
＋（狔

０
犻＋１－狔

０
犻）槡
２

线段长度由“调整图”中的实体坐标计算而得；α犻犼

由坐标平差值的近似值计算得到。

４）邻近实体距离方程

匹配时，有些独立的线或面实体未找到对应

实体，这种情况一般是原图中没有而新图中新增

添了实体，变换时，应根据该独立实体与邻近实体

的关系进行坐标移位，一般使用邻近实体与该独

立实体的距离作为约束。首先对面实体边界或线

实体逐点计算两实体之间的最短距离，这个距离

可能是点与点之间的距离，也可能是点与线之间

的距离。点与点距离的误差方程同式（９），点与线

的距离的误差方程为［８］：

犺犽（^狓犻，^狔犻，^狓犼，^狔犼，^狓犼＋１，^狔犼＋１）＝狘犪·^狓犻＋

犫·^狔犻＋犮狘／ 犪２＋犫槡
２
＝犇ｐｏｉｎｔ－ｌｉｎｅ＋狏ｄｉｓｔ

（１０）

式中，犪、犫、犮为直线方程的系数，由（狓０犼，狔
０
犼）、

（狓０犼＋１，狔
０
犼＋１）两点确定；点（狓

０
犻，狔

０
犻）到直线的距离

犇ｐｏｉｎｔ－ｌｉｎｅ由“调整图”中的坐标计算而得，线性化可

得误差方程：

狏ｄｉｓｔ＝
犺犽

^狓（ ）
犻 狓

０
犻

Δ狓犻＋
犺犽

^狔（ ）
犻 狔

０
犻

Δ狔犻＋

犺犽

^狓（ ）
犼 狓

０
犼

Δ狓犼＋
犺犽

^狔（ ）
犼 狔

０
犼

Δ狔犼＋
犺犽

^狓犼＋（ ）
１ 狓

０
犼＋１

Δ狓犼＋１＋

犺犽

^狔犼＋（ ）
１ 狔

０
犼＋１

Δ狔犼＋１－犾ｄｉｓｔ （１１）

式中，犾ｄｉｓｔ＝犇ｐｏｉｎｔ－ｌｉｎｅ－犺犽（狓
０
犻，狔

０
犻，狓

０
犼，狔

０
犼，狓

０
犼＋１，

狔
０
犼＋１）。

１．２．５　各类观测值权的确定

上述各类方程（观测值）不同，需要确定这些

方程的权，定权的方法主要有经验法、机器学习方

法、约束违反定权及方差分量估计定权［１１］。本文

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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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了约束违反定权法。约束违反定权法需要预

先设定各类方程允许违反的阈值，其中违反阈值

由数字地图的精度确定。通过多次实验，表１为

本文设定的违反阈值。

表１　违反阈值

Ｔａｂ．１　Ａｌｌｏｗｅｄ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违反阈值

坐标移位约束 ０．０１ｍ

形状约束 ０．０００００５ｒａｄ

相对位移约束 ０．０５ｍ

１．２．６　误差方程解算

联立各种方程，即为间接平差问题。其一般

模型为：

狏＝犃狓－犾 （１２）

式中，各参数意义同式（２），其中，狓＝（Δ狓１ Δ狔１

… Δ狓狀 Δ狔狀）
Ｔ；犾＝（犾１ 犾２ … 犾犽）

Ｔ。解方程可

得：

狓＝ （犃
Ｔ犘犃）－１·犃Ｔ犘犾 （１３）

将求得的参数狓代入误差方程，即得余差狏及平

差值（^狓犻，^狔犻），坐标平差值即为点移动后的坐标。

对于一对多匹配，采取对该点对应的每一个匹配

点分别列立误差方程进行解算，如“调整图”中的

一点与“参照图”中的两个点匹配，对“调整图”中

的点列立误差方程时，应有两个犡 坐标移位方程

和两个犢 坐标移位方程，参数系数相同，差别在

于观测值不同。

１．２．７　精度评定

单位权中误差的计算公式为：

σ^０ ＝± 犞Ｔ犘犞 （狀－狋槡 ） （１４）

其中，狀为方程式个数；狋为参数个数。

平差值的权逆阵计算公式为：

犙^狓^狓 ＝ （犃
Ｔ犘犃）－１ ＝犖－

１
犃 （１５）

则平差值的中误差为 σ^^狓犻＝ ±^σ０ 犙^狓犻狓^槡 犻
，其中，

犙^狓犻狓^犻为犙^狓^狓矩阵的主元。该值反映了两幅图的接

近程度。

２　基于平差原理的图形调整合并实

验

２．１　实验与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 ＧＩＳ控件 ＭａｐＯｂｊｅｃｔ建立了一个

用于地图数据合并的实验系统，并选取同一实体

的两幅图进行实验。一幅图是在ＧＩＳ软件 Ａｒｃ

ｖｉｅｗ中对光栅图进行矢量化，光栅图来自该区域

的航摄相片；另一幅图是由实地测量成图的地籍

图。这两幅图分处于两个图层，图１显示了该算

例，其中细实线表示的图层为实测图，点线表示的

图层为光栅矢量化图。因为实测图精度较高，并

且数据较新，因此以光栅矢量化图为调整图，以实

测图为参照图进行调整。匹配结果如图２所示，

短粗实线表示点的匹配关系。本文采用距离测度

以及蜘蛛编码进行匹配［１，２］，一些同名点对之间

的距离在距离阈值之内，并且有相似的蜘蛛编码，

因此确定了同名匹配点，以短粗实线相连，另外一

些点对之间的距离超出了阈值，因此未找到匹配

点。

联立式（４）～式（１１）进行平差计算，结果如图

２所示，阴影区域表示平差调整后的结果。可以

看出，匹配点调整后的位置基本在同名点上，而未

匹配点调整后的位置也与目标位置较为接近。表

２是平差方法调整后图形实体的原坐标值、坐标

平差值、角度值及平差精度。表中数据为图１、图

２中所示实体的顶点，其中２、５、６、７、１０、１３点为

未匹配点，其余为匹配点。计算此时各点的拐角，

角度误差均小于３″。因此，该方法可以满足提出

的图形合并的两个基本要求。

表２　平差结果与精度估计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点号
原坐标／ｍ 平差值／ｍ

犡 犢 犡 犢
角度／（°）

平差值中误差／ｍ

犕狓 犕狔 犕狆

１ ３７３３．８０６３ ５５０２．９７３２ ３７３３．５８１２ ５５０２．９１９０ ９０ ０．０４７５ ０．０４２０ ０．０６３１

２ ３７３２．６１３０ ５５００．２４４０ ３７３２．２６０５ ５５００．１１４２ ２７０ ０．０５００ ０．０６０６ ０．０７８６

３ ３７４７．６７３１ ５４９３．１５７９ ３７４７．５２４９ ５４９２．９２６５ ９０ ０．０４０９ ０．０４８６ ０．０６３５

４ ３７４５．７３０９ ５４８９．０４３８ ３７４５．５８０９ ５４８８．７９８０ ９０ ０．０４１５ ０．０４７４ ０．０６３０

５ ３７４０．３７００ ５４９１．５８４０ ３７４０．１０９６ ５４９１．３７４３ ２７０ ０．０７３７ ０．０５６４ ０．０９２８

６ ３７３９．６１２０ ５４８９．９７００ ３７３９．３７２２ ５４８９．８０８１ ９０ ０．０７８１ ０．０７８６ ０．１１０８

７ ３７３０．１２７０ ５４９４．４４４０ ３７２９．７５４３ ５４９４．３３７０ ２７０ ０．０７９３ ０．０７４１ ０．１０８５

８ ３７１８．９３７１ ５４７０．７２８８ ３７１８．６０７２ ５４７０．６６４２ ９０ ０．０５０３ ０．０４１０ ０．０６４９

９ ３７１２．１７０８ ５４７３．９２４０ ３７１１．９０８８ ５４７３．８１８４ ９０ ０．０４７７ ０．０４３０ ０．０６４２

１０ ３７２０．６２８７ ５４９１．９２５７ ３７２０．３１６２ ５４９１．６７３１ ２７０ ０．０５８４ ０．０５８７ ０．０８２８

１１ ３７１３．８８３３ ５４９５．０７９２ ３７１３．７２９４ ５４９４．７７４７ ９０ ０．０４１５ ０．０４８０ ０．０６３５

１２ ３７１６．９５３２ ５５０１．４４８７ ３７１６．７５６３ ５５０１．２０２９ ９０ ０．０４２１ ０．０４７４ ０．０６３４

１３ ３７２３．６５６８ ５４９８．３５７９ ３７２３．１４４１ ５４９８．１９５０ ２７０ ０．０５４４ ０．０４９４ ０．０７３５

１４ ３７２７．１６５３ ５５０６．１４７５ ３７２７．１６５３ ５５０６．１４７５ ９０ ０．０４８２ ０．０４１５ ０．０６３６

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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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实验算例

Ｆｉｇ．１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图２　基于平差的图

形调整合并结果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ａｐＣｏ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２．２　平差方法与已有调整合并算法的结果比较

坐标调整后，与相应同名点之间的接近程度

可以用距离中误差来衡量，其计算公式为［９］：

犿＝±
［Δ狓Δ狓］

２狀
＋
［Δ狔Δ狔］

２槡 狀
＝±

［犱犱］

２槡狀

（１６）

式中，狀为同名点对数；（Δ狓，Δ狔）为坐标平移后同

名点之间在狓及狔 方向的坐标差；犱为同名点对

的距离。同名点对数应包括匹配点个数与未匹配

点个数，因此在进行匹配及调整变换后，系统采用

人工判读未匹配的同名点，并做上标记，然后再计

算这些同名点对的点位中误差。分别用上述三种

方法进行坐标变换，距离中误差的计算结果如

表３所示。

表３　空间位置调整变换比较（三种方法）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

Ｔｈｒｅ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自动匹配

点对数

人工判读同

名点对数

距离中

误差／ｍ

平均角

度差／ｒａｄ

三角网剖分变换 ８ ６ ０．１２４０ ０．０１１５

基于拓扑关系的变换 ８ ６ ０．１０６１ ０．００６４

基于平差的变换 ８ ６ ０．０５９０ ０．００１６

　　由表３可知，在坐标变换方面，基于平差的方

法效果是最好的，基于拓扑关系的方法次之，平差

方法能使未匹配点移动到与目标点相差无几的位

置，而三角网剖分变换的方法会使未匹配点在移动

后仍与目标位置有较大的距离。调整变换前后，实

体形状保持的程度可由各点变换前后转折角之差

的绝对值的平均值来衡量，称为平均角度差。对

三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如表３所示，其共有点数均

为１４点。可见，在保持实体形状方面，前两种方

法均会引起变形，尤其是未匹配点在一般情况下

不能保持直角形状，并且有较大偏差，而基于平差

的方法能够精确地保持房屋拐角点的直角形状。

３　实际算例

　　将本文提出的方法应用于上海某区的地籍图

和地形图，如图３所示，点线代表地籍图（调整

图），细实线代表地形图（参照图），图中实体全部

为房屋，属于面状实体，地籍图需要依据地形图调

整其坐标。首先进行点匹配，匹配点必须具有相

同的结构（度及蜘蛛编码），距离阈值在此使用的

是０．１５ｍ，匹配结果如图４所示，调整图中的点

为１１８个，参照图中的点为２４８个，匹配点个数为

９７个，然后进行点的变换。使用本文提出的最小

二乘平差的数字合并方法得到的结果如图５所示

（阴影部分为合并变换后的结果），计算出的距离

中误差为０．０４８６ｍ，平均角度差接近于０。平差

结果显示，该方法在调整实体几何位置的同时能

较好地保持原图形状。

４　结　语

　　地图数字合并是消除同一地区不同来源地图

图３　上海某区地籍图与地形图的叠合图

Ｆｉｇ．３　ＯｖｅｒｌａｙｉｎｇＴｗｏＭａｐｓ

图４　地籍图与地形图的匹配图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ａｐ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图５　地籍图与地形图的合并变换图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数据之间的空间、属性差异，以获得满足某种要求

的新的数据库的技术。在对不同来源城市地图数

据库合并时，根据城市地图的特点，不仅需要调整

变换图形实体的位置，还需要精确保持实体的某

些特性。为了使这两步能同时进行，本文提出了

一种基于最小二乘平差的数字合并算法，该方法

采用了间接平差模型，能够使调整后的点较大程

度地接近目标点位，基本消除了不同图形之间空

４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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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数据的差异，并且精确地保持了实体原有的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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