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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Ｋｏｈｏｎｅｎ网络模型，对标准的ＳＯＭ（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ｆｅａｔｕｒｅｍａｐ）算法进行了改进，在保持点群原

有空间分布特征的情况下研究点群的选取和典型化。实践表明，该方法适合任意空间分布类型的点群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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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上具有区域景观特征的点群目标很多，

如呈点状分布的散列式居民地、密集分布的点状

表示的小岛屿群或小湖泊群等。点群目标的综合

是制图综合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一般只能选取，

不能合并，在减少相似目标的数量的同时，保持点

群的空间分布特征。众多的专家学者提出了一些

点群选取方法［１７］。本文基于ＳＯＭ 算法对点群

综合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算法改进，该方法能自动

保持点群的空间分布特征。

１　点群的分布类型及综合原则

本文所研究的点群指点状表示的同类地理要

素构成的群体，从视觉上看呈离散分布，但就人的

感知来说，这些点构成的群体存在一定的分布范

围，呈现一定的分布结构、排列方式，在局部环境

中形成了一个相对的整体，在整个研究区域中，也

可以是一个“子群”，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对点的具

体性质暂不考虑，即认为点群中的点具有同等重

要性，并且无大小之分。点群的分布主要有３种：

沿线状要素离散分布、面域上离散分布、均匀规则

分布。

点群综合的基本原则是［１，２，８］：① 轮廓形状保

持。随着抽象程度的增加，点群在空间认知上会

构成一个虚拟的区域，这个区域的边界就是点群

的轮廓。② 密度对比、纹理结构特征保持。点群

的空间分布特征在综合后应当保留，所用的主要

指标是密度和纹理。

２　犛犗犕的基本原理

自组织特征映射（ＳＯＭ）是模拟感官输入在

人脑中的皮质映射，将任意维数的大数据集在保

留数据样本初始模式的情况下转变为低维映射

（通常是一维或者二维），在输入空间彼此接近的

样本在低维空间也彼此接近。ＳＯＭ 网络结构一

般为两层：输入层和输出层，输出层的神经元可以

被放置在一维、二维或者更高维的网格节点上，输

入层和输出层之间实行全互连接。在输入层有犇

个输入节点，对应输入样本的犇 维属性，用输入

向量犡＝［狓１，狓２，…，狓犇］
Ｔ 表示，输出层有 犕 个

节点，对应着犕 个神经元，通过权值狑犻犼（犻＝１，２，

…，犕；犼＝１，２，…，犇）和输入节点相连，输出层中

的任一神经元犻，其输入为狌犻＝∑
犇

犼＝１

狑犻犼狓犼，输出为

犞犻＝犳（狌犻），其中犳（·）为神经元激励函数，一般

取线性函数［９］。

ＳＯＭ的学习算法由包含竞争、合作和更新三

个过程的反复迭代完成。在竞争过程中，具有与

输入向量距离最近权值向量的神经元获胜。根据

应用的不同，关注的兴趣点可能是获胜神经元的

标号（输出层格网中的位置），或者是在Ｅｕｃｌｉ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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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意义下输入向量最近的突触权值向量。生物神

经元在接受刺激并进行竞争产生获胜神经元后，

获胜神经元不但加强自身，而且带动周围的邻近

神经元得以相应地加强，同时抑制周围距离较远

的神经元，即所谓“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ｆｓｕｒｒｏｕｎｄ”现象，

这就是合作。获胜神经元位于合作神经元的拓扑

邻域的中心，邻域范围内的神经元是兴奋神经元，

拓扑邻域函数的典型选择是高斯函数［９］。初始化

时，包括以获胜神经元为中心的几乎所有神经元

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以指数方式衰减。更新的过

程也是突触自适应的过程，采用 Ｈｅｂｂ学习规则

的改变形式对网络上获胜神经元拓扑邻域内的神

经元进行权值向量更新。

学习迭代执行，直到遇到终止阈值，迭代的结

果是使获胜神经元犼的突触权值向量犠犼向输入

向量犡 移动。随着训练数据的重复出现，由于邻

域更新使得突触权值向量趋于服从输入向量的分

布，并具有保持邻近关系不变的特点。

３　基于犛犗犕的点群综合

一旦ＳＯＭ算法收敛，其所计算的特征映射能

显示输入空间的重要统计特性［９］：① 输入空间的

近似。输出空间的突触权值向量｛犠犼｝的集合表示

的特征映射对输入空间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近似。

② 密度匹配。特征映射反映了输入分布在统计上

的变化，输入空间中以高概率抽取的区域在输出

空间映射为更大的区域，比以低概率抽取的区域

拥有更好的分辨率。表现在突触权值向量空间，

高输入密度区域仍是高密度表示，低输入密度区

域仍是低密度表示，即能够保持密度对比特征。

ＳＯＭ的这两个重要统计特性正好能够满足

点群综合中的密度对比、纹理结构特征保持的要

求。因此，考虑用ＳＯＭ来进行点群的综合。

点群的综合还需要保持其分布轮廓。ＳＯＭ的

学习机制决定了当样本空间中多个样本映射到输

出空间的同一个单元时，这个神经元的权值向量会

在这多个样本向量间移动，最后收敛于一个中间位

置，反映在点群的综合中就是点群的典型化可以保

持其密度对比、纹理结构特征，但其轮廓范围很难

保持，存在“内缩”，即向点群内部移动的现象。

艾廷华等按照 Ｇｅｓｔａｌｔ邻近性原则，在点群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上进行“剥皮”操作，获取点群分

布范围多边形［２］，这种方法能够有效地保持点群

的外部轮廓特征。鉴于此，本文通过建立点群的

外部轮廓多边形来表达点群的分布范围，轮廓线

采用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ｕｃｋｅｒ算法化简。Ｋｏｈｏｎｅｎ特征

映射能保持点群密度对比、纹理结构特征，外部轮

廓多边形化简能够保持点群的外部轮廓范围，可

以将二者结合起来，用于点群的综合。具体方法

如下：① 建立原始点群的外部轮廓多边形，分成

外部轮廓点集和内部点集。② 外部轮廓点集用

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ｕｃｋｅｒ算法化简。③ 内部点集作为输

入样本，用 Ｋｏｈｏｎｅｎ网络进行特征映射。④ 二

者的并集便是综合后的点群，外部轮廓点和内部

点的删减数目比例相同。

内部点的化简过程如下。

１）初始化过程，设置各项变量和参量。

样本数据集：设内部点点集中有犖 个点作为

输入样本，由于只考虑位置属性，则样本空间维数

为２维，即输入节点只有两个，为点的狓、狔坐标。

输出层：输出层的神经元的个数为 犕，由开

方根定律计算确定，神经元呈二维网格排列，排列

的方式可以任意指定，神经元在网格中的位置决

定了其拓扑邻域。

权向量空间：输出层的每个神经元通过权向

量与输入层实行全互连接，所有的权向量构成了

权向量空间，同样本数据空间一样，也是２维空

间，犠犻＝｛狑犻１，狑犻２｝，犻＝１，２，…，犕。

权向量在学习开始时要进行初始化，随机给

定输入向量分布范围内的值作为权向量的初始

值，或者直接在样本空间选择 犕 个样本，将其向

量值作为初始权值。

另外，根据经验设定初始学习率η０、最大迭

代次数、权值的变化量平方和阈值、时间常数τ１、

τ２ 以及初始拓扑邻域σ０ 的值。

２）训练过程如下。

① 初始化。从样本数据集中随机选取犕 个

样本作为权向量初始化值犠犼（０），犼＝１，…，犕。

② 取样。随机从样本数据集中取样本犡，其

坐标值作为输入层节点的输入。

③ 相似性匹配。计算输出层每个神经元权

向量与样本犡的欧氏距离，找出获胜神经元犮。

④ 更新。动态调整获胜神经元邻域内所有

神经元的权向量。

⑤ 继续步骤②，直到满足终止条件为止。

在迭代过程中，如果权值的变化量平方和

∑
犕

犻＝１
Δ犠

２
犻小于一定阈值，说明权值已趋于稳定，达到

收敛状态，迭代终止，也可直接设定一个最大迭代

次数作为终止条件。

映射完成后，输出空间的突触权值向量｛犠犼｝

７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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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合就是输入空间向量的典型化的综合结果，

如果将权值向量用距离最近的样本点代替，就是

选取的综合结果。

４　点群综合的应用实例

图１是利用上述方法进行面域上任意分布点

群的综合实例。图１（ａ）是原始数据集，共有５１

个点，综合时点数减少至７０％时，保留３６个点；

图１（ｂ）是利用Ｋｏｈｏｎｅｎ特征映射综合的结果和

原始点集的比较图，圈是综合后的点，黑色三角形

点是原始点。可以看出，虽然密度对比能够保持，

但综合后点的分布轮廓存在一定的畸变。

按照前面所述的方法，将原始数据集分成凸

壳点集和内部点集分别化简，图１（ｃ）显示了提取

出来的凸壳点集；采用 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ｕｃｋｅｒ算法化

简，保留７０％的点，见图１（ｄ）；图１（ｅ）是内部点

典型化的结果与原始数据点集的比较图；图１（ｆ）

是内部点直接选取的结果与原始数据点集的比较

图。内部点集的综合结果与凸壳点集的化简结果

合并，得到最终的综合结果，图１（ｇ）是最终的典

型化结果图；图１（ｈ）是最终选取的结果图，二者

之间有差别。从视觉上可看出，图１（ｇ）相对于图

１（ｂ）有很大的改善，轮廓范围和密度对比特征都

能很好地保持；图１（ｉ）是综合后点数减少至７０％

的结果图；图１（ｊ）是综合后点数减少至４０％的结

果图；图１（ｋ）是综合后点数减少至２０％的结果

图。可见，综合的结果都能保持原始点集的空间

分布特征。

图１　面域上离散分布的点群综合

Ｆｉｇ．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ｉｎｔｓＧｒｏｕｐ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ｉｎＰｌａｎｅ

为了验证综合前后点群的相对密度是否保

持，可计算出点综合前后的密度进行对比。保持

相对密度是指原来密度大的区域，综合后密度仍

然相对较大；原来密度小的区域，综合后密度仍然

相对较小。某点的密度用包围该点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元多边形面积的倒数表示［２］，点的选取可直接计

算点选取前后的密度进行对比，典型化的点综合

后的密度可直接计算，综合前的密度用该点所代

表的原始区域内点的平均密度代表。图２是本例

中选取点的综合前后密度对比图（图１（ｈ）与图

１（ａ）的对比），共选取点３６个。从图中可以看出，

选取前后的密度高低对比仍能保持，说明本方法

能够保持相对密度。

图２　点的选取前后密度对比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Ｄｉａｇｒａｍ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ｅｄＰｏｉｎｔｓＤｅｎｓｉｔｙ

另外，还选用了一个沿特定方向分布的点群

进行综合试验。如图３（ａ）是原始点集，有３６个

点，点群沿线分布，综合后，只需保持其疏密对比

特征，可以直接用 Ｋｏｈｏｎｅｎ特征映射进行典型

化。当综合后的点数保留７０％时，需选取２５个

点；图３（ｂ）是选取综合的结果，图３（ｃ）是典型化

综合的结果，二者在分布形态上没有大的差别，只

是在有些点之间的距离上有微小的偏移；当综合

后保留原始点群４５％的点数，即１６个点时，典型

化的结果如图３（ｄ）所示，图３（ｅ）是选取的结果。

两者对比可以看出，当比例尺进一步缩小时，综合

的结果趋于一致。实例表明，综合后的点的分布

保持了原始数据的密度对比、分布走向等特征。

图３　沿特定方向分布的点群的综合

Ｆｉｇ．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ｉｎｔｓＧｒｏｕ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Ａｌｏｎｇ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图４是一个数据量相对较大的点群选取试

验。图４（ａ）是原始点集，有２１３个点，图４（ｂ）是

选取约７０％点的结果，即保留了１４４个点，图

８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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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ｃ）为比例尺缩小后的结果。从图中可看出，分

布范围仍保持了原来多边形的形状，视觉上的相

对密度也得到了较好的保持。

图４　保持空间分布特征的的点群选取

Ｆｉｇ．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ｉｎｔｓ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５　结　语

综合实例表明，基于Ｋｏｈｏｎｅｎ网络的点群综

合化简方法能够保持原始点群的空间分布特征。

但本文只考虑了单个点群的综合，并且假定点与

点具有同等重要性。当考虑点目标的语义特征以

及多个子群同时存在时，就需要考虑点群的聚类，

并针对具体问题考虑点目标的地理语义特征及上

下文关系，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　考　文　献

［１］　毋河海．凸壳原理在点群综合中的应用［Ｊ］．测绘

工程，１９９７，６（１）：１６

［２］　艾廷华，刘耀林．保持空间分布特征的点群化简方

法［Ｊ］．测绘学报，２００２，３１（２）：１７５１８０

［３］　ＯｐｅｎｓｈａｗＳ，ＢｌａｋｅＭ，ＷｙｍｅｒＣ．ＵｓｉｎｇＮｅｕｒｏ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ｏ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Ｂｒｉｔａｉｎ’ｓ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ｒｅａｓ［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ｇ．ｌｅｅｄｓ．ａｃ．ｕｋ／ｐａ

ｐｅｒｓ／９５１／，１９９５

［４］　ＡｌｌｏｕｃｈｅＭ Ｋ，ＭｏｕｌｉｎＢ．Ａｍａｌｇａ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ａｒｔ

ｇｒａｐｈｉｃ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Ｋｏｈｏｎｅｎ’ｓＦｅａｔｕｒｅ

Ｎｅｔ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５，１９（８１９）：８９９９１４

［５］　ＪｉａｎｇＢｉｎ，ＬａｒｓＨ．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ｒｅｅｔｓｆｒｏｍａＮｅｔ

ｗｏｒｋＵｓｉｎｇ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Ｍａｐ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ＧＩＳ，２００４，８（３）：３３５３５０

［６］　ＨｊｈｏｌｔＰ．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ｕｉｌｄｕｐＡｒｅａｓＵｓｉｎｇ

Ｋｏｈｏｎｅ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ＥｕｒｏｃａｒｔｏＸＩＩＩ，Ｉｓｐｒａ，Ｉｔａ

ｌｙ，１９９５

［７］　Ｓｅｓｔｅｒ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ｆ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ａｔ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５，１９（８／

９）：８７１８９７

［８］　郭庆胜．地图自动综合理论与方法［Ｍ］．北京：测

绘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３１１３５

［９］　ＨａｙｋｉｎＳＳ．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Ｍ］．２ｎｄｅｄ．Ｃａｎａｄａ：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Ｉｎｃ，２００１

第一作者简介：蔡永香，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地理信息智能化处

理及其应用。

Ｅｍａｉｌ：ｃａｉｙｘ２００２ｃｎ＠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犘狅犻狀狋狊犌狉狅狌狆犌犲狀犲狉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犅犪狊犲犱狅狀犓狅狀犺狅狀犲狀犖犲狋

犆犃犐犢狅狀犵狓犻犪狀犵
１，２，４
　犌犝犗犙犻狀犵狊犺犲狀犵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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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３　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４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ＮａｎｈｕａｎＲｏａｄ，Ｊｉｎｇｚｈｏｕ４３４１０２，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ｙｐ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ｉｎｔｓｇｒｏｕｐｉ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Ｋｏｈｏｎｅｎｎｅｔｍｏ

ｄ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ＯＭ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ｓｏａｓｔｏ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ｐｏｉｎｔｓｇｒｏｕｐ．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ｔｏ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ｏｉｎｔｓ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ａｎｙ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ｐｏｉｎｔｓｇｒｏｕｐ；ｍａｐ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Ｋｏｈｏｎｅｎｎｅｔ；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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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ｍａｉｌ：ｃａｉｙｘ２００２ｃｎ＠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９２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