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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ＧＩＳ中常用的空间距离度量及其存在的问题，这些距离度量没有顾及空间目标的整体形状、

位置分布等特征。基于此，引入了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的概念，给出了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的计算方法，分析指出了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容易受空间目标局部几何形状的影响。进而从统计学的角度分析了现有的距离度量并不能

有效地表达空间目标间距离的整体分布，并提出了一种广义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模型，这种距离模型能够度量空

间目标间距离分布的中心趋势和离散度。实际算例证明了此模型在ＧＩＳ环境下的实现方法。

关键词：空间距离；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广义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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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距离是一类非常重要的空间概念，可以

用来描述空间目标之间的相对位置分布情况，反

映空间邻近目标之间的接近程度和相似性程

度［１］。根据ＧＩＳ空间目标的形态，空间距离可分

为点／点、点／线、点／面、线／线、线／面、面／面六类，

在此基础上还可包含点群、线群、面群之间的距离

度量［２，３］。从描述空间的角度来看，空间距离有

真实距离（在现实世界）和认知距离（在认知世

界）［４］。而从表达结果的方式来看，空间距离又可

以分为定量距离和定性距离。在计算上，根据

ＧＩＳ所采用的数据结构不同，空间距离度量分为

欧氏空间的矢量距离和数字空间的栅格距离［５］。

在矢量距离计算中，点／点距离的计算比较简单，

而对于其他五类距离的计算较为复杂，并且在不

同的应用中对距离的定义和理解也有所不同，如

最近距离、最远距离、平均距离等。在栅格距离计

算中，随着栅格的几何形状不同（如三角形、矩形、

正六边形等），距离的计算方法也不同［６］。由此可

见，空间距离随着定义的不同、空间目标维数的差

异和应用环境的变化而使其内涵和外延变得相当

复杂。本文主要探讨了 ＧＩＳ环境下空间目标间

的距离度量与计算方法等问题。

１　现有的距离度量及其不足

在ＧＩＳ中，两个点间的距离计算最为简单，

它是基于经典的欧氏几何和笛卡儿坐标系进行定

义的。设犚２ 中的两个点狆犻（狓犻１，狓犻２）和狆犼（狓犼１，

狓犼２）之间的欧氏距离为：

犱（狆犻，狆犼）＝ （狓犻１－狓犼１）
２
＋（狓犻２－狓犼２）槡

２（１）

根据式（１）定义的欧氏距离度量满足３个基本特

性：非负性、对称性和三角不等式。但是，式（１）仅

仅适合于点状目标间的计算。为了能够描述各种

类型目标间的距离，提出了一些扩展的度量模型，

如最近距离［７］、最远距离或者质心距离等，分别表

达如下。

最近距离：

犇ｍｉｎ（犃，犅）＝ ｍｉｎ
狆犃∈犃

ｍｉｎ
狆犅∈犅

｛犱（狆犃，狆犅｛ ｝）｝ （２）

最远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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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ｍａｘ（犃，犅）＝ｍａｘ
狆犃∈犃

ｍａｘ
狆犅∈犅

｛犱（狆犃，狆犅｛ ｝）｝ （３）

质心距离：

犇犮（犃，犅）＝犱
１

犿∑
犿

犻＝１

狏犻犃，
１

狀∑
狀

犼＝１

狏犼（ ）犅 （４）

式（２）～式（４）中，犃和犅 为两个空间目标；狏犻犃和

狏犼犅分别为目标犃 和犅 的顶点。下面以最近距离

为例，来分析这些距离度量的适用性。

根据式（２）表达的距离度量并没有顾及空间

目标的形状差异。此外，这种距离定义也难以表

达空间目标间相对位置的差异。针对上述问题，

Ｃｈｅｎ提出了空间目标的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度量方

法［５］。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顾及空间目标

的整体形状。

２　犎犪狌狊犱狅狉犳犳度量及其计算方法

２．１　犎犪狌狊犱狅狉犳犳度量的基本定义及特性

设犃和犅 分别表示犚狀 中的两个非空紧致集

合，犛（ε）表示半径为ε的一个闭球，定义
［６］：

ρ（犃，犅）＝ｉｎｆ｛ε：犃犅犛（ε），犅犃犛（ε）｝

（５）

式中，为数学形态学中的膨胀算子；ρ（犃，犅）为

集合犃、犅的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度量。分析式（５）可知，ρ
为一个最小的闭球犛的半径，以至于集合犃包含

在膨胀集合犅犛（ε）中，犅也包含在膨胀集合犃

犛（ε）中。并且它满足距离度量的３个特性：

　　犃＝犅ρ（犃，犅）＝０

ρ（犃，犅）＝ρ（犅，犃）

ρ（犃，犅）≤ρ（犃，犆）＋ρ（犆，犅）

对于ＧＩＳ中的空间目标集合犃和犅，式（５）定

义的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度量ρ（犃，犅）实质上也是集合犃、犅

之间的一个距离度量，并且可以等价地表达为：

犇犎（犃，犅）＝ｍａｘ｛ｍａｘ
狆犃∈犃

｛ｍｉｎ
狆犅∈犅

｛犱（狆犃，狆犅）｝｝，

ｍａｘ
狆犅∈犅

ｍｉｎ
狆犃∈犃

｛犱（狆犃，狆犅｛ ｝）｝｝ （６）

因此，通常也称之为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

２．２　犎犪狌狊犱狅狉犳犳度量的计算方法

为了计算式（６）定义的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度量，下面

分两个步骤进行。首先，计算集合犃的最小膨胀

闭球半径ε犃，使得满足犅犃犛（ε犃），即

ε犃 ＝ｉｎｆ｛ε：犅犃犛（ε）｝ （７）

或等价表达为：

ε犃 ＝ｍａｘ
狆犃∈犃

ｍｉｎ
狆犅∈犅
犱（狆犃，狆犅｛ ｝） （８）

然后计算集合犅的最小膨胀闭球半径ε犅，使得满

足犅犃犛（ε犅犃），即

ε犅 ＝ｉｎｆ｛ε：犃犅犛（ε）｝ （９）

类似地，式（９）可以等价表达为：

ε犅 ＝ｍａｘ
狆犅∈犅

ｍｉｎ
狆犃∈犃
犱（狆犃，狆犅｛ ｝） （１０）

则集合犃、犅之间的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表达为：

ρ（犃，犅）＝ｍａｘ｛ε犃，ε犅｝ （１１）

　　图１给出了４个不同类型空间目标间 Ｈａｕｓ

ｄｏｒｆｆ距离的表达和计算方法。

图１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的表达与计算方法

Ｆｉｇ．１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ｓ

　　从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度量的定义和计算可以看

出，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度量是一种顾及空间目标整

体形状（或边界）的距离度量，而不像在最近、最远

和质心距离度量中简单地表达为两个点之间的距

离。如在式（８）中，ε犃 表示为从目标犅 的边界到

目标犃 的最远距离，类似地，式（１０）中，ε犅 表示为

从目标犃 的边界到目标犅 的最远距离。但是这

种度量容易受空间目标的局部空间分布特征的影

响。在图２（ｂ）中，目标犅比图２（ａ）中多出了一

个尾部，从而在图２（ｂ）中两目标间的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

距 离 要 比 图 ２（ａ）中 计 算 的 距 离 大 得

多。因此，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有时并不能很好地表

达两个空间目标的整体接近程度。下面提出一种

图２　空间目标局部分布特征对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

距离计算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ｏ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ｎ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２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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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度量模型。

３　广义犎犪狌狊犱狅狉犳犳距离度量模型及

其实现方法

３．１　现有距离的统计学解释

为了提出一个更好的距离度量模型，本文在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度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空间目

标距离分布的统计特性。如图３（ａ）所示，可以计

算出目标犅边界上的所有点到犃 的距离，这些距

离将构成一个空间分布，并且它们的分布范围为

［ε犃ｍｉｎ，ε犃ｍａｘ］，这里ε犃ｍｉｎ也是目标犃与犅 之间的最

近距离，ε犃ｍａｘ为从犃 到犅 的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类

似地，也可以计算出目标犃边界上的所有点到犅

的距离，如图３（ｂ）所示。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

描述一个空间分布的两个基本要素是分布的中心

趋势和分布的离散度。前者通常由均值、中位数

和模式来度量；后者由分布范围、方差、均方差来

度量。由此可知，最近距离、最远距离以及 Ｈａｕｓ

ｄｏｒｆｆ距离仅仅是空间距离分布的一个极值，即描

述了空间距离分布的离散度信息，而并不能描述

分布的中心趋势。对于描述空间分布中心趋势的

三个指标，均值是所有距离值之和除以距离值个

数，这个指标容易受空间目标局部特征的影响。

而中位数则是指所有距离值按大小顺序排列后中

间的那个距离值，这个指标在描述距离分布的中

心趋势上比较稳健。为此，下面采用中位数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来描述中心趋势。

图３　空间目标犃和犅 之间的距离分布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犃ａｎｄ犅

３．２　广义犎犪狌狊犱狅狉犳犳距离度量模型

设犃、犅为两个空间目标集合，并且令

τ犃 ＝
θ｛（犃犛（ε））∩犅｝

θ（犅）
（１２）

τ犅 ＝
θ｛（犅犛（ε））∩犃｝

θ（犃）
（１３）

式中，０≤τ犃，τ犅≤１；θ（·）为一个度量函数，它的

取值取决于犃、犅所表达的空间目标类型。如在

式（１２）中，若集合犅表示一个面目标，则θ（·）取

值为０（交集为空）或交集的面积（交集为非空）；

若集合犅表示一个线目标，则θ（·）取值为０（交

集为空）或交集的长度（交集为非空）；若集合犅

表示一个点目标，则θ（·）取值为０（交集为空）或

１（交集为非空）。类似地，在式（１３）中，θ（·）的取

值类型取决于集合犃 表达的空间目标类型。进

而定义

ρ犌（犃，犅）＝ｉｎｆ｛ε：τ犃 ≥τ０，τ犅 ≥τ０｝，０≤τ０ ≤１

（１４）

等价表达为：

ρ犌（犃，犅）＝ｍａｘ｛ｉｎｆ｛ε：τ犃 ＝τ０｝，

ｉｎｆ｛ε：τ犅 ＝τ０｝｝，０≤τ０ ≤１ （１５）

则称式（１４）和式（１５）为广义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模

型。显然，当τ０＝１时，式（１４）和式（１５）简化为传

统的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度量；当τ０＝０．５时，通过式

（１４）或式（１５）计算得到的空间目标之间的距离亦

称为中位数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从图４中可以发

现，中位数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即（ε犃犕））受空间目标

犅的局部分布特征的影响很小。

图４　空间目标局部分布特征对中位数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

距离的影响很小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ｏ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ｎ

Ｍｅｄｉａｎ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３．３　广义犎犪狌狊犱狅狉犳犳距离度量模型的实现

首先计算出ε犃犌，使其满足：

ε犃犌 ＝ｉｎｆ｛ε：τ犃 ＝τ０｝，０≤τ０ ≤１ （１６）

然后计算出ε犅犌，使其满足：

ε犅犌 ＝ｉｎｆ｛ε：τ犅 ＝τ０｝，０≤τ０ ≤１ （１７）

则集合犃、犅之间的广义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表达为：

ρ犌（犃，犅）＝ｍａｘ｛ε犃犌，ε犅犌｝ （１８）

　　在实际应用时，ε犃犌可以按照如下方法得到。

首先计算出集合 犃 的一个最小膨胀闭球半径

ε犃ｍｉｎ，使其满足犃犛（ε犃ｍｉｎ）与犅的拓扑关系为邻

接关系。然后计算出集合犃 的一个最大膨胀闭

球半径ε犃ｍａｘ，使其满足犃犛（ε犃ｍａｘ）与犅 的拓扑

关系为覆盖关系。然后采用内插逼近的方法计算

得出τ０ 取值于（０，１］任意值时的ε犃犌。类似地，可

以计算出ε犅犌，进而可以得到空间目标犃 和犅 间

的整个距离分布。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利用距离

分布的范围和中位数来表达两个目标之间距离分

３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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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统计信息，即ρ犌（犃，犅）。

４　算例分析

本文试验采用某城区１∶１００００地形图，并

在Ａｒｃｖｉｅｗ环境下实现了各种类型地图空间目标

间的广义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模型计算，即为距离分

布范围和中位数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图５分别给出

了点／点（ε犃犕 ＝ε犃ｍｉｎ＝ε犃ｍａｘ＝１．４０；ε犅犕 ＝ε犅ｍｉｎ＝

ε犅ｍａｘ＝１．４０；ρ犕（犃，犅）＝ｍａｘ｛ε犃犕，ε犅犕｝＝１．４０）、

点／线（ε犃ｍｉｎ＝１．４０，ε犃ｍａｘ＝３．４０；ε犃犕＝２．００（包含

５０％的长度）；ε犅犕＝ε犅ｍｉｎ＝ε犅ｍａｘ＝１．４０；ρ犕（犃，犅）

＝ｍａｘ｛ε犃犕，ε犅犕｝＝２．００）、点／面（ε犃ｍｉｎ＝１．２０，

ε犃ｍａｘ＝４．２０；ε犃犕＝２．２１（包含５０％的面积）；ε犅犕

＝ε犅ｍｉｎ＝ε犅ｍａｘ＝１．２０；ρ犕（犃，犅）＝ｍａｘ｛ε犃犕，ε犅犕｝

＝２．２１）、线／线（ε犃ｍｉｎ＝０．８０，ε犃ｍａｘ＝３．２０；ε犃犕 ＝

２．１８（包含５０％的长度）；ε犅ｍｉｎ＝０．８０，ε犅ｍａｘ＝

３．５０；ε犅犕＝２．１４（包含５０％的长度）；ρ犕（犃，犅）＝

ｍａｘ｛ε犃犕，ε犅犕｝＝２．１８）、线／面（ε犃ｍｉｎ＝０．８０，ε犃ｍａｘ

＝２．６０；ε犃犕 ＝１．６３（包含５０％的面积）；ε犅ｍｉｎ＝

０．８０，ε犅ｍａｘ＝１．６０；ε犅犕＝１．１０（包含５０％的长度）；

ρ犕（犃，犅）＝ｍａｘ｛ε犃犌，ε犅犌｝＝１．６３）、面／面（ε犃ｍｉｎ＝

０．９０，ε犃ｍａｘ＝３．８０；ε犃犕＝１．９０（包含５０％的面积）；

ε犅ｍｉｎ＝０．９０，ε犅ｍａｘ＝３．５０；ε犅犕＝２．２６（包含５０％的

面积）；ρ犕（犃，犅）＝ｍａｘ｛ε犃犕，ε犅犕｝＝２．２６）之间

的广义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模型计算过程及具体结果

（ｃｍ），其中在膨胀过程中的粗黑线为中位数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的取值。

图５　各种类型空间目标之间广义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模型的实现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ｓ

　　在上述计算过程中，亦可以得到空间目标间

广义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随τ０ 变化的整体分布关系。

以图５（ｆ）为例，可以得到ε犃犌、ε犅犌、ρ犌 与τ０ 的变化

关系，如图６所示。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到τ０ 取

任意值情况下的广义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其中当τ０

＝０．５时，为中位数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当τ０＝１时，

为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

图６　广义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随τ０ 变化的分布关系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Ａｍｏｎｇε犃犌，ε犅犌，ρ犌ａｎｄτ０

５　结　语

在实际应用中，空间距离是一个应用较为广

泛的概念，在不同的应用领域中可能具有不同的

延伸和定义。如在多源空间数据质量评价中，空

间距离可以用来度量同一地理实体在不同表达下

的几何相似性程度。类似地，也可以应用于目标

识别和空间数据库中基于目标的几何相似性查询

等。而在环境质量评价中，空间距离亦可以用来

表达一种现象对另一种现象的影响程度。本文提

出的广义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模型和中位数 Ｈａｕｓ

４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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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ｒｆｆ距离度量有望在这些领域中得到扩展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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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进入犈犻核心版

来自美国《工程索引（Ｅｉ）》中国中心的消息，自２００７年第１期起，《武汉大学学报

·信息科学版》已经进入Ｅｉ核心版。与该刊一起进入核心版的中国期刊还有１７种。

至此，我国科技期刊中，被Ｅｉ核心版收录的达到１５８种。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长期以来依托专业优势、开放办刊，期刊质量和办刊

水平在高校学报界有口皆碑，多次获得各级奖励。２００５年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二等

奖，并被授予中国高校精品科技期刊称号。自１９９６年起进入Ｅｉ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收录率

逐年提高，２００５年达到１００％。据统计，Ｅｉ已经累计收录本刊发表的论文１３２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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