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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并总结了示意性道路网地图的制图规则，量化了约束条件，提出了一种道路网渐进式图形简化方

法和移位方法，并研究了拓扑关系检查方法。在具体实验中，通过对道路网上点的分类，依据约束条件，快速

生成有效的道路网示意性地图，同时保证了原始道路图与示意性道路图之间的拓扑关系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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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８３．１

　　作为对网络图（道路、河流等）有效的概略表

达方式，示意图已成为表达空间信息的标准方式。

与传统的手工制图、计算机制图不同，示意图中的

道路网经过高度简化，只显示道路网的基本信息

和一些主要的地标，同时简化或省略不重要的细

节。为了确保示意性地图清晰、易读以及拓扑关

系的一致性，示意性地图设计需要采用包括图形

化简、移位和拓扑关系维护等新的地图综合方法。

美国学者 Ａｇｒａｗａｌａ
［１］研究了城市之间路线图的

简化和制作方法；瑞士学者Ａｖｅｌａｒ
［２］研究了面向

需求的城市公共交通路线网的简化与移位方法，

以便制作示意性地图。但是，两位学者在线简化

过程中都只采用传统的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ｕｃｋｅｒ简化方

法［３］。本文针对示意性道路网地图显示的特点，

提出了一种示意性道路网的渐进式综合方法和在

拓扑约束条件下的渐进式移位方法。

１　示意性道路网地图的约束条件

在 Ｗａｒｅ
［４］等研究的基础上，这里所提出的道

路网示意性地图在地图综合过程中必须遵循的约

束条件包括拓扑约束条件［１，２，５］、方位约束条

件［１，２，５］、分 辨 距 离 约 束 条 件［２］、长 度 约 束 条

件［１，２］、角度约束条件［１］、语义约束条件。本文主

要研究如何有效地显示示意性道路网电子地图，

因此，这里为道路网的渐进式综合需要建立量化

的约束条件，其中，拓扑约束和语义约束在道路综

合过程中直接考虑。

设屏幕能显示的最低可分辨的直线段长度为

狉，在示意图中也可以是路段的长度。约束条件如

下：① 方位约束。在示意图中，用户可以定义有

限的几个方位，如水平、垂直或对角线方向，因此，

所有直线段只能从代表性方位集合中选择与它本

身方位偏差最小的方位。设代表性方位集合为

犚犚＝｛犚犚犼，犼∈｛１～８｝｝，直线段的实际方位为

犗犚１，则方位约束条件为ｍｉｎ｜犚犚犼－犗犚１｜。② 距

离约束。当道路网中线路之间重叠时，就需要把

共线的路线分开，它们之间间距为最小视觉可分

辨距离，该距离需要依据地图所显示的环境等因

素确定。③ 长度约束。指在显示时，最短路段必

须达到长度狉以上，路段之间的长度相对关系应

基本保持。也就是说，最短路段长度犔（犛）≥狉，同

时｜犔（犛犻）／犔（犛犼）－犔（犛′犻）／犔（犛′犼）｜≤β，犔（犛犻）、犔

（犛犼）表示原始路段的长度，犔（犛′犻）、犔（犛′犼）为移位

后的长度，β为用户设定的阈值。④ 角度约束。

指当多条路段与同一个交叉点相连，并且夹角很

小时，就必须在最近的代表性方位区间内重新分

配更详细的代表性方位，以便这些路段能够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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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确定新的方位。

２　示意性道路网的地图综合方法

为了有效地管理和检索数据，以及方便后面

的路段简化、移位处理，道路网数据结构设计如图

１所示。

图１　道路网数据结构

Ｆｉｇ．１　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ａｔ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２．１　形状简化

２．１．１　道路网形状点的分类

一条线路包括起点、终点、道路交叉点、道路

顶点。根据点的重要性，将它们分为固定点（道路

的起点）、可移位点（构成道路的各个路段的起点

与终点）和可删除的点（各个路段的顶点）（如图２

所示）。

图２　道路网中点的分类

Ｆｉｇ．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ａ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

２．１．２　线路形状简化

在拓扑约束和语义约束条件下，这里提出采

用从局部到整体的点的渐进式删除算法进行图形

简化。在渐进的过程中严格规定，为了满足语义

约束条件，所有删除的点首先必须是道路的内部

点（犘犇＝０），道路网中线段的起点、终点和道路的

交叉点在简化过程中得到保留。然后，道路网中

的内部顶点犘｛狆１，狆２，…，狆狀｝将按照点的形状贡

献率的大小进行排序。计算路段内形状贡献率最

小的顶点狏以及计算顶点和相邻两个顶点构建的

三角形△狏犻－１狏犻狏犻＋１的面积犅，与用户能分辨的最

小三角形面积阈值ε进行比较，如果犅≤ε，则检

查三角形△狏犻－１狏犻狏犻＋１是否包含有其他的顶点，或

者该顶点和其相邻顶点形成的直线段狏犻－１狏犻和

狏犻狏犻＋１是否与其他线段相交，只有这两种情况都不

存在，确保拓扑关系不变，该顶点才允许被删除。

点的形状贡献率采用文献［６］的计算方法。

为了提高计算效率，这里提出对于不同路段分别

采用点的渐进式删除算法进行图形简化，即计算

每条路段中可移动顶点的形状贡献率值。

渐进式图形简化算法如下：① 设道路网的路

段总数为犕，当前处理的路段为犻（犻＝１），每个顶

点的标记信息为一个５元组（ＲＩＤ，ＳＩＤ，ＰＴ，ＰＤ，

ＰＬ）。其中，ＲＩＤ为道路的ＩＤ码，ＳＩＤ为路段标

识，ＰＴ为顶点或端点的类型（起点、终点为１，道

路交叉点为２，其他点位为０，这些点分别为固定

点、可移位点和可删除点），ＰＤ为已删除标志（０

表示没有被删除，１表示已经被删除），ＰＬ为应删

除而没有删除的标志（０表示无关，１表示应被删

除而没有被删除）。② 设用户能分辨的最小三角

形面积阈值ε＝犃，由于是示意性地图，可以扩大

为ε＝２犃或３犃等；计算道路的虚交叉点，即道路

之间无实际交叉，但是存在立体穿越的现象，把该

点加入相应的路段坐标串中，并标识为ＰＴ＝２。

对有顶点的５元组赋初始值。③ 计算当前路段

上ＰＤ＝０的所有顶点的 犓 值，并取其最小值

犓ｍｉｎ，记录该顶点编号为犓犆。④ 从当前路段的

当前坐标串中取出犓犆顶点及其相邻的两个顶

点。⑤ 计算该点和相邻两顶点构成的三角形面

积犅，如果犅≤ε，就进行拓扑关系检验，若有冲

突，则不删除，该点的ＰＬ＝１，从该路段的所有犓

值中取次小的犓 值，取其顶点，编号犓犆，返回第

④步；若无冲突，则删除该点，该点的ＰＤ＝１，ＰＬ

＝０；若犅＞ε，则犻＝犻＋１，进入第⑥步。⑥ 若犻≤

犕，则转到第③步，否则结束该过程；若存在ＰＬ≠

０，则表明还有顶点，只能通过移位来解决。

２．２　拓扑关系一致性检查与新点位的计算

在图形简化和移位过程中，都需要进行拓扑

关系检查。这里可以通过观察由点狇（移位点或

被删除点）、狇点的新位置狇′和另一端点狆形成的

三角形犜 上是否引起拓扑关系的改变来进行。

首先检查是否有任何线段与狇狇′边交叉
［７］，同时也

要检查三角形犜 是否包含有任何能够导致地图

拓扑关系改变的点［８］。如果发现拓扑关系将改

变，狇必须重新计算。在拓扑关系一致性检查时，

需区分下面三种情况。

０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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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三角形犜 中没有点也没有线段与狇狇′相

交。在这种情况下，地图拓扑关系没有改变，允许

点狇到狇′的移动或删除狇点。

２）至少有一个线段与狇狇′相交。在这种情况

下，拓扑关系将改变。对于图３（ａ）的情况，因为

移位才产生了交点，所以应当沿狇狇′方向移位，但

狇′在离狌 点有最小可分辨距离处，即狇′应在图

３（ｂ）的狌′处。

３）三角形犜中至少有一个点。为了计算狇′

的新位置，定义直线犾通过狏和狆，并且计算犾和

狆狆′的交点狌。沿狇狇′方向移位，当出现图３（ｃ）的

情况时，狇′离狌 点距离为犱，狇′应在图３（ｄ）的狌′

处。也就是说，需保证没有新的交叉点产生。

图３　拓扑关系检查

Ｆｉｇ．３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２．３　移　位

为了较好地保留道路的自然方位并且移位距

离最小，这里把直线段的方位规范到８个方向上，

这８个方位是 犚犚＝｛０°，４５°，９０°，１３５°，１８０°，

２２５°，２７０°，３１５°｝（狓轴正方向为０°，以狓轴为基

线，以逆时针方向计算直线段（或路段）的旋转角，

并把此角作为方位）（０°和３６０°表示同一方位），直

线段的方位纠正采用等长旋转方法（如图４所

示）。

图４　道路网中点的移位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ａ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

为了满足方位约束条件，需要计算每条直线

段调整后的方位和长度，每条直线段调整后的方

位为：

犗犚２ ＝
犚犚犻，ｉｆｍｉｎ狘犗犚２－犚犚犻狘犻∈｛１，…，８｝

０°，ｉｆ犚犚犻＝
｛ ３６０°

每条直线段调整后的长度为：

犗犔２ ＝

犗犔１×狉

ｍｉｎ（犗犔）
，ｉｆｍｉｎ（犗犔）＜狉

犗犔１，ｉｆｍｉｎ（犗犔）≥

烅

烄

烆 狉

式中，狉为屏幕上能显示的最低可分辨的直线段

长度；犗犔表示所有直线段长度的集合。

选择路段交叉点，并找到与之连接的直线段

集合，得到调整后的方位集合犗犑，判断这些直线

段中是否有相同的调整后的方位值，若有，则说明

此交叉点处存在方位冲突。处理方法如下：设重

叠的方位有 犕 个，标准方位值为犚犚犻，这些方位

的原始值为犗犐犻（犻＝１，…，犕）；取满足条件 ｍｉｎ

｜犗犚２－犚犚犻｜的直线段，其调整后的方位为犚犚犼，

其他直线段调整后的方位在犚犚犼＋１（或者犚犚犼－１）

与犚犚犼之间平均分配。若犚犚犼－１犗犑（其中，当

犚犚犼＝０°时，犚犚犼－１＝３１５°；当犚犚犼＝３６０°时，犚犚犼－１

＝４５°），则犚犚犼－１用于方位分配；若犚犚犼＋１犗犑，

则犚犚犼＋１也可用于方位分配。方位分配时，按照

原始方位值所在的方位区间［犚犚犼，犚犚犼＋１］或

［犚犚犼－１，犚犚犼］来确定所有直线段调整后的方位。

重新对这些直线段的犗犚２赋值，每个交叉点都应

当作这样的处理。然后选择最短的直线段，判断

其调整前后的长度是否大于阈值狉，若需要调整，

则按照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重新放大该图，并且

每条直线段犗犔２也需要重新按照这种比例关系修

正。

整个渐进式移位算法如下：① 将路段交叉点

和顶点构成一个数据集合犗犗，其元素为交叉点

的编号和顶点编号。② 从犗犗中选择关联度最

大的元素犘（路段交叉点），以犘 为中心，对与犘

点关联的所有直线段（表示为集合ＳＥＤ），依据其

犗犚２值和犗犔２值，重新计算直线段另一端点的新

坐标值，并修正相关直线段上同一个顶点的坐标

值，该过程就是等长旋转移位方法。③ 把与点犘

关联的直线段集合ＳＥＤ按照其另外一个端点（或

顶点）的关联度从小到大排序，从关联度最小的直

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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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段开始移位，若无空间冲突，则犕犛＝１，继续处

理下一条未处理的直线段；若有空间冲突，则在保

证拓扑关系不变的情况下计算新的点位，犕犛＝０，

处理下一条未处理的直线段。循环执行该过程，

若这些直线段都移位成功或这些直线段始终移位

不成功，则从集合犗犗中删除该元素犘。④ 从集

合犗犗中找到关联度最大的元素，重新设此元素

为犘，并获得新的集合ＳＥＤ，若犘为路段的交叉

点，则按照步骤③的计算方法移位ＳＥＤ中没有移

位成功的直线段（犕犛＝０）。若移位成功，则该直

线段的犕犛＝１。若犘为路段内的顶点，则说明只

有两条直线段与犘 点关联；如果这两条直线段

（犔１，犔２）的犕犛都为１，那么已经移位成功；如果

其中一条直线段（犔１）没有移位成功，那么犘点就

在犔２所在的直线上移位（当犔１的另一个端点犙

在犗犗 中时，可以直接移位犙），在不产生拓扑关

系冲突的条件下，调整犔１的方位，反之亦然；如果

犔１和犔２都没有移位成功，则按照长度的大小顺序

来调整直线段的方位，都必须在保证拓扑关系不

变的情况下计算新的点位。移位成功的直线段的

犕犛＝１，反之为０。处理完后，就从集合犗犗中删

除元素犘。⑤ 若新的集合犗犗为空，则使用原始

集合犗犗检查所有直线段的犕犛 值，如果都为１，

则结束；否则，统计犕犛＝０的直线段数犕犃，若新

的犕犃值不变，则结束，否则，从犗犗中取关联度

最大的元素犘，回到步骤③。若新的集合犗犗不

为空，则回到步骤④。

３　实　验

为了验证算法的有效性，采用Ｊａｖａ语言开发

环境，选择全国１∶４００万部分道路网为研究对

象，包括１１１条道路，５０８个点（５９个道路交叉点，

１８个起点，４３１个内部点），进行道路网示意性可

视化的技术实验。实验结果如图５所示。

图５　实验结果

Ｆｉｇ．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实验结果表明，原始道路网（图５（ａ））中１０６

个内部顶点成功地进行了删除，同时保持了与原

始道路网拓扑关系的一致性，得到了简化后的道

路网（图５（ｂ））；然后在多约束条件下进行移位，

简化后的路网中所有直线段的方位调整为水平、

垂直或对角线方向，得到了清晰、易读的示意性道

路网地图（图５（ｃ））。本实验中没有发现拓扑关

系冲突，这主要是由数据的特点决定的，同时为了

示意性道路网的快速可视化，最好避免解决拓扑

关系冲突的计算，以便提高显示速度。实验证明，

该算法是有效的、可行的。对于复杂的城市公共

交通网示意性地图的制作，所考虑的地图设计因

素会更多，如多条路段的重叠、交叉点的虚实问题

（如有交叉点，但没有站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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