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３卷 第３期

２００８年３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３Ｎｏ．３

Ｍａｒｃｈ２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

项目来源：国家８６３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０７ＡＡ１２Ｚ２４１）；国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资助项目（ＮＣＥＴ０７０６４３）；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项目（４０４０１０５１，４０５７１１３４）；湖北省创新团队资助项目（２００６ＡＢＣ０１０）；国家９７３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０６ＣＢ７０５５００）。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０８）０３０２６５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基于簇模型的矢量地图数据的高效压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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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适用于矢量地图的高效压缩方法，该方法通过建立坐标增量的簇模型对矢量地图进行压

缩，从而降低其存储空间。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方法能够取得较高的压缩比，保持压缩结果几何形状的相似

性，而且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能够根据不同的需求生成不同压缩比的矢量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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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矢量地图被广泛地运用于地理信息系统、移动

信息服务、移动计算、车辆导航、网络制图等研究和

应用中。矢量地图的存储尤其是大比例尺矢量电

子地图的存储对于提高移动终端的数据存储量、加

快矢量地图的绘制速度、减少网络传输时间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数据压缩是减少数据存储空间的

一种有效方法，被广泛地运用到图像压缩、视频压

缩等方面［１，２］，而且数据压缩的思想也被成功地运

用到数字地面模型（ＤＥＭ）的压缩中。矢量地图具

有拓扑复杂、几何类型多样化等特点，因而，在压缩

时需要保持其拓扑不变性和几何对象形状的相似

性，否则基于压缩结果的空间分析和可视化将导致

错误的结果。Ｓｈｅｋｈａｒ等提出了基于簇算法的矢量

地图压缩算法，然而该方法对压缩结果的质量难以

控制，而且不能保证拓扑一致性［３］。

本文提出一种矢量地图的有损压缩方法，该

压缩方法通过生成坐标增量的簇模型来建立数据

字典，以对电子地图数据进行解码，从而降低矢量

地图的数据存储空间，而且保持压缩结果的拓扑

一致性和几何形状的相似性。

１　矢量地图的压缩

本文提出的有损压缩算法针对几何数据进行

压缩，包括两个关键步骤：① 把原始的矢量地图

变换为概略数据和细部数据两部分；② 对细部数

据进行有损压缩存储，压缩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矢量地图的压缩流程

Ｆｉｇ．１　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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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矢量地图的表达

矢量地图包括包括点、线、面三类几何对象。

根据文献［４］可知，线对象和面对象中的任意点和

其相连的前后两点构成一个三角形（线对象的起

始点除外）。如果该点所形成的三角形面积最小，

而且该点的删除不会导致拓扑关系的改变，则该

点可以首先从其关联的对象中被删除。为了保持

拓扑关系的一致性，共享节点或线段的起、末点不

能被删除［４］。按照文献［４６］提出的算法，一幅原

始的矢量电子地图可以表达为一幅概略的电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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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组删除的点串和相应的拓扑关系３个部分

（图２）（拓扑关系记录了被删除的点在其对应空

间对象中的位置）。由图２可以看出，在删除点的

存储方面没有直接存储被删除点的坐标，而是存

储了被删除点和其相邻的前后两个点的坐标差，

在此笔者定义该坐标差为删除点的坐标增量。

图２　基于点删除的矢量电子地图表达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ｅｃｔｏｒＤａｔａＭａｐ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ｅｍｏｖｉｎｇＶｅｒｔｉｃｅｓ

　　实验结果表明，一幅矢量地图按照上述方式

进行表达后，坐标增量的存储空间占据整个存储

空间的７０％～８０％。因此，对坐标增量进行压缩

将极大地降低整个矢量地图的存储空间。

１．２　坐标增量的压缩算法

每一个删除点的坐标增量（Δ狓，Δ狔）可以看

作是分布在二维空间内的离散点。实验结果表

明，大量删除点的坐标增量在二维空间内的分布

极其密集，因此有必要对离散的坐标增量进行压

缩。为此，笔者设计了一种根据坐标增量的空间

分布特征划分为簇的算法。

假定（狓，狔）是分布在二维欧式空间内离散

的坐标增量，犞 是所有离散的坐标增量集合，犆是

划分的簇集合，则犆和犞 可以表达为：

犆＝∑
狀

犻＝１

犆犻，犞 ＝∑
犿

犼＝１

狏犼，，犆犻＝∑
狀

犻＝１

狏犽

犿≥１，狏犽 ＝ （狓，狔） （１）

而且簇与簇之间的几何距离应满足如下要求：

ｄｉｓ（狏犻，狏犼）≤犱，狏犻∈犆犽 且狏犼∈犆犽

ｄｉｓ（狏犻，狏犼）＞犱，狏犻∈犆犽 且狏犼犆犿，犿≠犽

　　以上表明，对一定空间几何距离犱而言，分

布在不同簇内坐标增量间的几何距离大于犱，而

分布在同一簇内坐标增量间的几何距离小于犱。

为了获取离散的坐标增量的空间分布特征，依

据Ｄｅｌａｕｎｎａｙ三角网规则对其进行构网。笔者定

义如下的规则对离散的坐标增量进行簇的划分。

规则１：对于坐标增量（狓，狔），如果和其相连

的所有边的长度都大于一个给定的空间距离犱，

则该坐标增量构成一个簇，而且和其相连的所有

边将从三角网中被删除。

规则２：对于坐标增量（狓，狔），如果和其相连

的一条边犲的长度小于一个给定的空间距离犱，

则构成边犲的两个点属于一个簇。判定边犲的左

右三角形的三条边的长度，如果长度小于犱，则构

成边犲的左右三角形的点也属于一个簇，递归上

述过程直到该簇内任意两点的距离大于犱为止。

对于任意给定的空间几何距离犱，依据上述

两个约束规则可以对空间分布的离散坐标增量进

行簇的划分，划分的结果如图３所示。

根据上述算法把离散的坐标增量划分为簇

图３　簇划分的步骤及结果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后，需要确定簇的空间位置（狓′，狔′），从而实现簇的

空间位置与簇内其他点的映射关系。笔者定义：

（狓′－狓犻）
２
＋（狔′－狔犻）槡

２
≤犱，犻＝１，２，…，狀

∑
狀

犻＝１

（狓′－狓犻）
２
＋（狔′－狔犻）槡

２
＝ｍｉｎ　　　（２

烅

烄

烆 ）

按照上述约束条件确定的簇的空间位置具有最小

的几何误差。

１．３　压缩结果的误差评定

由于使用簇的空间位置取代簇内的其他点，

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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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压缩后的矢量地图和原始数据不可避免地存

在变形。几何形状的变形和点位的中误差是衡量

压缩结果变形的两个重要指标。笔者采用如下的

公式对压缩后的多边形的形变进行评价，如图４

所示：

图４　多边形几何变形衡定

Ｆｉｇ．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ｈａｐｅ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ｙｇｏｎｓ

犛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犛（犃∩珚犅＋珡犃∩犅）／犛（犃） （３）

　　式（３）通过两个多边形的求交来计算不同部

分的面积之和，然后与原始多边形的面积进行比

较，从而衡量压缩结果的变形大小。犛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值越

小，表明压缩的变形越小。

使用如下公式确定移动点位的中误差：

犡ｒｍｓｅ＝ ∑
狀

犻＝１

狘狓′犻－狓犻狘
２／

槡 狀

犢ｒｍｓｅ＝ ∑
狀

犻＝１

狘狔′犻－狔犻狘
２／

槡

烅

烄

烆 狀

（４）

２　实验结果分析

笔者依据本文提出的压缩算法对一幅电子地

图（几何数据量为 ２７５５ Ｋｂ，空间点数量为

８１５５３个）进行压缩。选定几组不同空间距离（１

ｍ、５ｍ，、１５ｍ、２５ｍ）分别对删除点的坐标增量

进行簇划分，评定压缩结果的变形和压缩比。具

体的实验如表１所示。实验表明，该压缩算法至

少能够取得６０％以上的压缩比，而且压缩比随给

定的空间距离的增大而提高，其原因是划分簇的

数量随空间距离的增大而降低，但也导致了压缩

结果中点位中误差的增加。

表１　 压缩结果的压缩比和点位中误差

Ｔａｂ．１　ＲＭＳＥｏｆ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ｓ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ｌＤａｔａ

数据量

犃／Ｋｂ

删除点

的个数

距离

阈值／ｍ

簇的个数

犅／Ｋｂ

拓扑关系的

数据量犆／Ｋｂ

概略图的数

据量犇／Ｋｂ

压缩结果的

数据量犈／Ｋｂ
压缩比犉

坐标中误差

犡／ｍ 犢／ｍ

２７５５ ８０１３６

１ ５８３４０（４５５．７８）

５ ４４７６６（３４９．７３）

１０ ２５１８０（１９６．７２）

２５ １８０９６（１４１．３８）

６１１．０８ ３２．８２

１０９９．６８ ６０．１％ ０．１６ ０．１６

９９３．６３ ６３．９％ １．１６ １．２７

８４０．６２ ６９．５％ ２．７ ２．８２

７８５．２８ ７１．５％ ７．５３ ７．８８

　　　注：压缩结果的数据量犈＝犅＋犆＋犇，压缩比犉＝ （犃－犈）／犃。

　　图５给出了不同几何距离下压缩结果的几何

变形度量。从图５和表１可以看出，在距离为２５

ｍ的情况下，压缩比达到７１．５％，９５％以上的多

边形的面积变形在２％以内。在距离为１ｍ情况

下，绝大多数多边形的面积变形在０．０１％以内。

该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压缩算法能够极大地保

持几何形状的相似性。从图６可以看出，本文提

出的压缩算法能够高度地保持对象间几何形状的

极大相似性，尤其是从局部的比较可以看出压缩

结果的几何形状变形较小。

图５　多边形压缩结果的几何变形测量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ｒｅａｓｏｆＰｏｌｙｇｏｎｓ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有损的高效压缩方法用于减

少矢量地图数据的存储量。该压缩方法具有较大

的灵活性，能够根据实际的需要设定不同的距离

阈值，从而取得不同压缩比的压缩结果。实验结

果表明，本文提出的压缩方法具有较高的压缩比，

较小的几何变形误差，能够取得高质量的压缩结

果。但该算法对于如何自动设定距离阈值用于簇

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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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压缩结果和原始图的全局和局部比较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Ｖｉｓｕ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Ｍａｐ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Ｍａｐ

划分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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