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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目标移位的面目标变形约束及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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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地图目标移位及面目标变形一般约束条件的基础上，利用骨架线划分面目标的空间结构层次，

并通过制定相关的参数赋值策略，应用有限元方法求解移位过程中的面目标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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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综合中的符号夸大、简化等操作通常伴

随着符号体量及空间位置的变化。从保持地图符

号的可辨析性及空间关系一致性的角度出发，需

要对部分地图目标进行移位操作。地图目标移位

的目的是避免空间关系冲突，往往基于一定的移

位规则和约束条件［１］。但在目标密集且空间竞争

激烈的区域，目标移位的空间限制条件苛刻，需要

在移位过程中变形和旋转［２５］部分目标。许多学

者研究了地图综合中的面目标变形及概括规

则［６９］。一般而言，移位过程中的目标变形是一种

动态的被压迫式的变形，需要在变形过程中顾及

目标空间结构特征的保持。

１　地图目标移位中的有限元方法

有限元法是通过将求解区域离散成有限个在

节点处相互连接的单元，利用简单函数近似地表

示单元内位移的分布规律；基于力学理论中的变

分原理或其他方法，建立节点力与节点位移之间

的力学特性关系，并通过一定的计算模型找到问

题的近似解。在采用三角单元离散平面时，假设

其中的一个单元的３个节点的编号分别为犻、犼、

犿，每个节点在犡、犢 轴上的两个节点力分量和两

个位移分量分别为犉狓、犉狔和狌、狏，则单元节点位

移和节点力之间有如下关系［１０］：

［犉犻狓，犉犻狔，犉犼狓，犉犻狔，犉犿狓，犉犿狔］
Ｔ
＝Δ［犅］

Ｔ［犇］

［犅］［狌犻，狏狋，狌犼，狏犼，狌犿，狏犿］ （１）

式中，Δ表示三角单元的面积；犅表示三角单元的

几何矩阵；犇表示单元的物理方程，其表达式为：

犇＝
犈

１－μ
２

１ 狏 ０

狏 １ ０

０ ０ （１－μ）／

熿

燀

燄

燅２

（２）

式中，犈为单元的弹性模数，控制单元在平面上的

伸展程度；μ为单元的泊松比，描述单元在垂直方

向上的变形关系。

如果［犽］犲＝Δ［犅］
Ｔ［犇］［犅］，则［犽］犲 表示单元

的刚度矩阵，表征单元节点力与节点位移之间的

转换关系。由总体刚度矩阵［１０］的形成规则可知，

总体刚度矩阵仅与组成单元的材料物理性质和结

构几何尺寸有关，即当采用一定的三角网络离散

地图平面后，弹性模数和泊松比控制着节点力与

节点位移的关系。

Ｈｊｈｏｌｔ
［７］研究了有限元法在地图中建筑物

移位的应用，该方法的最大优点是能够全局地考

虑目标的受力与移位关系，并通过组合单元刚度

矩阵为总体刚度矩阵，综合评定局部范围受力与

边界条件对整体建筑移位和变形的影响。然而，

在目标密集区域，由于紧邻目标间的移位空间有

限，如位于狭长交叉道路之间的建筑移位受到严

格限制，容易产生建筑与道路或建筑与建筑之间

的空间关系冲突，如图１中移位后在道路交叉处

的建筑物与道路及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的重叠。

同时，由于缺少对力的传播控制，往往产生大范围

的目标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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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移位后的建筑物与道路重叠

Ｆｉｇ．１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ｅｄｂｙＲｏａｄｓ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２　面目标变形及其约束

一般情况下，受移位过程中空间竞争产生的

目标空间关系冲突传播的影响，单个目标移位可

能导致一群目标移位，但受地图整体特征和均衡

以及边界条件的约束，目标的移位是一个受约束

的过程［９］。当空间竞争激烈时，通常导致无法合

理移位目标或目标重叠的情形，此时，就需要考虑

变形或删除部分次要目标以提供更大的空间满足

目标移位的条件［１１］。

对地图目标移位施加约束条件的目的是保持

地图内容的可认知性、布局的美观性和空间关系

的一致性。约束条件具有以下特点：① 根据约束

强度和目的不同，约束条件分为绝对性约束和可

选择性约束；② 约束条件可以是全局性约束也可

以是局域性约束，但总是基于一定的范围；③ 约

束条件可以来自内部（可辨析性和拓扑关系），也

可以来自外部（地图均衡和空间特征保持）；④ 可

以是独立的约束条件（为了保持目标的可辨析性，

面状符号的面积一定不能少于一定值），也可以是

依赖性的约束条件（在顾及要素关系时，两个目标

不能位于同一个位置）。从顾及地图空间及重要

目标本身结构特征的角度出发，地图目标移位时

考虑的约束条件主要反映地图目标的可辨析性、

空间结构逻辑的一致性和面目标结构特征的相似

性。因而，在地图目标移位过程中面目标的移位

和变形考虑主要以下约束条件。

１）空间位置约束。空间位置分为绝对空间

位置和相对空间位置，绝对空间位置是地图目标

的一个重要属性，而相对空间位置则表达目标或

目标群之间的空间关系。对于空间位置具有特殊

意义的地图目标（如境界线或控制点），其绝对空

间位置需要严格保持。

２）特征性约束。目标特征是地图符号的重

要组成部分。面目标边界为一条封闭的曲线，在

地图上表现出一定的形状特征。在面目标的移位

和变形中，面目标骨架的保持则主要考虑约束条

件，它是保留目标特征点的重要途径。

３）可辨析性约束。在处理地图目标的空间

关系中，不允许存在实际上或视觉上的图形符号

重叠、相交或相接触等不易辨析的情形。在面目

标的处理中，不仅要保持目标之间的距离以保持

目标之间的边界清晰，同时还要防止边界所形成

的尖角产生目标边界不清晰的情形。

３　移位中的面目标变形处理

在地图面目标变形过程中，依据约束条件及

有限元求解地图目标移位问题的基本思路，可以

制定以下策略以约束移位过程中的面目标变形：

① 提取面目标骨架线，根据骨架线对应局部确定

面目标各组成部分的重要性层次或权重；② 确定

目标移位的影响范围，确定目标移位的基本范围、

边界等约束条件；③ 三角剖分形成有限单元；④

依据约束条件设置支承条件，并赋予或调整单元

的相关参数；⑤ 计算面目标的节点位移并进行后

处理。处理过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目标移位及面目标变形约束处理过程

Ｆｉｇ．２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ｏｆＭａｐＯｂｊｅｃｔｓ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ＡｒｅａＯｂｊｅｃｔｓ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３．１　面目标骨架线及层次结构

骨架线是二维几何图形内距其两侧边界等距

离点的集合所组成的线，又称中轴线，经常用来概

括面目标为结构化的线目标。在面目标呈树状结

构时，其骨架线表现为网络结构，各骨架线在网络

结构中的重要性也具有层次特征，其中最重要的

为基本骨架线。在面目标形状简化中，一般先处

理次要骨架线所对应的局部，因为基本骨架线所

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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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局部构成面目标的骨骼，因而在最后处理。

３．２　目标移位的边界和支承条件

目标的移位需要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一

般可以通过确定移位安全区的办法界定移位的边

界［１１］。根据目标移位的边界条件，可以设置有限

元法的支承条件。因为当节点转化为支承节点

后，无论如何受力，其位移总为０，因而可以把影

响范围的边界和需要保持绝对空间位置目标的相

关节点或边界设为支承条件。

３．３　单元参数设置及其调整

一般地，在同一个单元中，弹性模数和泊松比

是固定的，而在不同的单元中，可以具有不同的参

数值。根据面目标局部重要性的层次结构，结合

单元弹性模数和泊松比在节点受力条件下与节点

位移的关系，可以制定局部对应单元的弹性模数

和泊松比的赋值策略：① 基本骨架线所对应的局

部相应单元赋予最大的弹性模数值和最小的泊松

比值；② 次要骨架线所对应的局部单元赋予较小

的弹性模数值和较大的泊松比值；③ 目标之间空

域在能够满足目标最小距离条件下，单元的弹性

模数设为最小值，而泊松比设为最大值，以最大程

度地使该区域产生变形，获得目标移位所需要的

空间；但当目标移位到距离临界点时，进一步压缩

目标的距离将产生空间关系冲突，相关单元的弹

性模数和泊松比的赋值需要调整，可以参考基本

骨架线对应局部的单元赋值策略，以保证目标之

间的最小距离条件。

３．４　后处理

考虑到三角单元几何形状相似性对求解精度

的影响，目标边界需要进行插值处理以形成相似

大小和形状的三角单元，在计算后往往表现为直

线边界变成为曲线边界，需要重新顺序连接各原

始节点以保持目标的相似形状等后处理操作。

３．５　计算分析

图３（ａ）为实例的初始数据，图３（ｂ）为剖分后

按照骨架线最长原则提取的目标骨架；图３（ｃ）为

移位节点及其载荷方向，以及节点移位过程中的

支承条件（边界条件）。节点载荷大小通过约束节

点的移位长度实现，实例中的所有移位节点的约

束移位长度为１ｍ，移位方向垂直向上；图３（ｄ）为

根据目标重要性对目标单元进行的分类，共分为

３类，其中最重要的单元为骨架的组成单元，其次

为非骨架单元，目标之间单元的重要性最小。各

类目标的弹性模数和泊松比的赋值如表１所示。

在目标移位过程中，当目标之间的距离达到阈值

条件时，相关单元的弹性模数和泊松比的值调整

为骨架单元的值。图３（ｅ）为有限元三角剖分的

结果；图３（ｆ）为节点移位的结果。每次只移位１

ｍ距离，共移位１０ｍ距离。上述计算过程在Ａｎ

ｓｙｓ８有限元分析软件中完成。

图３　目标受力移位及变形约束

Ｆｉｇ．３　ＭａｐＯｂｊｅｃｔｓ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表１　主要参数列表

Ｔａｂ．１　Ｍａｉ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节点载荷 支承节点 骨架单元 目标单元 中间单元

在犢 方向

移位１ｍ

犡及犢 方向

的移位为０

犈 μ 犈 μ 犈 μ

２０ ０．２ ２ ０．６ ０．２ ０．９

４　结　语

目标变形是地图目标移位中的一个重要问

题，在通常的操作过程中，往往采取逐步删除局部

来达到简化目标的目的。由于移位过程中的目标

变形是一种动态的被压迫式的变形，应用有限元

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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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可以整体考虑移位过程和变形过程中的约束

条件，并有效地维护目标的空间结构特征和空间

关系。与简化目标的局部操作相比，无论是在在

局部选择还是在计算过程方面都具有自动性、整

体性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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