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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简化过程中空间拓扑关系抽象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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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局域基本拓扑关系的抽象为基础，着重阐述了线与线之间局域拓扑关系抽象的规则，并研究了相邻

两类局域基本空间拓扑关系合并的规律，提出了在空间抽象过程中渐进式删除局域拓扑关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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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图形简化过程中，随着空间目标图形的变

化，空间目标之间的拓扑关系也会发生变化，空间

拓扑关系变得越来越简单。空间拓扑关系抽象是

将详细描述的拓扑关系根据一定的要求概括为更

粗粒度的拓扑关系，这种变化事实上就包含复杂

程度的减少［１］。有关研究可参见文献［２，３］。本

文着重研究了由图形简化引起的局域拓扑关系的

抽象规律，总结出相应的抽象规则，同时提出了渐

进式抽象全域空间拓扑关系的方法。

１　单个基本局域拓扑关系的抽象

只有当线变形到一定的程度时，空间拓扑关

系才会发生变化，线与线（或面的边界）之间的拓

扑关系受影响最大，图１说明了线与线之间局域

拓扑关系的等价抽象（箭头表示抽象方向，箭头起

始位置所在的拓扑关系是抽象前较复杂的拓扑关

系，箭头所指的拓扑关系即为抽象后的拓扑关

图１　两条线的内部之间拓扑关系的抽象

Ｆｉｇ．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Ｌｉｎｅｓ’ｉｎｎｅｒ

系）。图２说明了线与面之间局域拓扑关系的等

价抽象。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三种关系的变化：

内部重叠式相切抽象为内部点式相切（见图

２（ａ））、重叠式相交抽象为点式相交（见图２（ｂ））、

外部重叠式相切抽象为外部点式相切（见图

２（ｃ）），即将重叠成分抽象为一个“点”。当然，其

他的成分在抽象过程中则需要考虑其相邻的成

分［４］。对于面与面之间局域拓扑关系的等价抽象

也是如此。

图２　线的内部与面的边界之间拓扑关系的抽象

Ｆｉｇ．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ｉｎｅｓ’ＩｎｎｅｒａｎｄＡｒｅａｓ’Ｅｄｇｅ

２　图形简化引起的线线局域拓扑

关系抽象

２．１　线线局域拓扑关系抽象的规则

在地图综合中，线与线之间的局域空间拓扑

关系是描述拓扑关系的基础，按照空间关系的语

义可以分类为相离（犇）、相交（犐）、重叠（犗）、相接

（切）（犜）和端点在线上（犖犐），如图３所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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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叠和相交（或相接）可以组合，形成重叠式相交

（或相接），因此，线内部之间的局域拓扑关系就有

犇、犐、犗犐、犜、犗犜、犗和犖犐。有些基本拓扑关系对

于特定的地图要素则会不存在，如铁路不可能与

大车路重叠，因此，在空间抽象过程中，必须考虑

地图要素本身的特点。同时假设：① 一条线不能

自交；② 两条线之间的拓扑关系类型不能随意产

生或消失。

图３　空间拓扑关系的语义分类

Ｆｉｇ．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在空间图形简化过程中，只有当线内部之间

的交集为“非空”时，才需要考虑局域拓扑关系的

转换、合并或删除，这种局域拓扑关系也可以被称

为“交集成分”。因此，两条线内部之间的拓扑关

系可用集合来描述，其基本元素是犐、犗犐、犜、犗犜、

犗、犖犐。从一条线的端点开始，沿该线的延伸方向

对所有局域拓扑关系进行编码，如｛犐，犐，犗犐，犗犐，

犐，犜，犗犜，犗犜，犗犜｝＝｛２犐，２犗犐，犐，犜，３犗犜｝。“线

段的重叠”在地理涵义上表示两条线在局部范围

内可以进行功能上的“互相替代”，“相接（相交）”

表示两条线在某一点处可以连通。

抽象后的拓扑关系仍然可以用这种集合的方

式表达。为了有效地对拓扑关系进行抽象，必须

建立相应的集合映射关系规则。设图形简化前后

的拓扑关系集合分别为犛和犈，犛和犈 中的元素

用犛犻和犈犼表示，犻＝１，…，犿；犼＝１，…，狀，犿≥狀。

下面讨论从犛到犈 的映射规则。

１）只有相交关系的映射规则。若犿＝１，犛１

＝犐，则狀＝１，犈１＝犐；若犿＝２，犛犻＝犐，则转换犛１

和犛２，狀＝１，犈１＝犜（见图４（ａ））；若犿≥３，犛犻＝

犐，则转换犛犻和犛犻＋１，狀＜犿，犈犼＝犐（见图４（ｂ））。

２）只有相接关系的映射规则。若犛犻＝犜，

犿＞１，则犈犼＝犜，狀＜犿（见图５）。

３）只有重叠关系的映射规则。若 犿＝２，

犛犻＝犗，则犈１＝犗，或者犈１＝犈２＝犖犐（见图

６（ａ））；若犿＝１，犛１＝犗，则犈１＝犖犐（见图６（ｂ））。

很短的重叠部分可转换为一个点。若犛犻＝犗犐，则

犈犻＝犐；若犛犻＝犗犜，则犈犻＝犜。

图４　只有相交关系的映射

Ｆｉｇ．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图５　只有相接关系的映射

Ｆｉｇ．５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ｕｃｈｉｎｇ
　 　

图６　只有重叠关系的映射

Ｆｉｇ．６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ｖｅｒｌａｐ

２．２　相邻的两个局域拓扑关系合并的规则

在图形简化过程中，空间抽象的成分应该由

多变少，那么可以考虑对相邻的两个局域拓扑关

系进行合并。当两个局域拓扑关系之间的所有线

段长度小于特定值时，可将两个局域拓扑关系进

行合并。合并规则如下：若犛犻＝犜，犛犻＋１＝犜，犛∩

｛犗，犗犜，犗犐｝＝，则犳（犛犻，犛犻＋１）→犜；若犛犻＝犜，

犛犻＋１＝犜，犛∩｛犗，犗犜，犗犐｝≠，则犳（犛犻，犛犻＋１）→

犗犜（见图７（ａ））；若犛犻＝犜，犛犻＋１＝犐，犛∩｛犗，犗犜，

犗犐｝＝，则犳（犛犻，犛犻＋１）→犐（见图７（ｂ））；若犛犻＝

犜，犛犻＋１＝犐，犛∩｛犗，犗犜，犗犐｝≠，则犳（犛犻，犛犻＋１）

→犗犐（见图７（ｃ））；若犛犻＝犜，犛犻＋１∈｛犗，犗犜，犗犐｝，

则犳（犛犻，犛犻＋１）→犛犻＋１（见图７（ｄ）、７（ｅ）和７（ｆ））；若

犛犻＝ 犛犻＋１＝犐，犛∩｛犗，犗犜，犗犐｝≠，则犳（犛犻，

犛犻＋１）→犗犜（见图８（ａ））；若犛犻＝犛犻＋１＝犐，犛∩｛犗，

犗犜，犗犐｝＝，则犳（犛犻，犛犻＋１）→犜，或者犳（犛犻，

犛犻＋１）→犇（两个相交处已删除）；若犛犻＝犐，犛犻＋１＝

犗，则犳（犛犻，犛犻＋１）→犗（见图８（ｂ））；若犛犻＝犐，犛犻＋１

＝犗犜，则犳（犛犻，犛犻＋１）→犗犐（见图８（ｃ））；若犛犻＝犐，

图７　相接与其他拓扑关系的合并

Ｆｉｇ．７　 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Ｔｏｕ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

图８　相交与其他拓扑关系的合并

Ｆｉｇ．８　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

犛犻＋１＝犗犐，则犳（犛犻，犛犻＋１）→犗犜（见图８（ｄ））；若犛犻

＝犗，犛犻＋１∈｛犗，犗犜，犗犐｝，则犳（犛犻，犛犻＋１）→犗（见图

９），或者犳（犛犻，犛犻＋１）→犖犐（见图６）；若犛犻＝犛犻＋１

＝犗犜，则犳（犛犻，犛犻＋１）→犗犜（见图１０（ａ））；若犛犻＝

犗犜，犛犻＋１＝犗犐，则犳（犛犻，犛犻＋１）→犗犐（见图１０（ｂ））；

若犛犻＝犛犻＋１＝犗犐，则犳（犛犻，犛犻＋１）→犗犜／犐（见图

１１）；若犛犻＝犖犐，犛犻＋１∈｛犜，犐，犖犐｝，犛∩｛犗，犗犜，

犗犐｝≠，则犳（犛犻，犛犻＋１）→犗（见图１２（ａ）、１２（ｂ）、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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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ｃ））；若犛犻＝犖犐，犛犻＋１∈｛犜，犐，犖犐｝，犛∩｛犗，

犗犜，犗犐｝＝，则犳（犛犻，犛犻＋１）→犖犐（见图１２（ｄ）、

１２（ｅ）、１２（ｆ））；若犛犻＝犖犐，犛犻＋１∈｛犗，犗犜，犗犐｝，则

犳（犛犻，犛犻＋１）→犗（见图１２（ｇ）、１２（ｈ）、１２（ｉ））。表１

总结了以上这些规则，说明了相邻的两个局域拓

扑关系合并的规则。

表１　相邻的两个局域拓扑关系合并的规则

Ｔａｂ．１　Ｒｕｌｅｓｏｆ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Ｔｗｏ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

Ｌｏｃａｌ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组合情况 犜 犐 犗 犗犜 犗犐 犖犐

犜 犜／犗犜 犐／犗犐 犗 犗犜 犗犐 犖犐／犗

犐 犜／犗犜／犇 犗 犗犐 犗犜 犖犐／犗

犗 犗／犖犐 犗 犗 犗

犗犜 犗犜 犗犐 犗

犗犐 犗犜／犐 犗

犖犐 犖犐／犗

图９　重叠与其他拓扑关系的合并

Ｆｉｇ．９　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Ｏｖｅｒｌａｐ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

图１０　重叠式相接与其他拓扑关系的合并

Ｆｉｇ．１０　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犗犜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

图１１　重叠式相交与重叠式相交的合并

Ｆｉｇ．１１　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犗犐ａｎｄ犗犐

图１２　端点在线上与其他拓扑关系的合并

Ｆｉｇ．１２　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犖犐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

２．３　删除局域拓扑关系的方法

局域拓扑关系的删除在图形简化中是非常主

要的，但是与端点最邻近的交点尽量保持不变，依

据线的语义特征，低等级的线有优先移位权，等级

相同的线应当同时移位。

如图１３所示，按犔１和犔２上的顺序，局域拓扑

关系集合都可以表示为 ｛犐，犐，犐，犐，犐，犐，犐｝＝

｛７犐｝，但是，犔１上的顺序是从①到⑦，犔２上的顺序

是从１到７。两条相交的线在局域拓扑关系之间

会形成关联区域，它们所形成的成分关联区域是

从犃到犉，其中，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多边形，内

部包含了一条线段，犉则是由多条属于不同线上

的线段组成，也就是说，关联区域也可以是复杂的

多边形。这些关联区域多边形可以直接通过线之

间的交点和被分割的线段建立。关联区域的面积

大小或重要程度决定了与此区域相关的局域拓扑

关系是否被删除，依据规律，相邻的两个“相交”关

系必须同时被删除。图１３中的关联区域犆不是

简单多边形，不能在线简化过程中直接处理；区域

犉所涉及的交点多于２个，也不能直接处理。

图１３　两条相交的线在局域拓扑关系

之间形成关联区域

Ｆｉｇ．１３　Ｒｅｌａｔ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ｅｄＬｉｎｅｓ

狀个相交关系渐进式删除的过程如下：① 依

据两条线在空间的分布，建立关联区域（多边形）；

② 提取关联区域中的简单多边形；③ 计算简单

多边形的重要性或面积；④ 选择面积最小（或最

不重要）的简单多边形，判断该多边形是否满足约

束条件，如果满足约束条件，则将其删除；否则，终

止循环。图１４就是一种图形简化方法，该方法主

要是通过删除简单多边形边界上的顶点，并以直

线连接，与组成该多边形的两条线交点相邻的两

个顶点来实现。但是依据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

关联区域删除方法，如图１５所示；删除局域拓扑

关系的操作体现在犜 和犐的删除上。对于犜 的

删除，如图１６所示，只需在可以移位的线上删除

该顶点；⑤ 重新组织线的顶点，回到第①步。

图１４　成对的相邻两个犐的删除

Ｆｉｇ．１４　ＤｅｌｅｔｅａＣｏｕｐｌｅｄｏｆ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犐

图１５　实线不可移动

Ｆｉｇ．１５　ＮｏｎｒｅｍｏｖａｂｌｅＲｅａｌＬｉｎｅ

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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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在可以移位的线上删除该顶点

Ｆｉｇ．１６　ＤｅｌｅｔｅｔｈｅＶｅｒｔｅｘｏｎａＲｅｍｏｖａｂｌｅＬｉｎｅ

３　局域拓扑关系抽象问题

线面拓扑关系和面面拓扑关系的抽象方法

与线线拓扑关系抽象的具体方法类似。但是对

于线与面之间的拓扑关系而言，除了必须保持线

的端点与面之间的关系外，还必须考虑线与面之

间的全域拓扑关系，如进入、穿过、外切等。当一

条线连续穿过一个“条带”形的面时，相交成分的

删除必须遵循特殊的规则。这里以双线时令河和

道路为例，依据地理意义，线与面的边界不能有重

叠关系，关联区域的简化只能是局部“穿过”的成

对删除，因为此时的面可以被看成是一条有宽度

的线，面的边界为不可移动的线，如图１７所示。

图１７　面可以看成是一条有宽度的线

Ｆｉｇ．１７　ＡｒｅａＣａｎｂｅＳｅｅｎａｓａ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Ｗｉｄｔｈ

４　结　语

本文研究的图形简化过程中局域拓扑关系的

抽象规则可为地图综合中空间关系的维护提供相

关的理论基础，这些规则可以转化为地图图形简

化的约束条件，是图形简化的算法必须考虑的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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