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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学形态学的扫描地图点状符号识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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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数学形态学的扫描地图符号双向模板匹配识别方法。试验结果表明，与常规模板匹

配法相比，该方法不仅能良好地去除扫描地图上噪声的影响，而且能有效、可靠地识别扫描地图符号，平均正

确识别率达９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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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点状符号识别的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初，德国汉诺威大学地图制图研究所最早进行了

１∶５０００地籍图上独立符号、注记等的自动获取研

究，他们所开发的ＣＡＲＯＬ系统可进行大比例尺地

形图的点状符号和文字串识别。在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末期美国研制的ＮＳＸＰＲＥＳ系统可实现简单图

形、字符的识别［１］。Ｙａｍａｄａ等根据数学形态学提

出了ＭＡＰ（ｍｕｌｔ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ｓｍ）算法并应用

于地形图的分析和符号识别［２］。从发展历程来看，

地图要素的自动识别经历了从单要素自动识别到

全要素识别阶段。从实现方法上大致采用统计结

构法、数学形态学法、神经网络法和线划跟踪技术

等。国内林宗坚等研制了基于计算机视觉的专题

图读取系统ＣＶ２，采用单要素神经网络识别点状

符号［３］；邹荣金提出了基于特征段的点状符号识

别法［４］；骆剑承等根据彩色地图的特点提出了通

过符号色彩、形状与大小、空间位置等视觉特征进

行彩色扫描地图点状符号的识别［５］；黄文骞对各

种地图符号的基本特征和构图规律进行了详细的

研究［１］；郝向阳利用形态学法实现了小比例尺地

形图上几种点状符号的识别［６］。

１　扫描地图预处理

对扫描的地图除了进行几何校正、色彩转换

和编辑处理外，为了便于地图符号识别，还需进行

以下处理。

１）背景对消。数学形态学中的开运算常用

来去除图像中小于结构元尺寸的较亮的细节信

息，同时保持原来的灰度特征和较大的亮区域特

征不变。闭运算常用来去除图像中小于结构元素

尺寸的较暗细节信息，同时保持原来的亮度特征

和较大的暗区域特征不变。ｔｏｐｈａｔ变换就是基

于开运算和闭运算这种性质。

基于开运算的ｔｏｐｈａｔ变换称作白ｔｏｐｈａｔ

变换 ＷＴＨ（犳，犫），变换表达式如下：

ＷＴＨ（犳，犫）＝犳－（犳·犫） （１）

　　基于闭运算的ｔｏｐｈａｔ变换称作黑ｔｏｐｈａｔ

变换ＢＴＨ（犳，犫），变换表达式如下：

ＢＴＨ（犳，犫）＝ （犳·犫）－犳 （２）

式中，犳为灰度图像；犫为结构元素。

因为开、闭运算是一种非扩展运算，故处理结

果都是非负的。

根据开运算和闭运算的对偶性，则有：

ＢＴＨ（－犳，犫）＝ ＷＴＨ（犳，犫） （３）

灰度图像犳的犳（黑）ｔｏｐｈａｔ变换可用反色图像

（－犳）进行黑（白）ｔｏｐｈａｔ变换得到。

２）对比度增强。图像的对比度取决于亮目

标与较暗背景的对比度或暗目标与较亮背景的对

比度。图像对比度增强可基于白、黑ｔｏｐｈａ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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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实现：

ＴＨＥ（犳）＝犳＋ＷＴＨ（犳，犫）－ＢＴＨ（犳，犫）

（４）

式中，ＴＨＥ（犳）为增强的结果。

基于ｔｏｐｈａｔ变换的对比度增强方法，是通

过改变目标像素聚集的灰度值来实现的。

３）二值化。在经过去背景、对比度增强等操

作后，还需要对获取的结果二值化，得到线划表示

的二值图像。基于期望方差二值化的特点是能分

离出所有的线划目标，但线划较粗。这里采用了

改进的期望方差二值化方法［７］。

４）小面元滤除。首先采用全向跟踪方法检

测面元中的全部像素并统计面元中像素的个数，

然后加以去除。

２　双向匹配的识别方法

设狆１ 是欲识别符号对应的模板，狆２ 是预处

理扫描图上模板对应的待识别区域，传统的模板

匹配是比较狆１ 和狆２ 是否相同来进行识别的。这

种方法对于具有相同线划特性的待识别图像和模

板是有效的，即要求两幅图像线划粗细相同、没有

断裂，且不与其他的目标粘连。若待识别图像线

化粗细不均、存在断裂或与其他目标粘连时，传统

的模板匹配识别法效果就很不理想。

基于数学形态学的双向匹配识别法的基本思

想是：首先利用形态学方法对预处理扫描图像的

待识别区域进行膨胀处理，与模板有条件膨胀处

理的结果进行第一次匹配，得到第一次匹配差异

集；同理将模板图像作膨胀处理与待识别区域有

条件膨胀处理的结果进行第二次匹配，得到第二

次匹配差异集；然后根据两次差异集的并集是否

在给定范围来识别符号，从而实现对扫描地图符

号的识别。基于数学形态学的双向匹配识别方法

具体如下 。

１）分别计算出狆１、狆２ 经结构元犫膨胀的结

果狆′１、狆′２：

狆′１＝狆１ #犫 （５）

狆′２＝狆２ #犫 （６）

式中，犫是结构元素；#是膨胀运算符。

２）对狆２ 用结构元犫作条件为狆′１的膨胀，并

按式（７）进行第一次匹配，计算模板对应的待识别

图像区域与模板之间的差异集狌１：

狌１ ＝狆２ ∪ （狆２ #犫∩狆′）－狆′１ （７）

其中，狆２∪（狆２ #犫∩狆′１）是条件膨胀运算
［８］。

３）对狆１ 用结构元犫作条件为狆′２的膨胀，并

按式（８）进行第二次匹配，计算模板对应的待识别

图像区域与模板之间的差异集狌２：

狌２ ＝狆１ ∪ （狆１ #犫∩狆′２）－狆′２ （８）

其中，狆１∪（狆１ #犫∩狆′２）是条件膨胀运算。

４）求狌１ 与狌２ 的并集，将并集中有差异像素

的个数与阈值犽进行比较，判断模板对应的待识

别图像区域与模板是否相匹配。

狌１ 和狌２ 分别是正反方向匹配检测有差异像

素的集合，简称差异集，犽是判断是否相匹配的阈

值。当差异集狌１∪狌２ 中像素的个数小于犽，则判

定模板对应的区域是匹配的、一致的；反之，则判

定它们是不匹配的、有差异的。

因为检测出来的差异集中差异像素的多少与

模板大小有关，所以选取的模板稍大于符号所占

的矩形区域，即多出１～２像素。另外，确定犽的

取值很重要，通常模板大则犽取值较大，模板小则

犽取值较小。阈值犽经过试验确定比较合适。

５）若当前位置待识别图像区域与模板匹配，

则对差异集进行膨胀处理，在此基础上采用搜索

面元的方法进行符号定位。

６）识别扫描图像的各种符号，并统计符号识

别的正确率。

３　试验与分析

　　为了验证方法的有效性，采用 ＶＣ
＋＋编程实

现了提出的识别方法。试验的数据源是比例尺为

１∶１万的土地利用图扫描图像，用Ｅｒｄａｓ软件进

行几何校正，然后按照前述方法进行了预处理。

在预处理后的图像上选取了独立地物符号作

为模板，本文选取了菜地、工矿、果园、旱地、水田

和有林地６种符号进行识别试验。由于这６种符

号的大小不同，因此，模板的大小也是不同的。按

照本文给出的方法和常规的模板匹配法进行了识

别试验。图１分别是双向模板匹配对菜地符号、

工矿符号识别结果的部分示意图，图中带方框标

记的符号表示双向模板匹配法识别出的符号。

图１　符号识别

Ｆｉｇ．１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Ｓｙｍｂｏｌｓ

４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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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１可以看出，双向匹配识别方法对无论

是不存在还是存在粘连、交叉等的符号，都能被识

别。而常规模板匹配方法只能对不存在粘连、交

叉的符号能较好地识别。

表１给出了采用常规模板匹配法和双向匹配

法识别的统计结果。对比表１可以看到，常规模

板匹配方法正确识别率达不到９０％，而且错误识

别和漏识别率较高，尤其当点状符号出现粗细不

均、断裂和与其他符号相交有粘连的时候，识别正

确率非常低，只有６０％左右。而采用本文提出的

方法具有很高的正确识别率，在９０％以上，可见

该方法性能是非常有效的、可靠的。

表１　常规模板与双向匹配法识别６种点状符号正确率

Ｔａｂ．１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ＳｉｘＳｙｍｂｏｌ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ｂｙＰａｔｔｅｒｎ

Ｍａｔｃｈ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识别结果
Ｍ４Ｔ

犃 犜犅 犜犆 犜犱 犜犲 犜犳

常规

匹配

法

正确识别数 ２５２ ５１ ３６ １９２ １７２ ７１

错误识别数 ０ ２５ ７ ５８ ６７ １８

漏识别数 ３７ １０ ３ ５９ ４１ ７

正确率／％ ８７．２ ５９．３ ７８．３ ６２．１ ６１．４ ７４

双向

匹配

法

正确识别数 ２８９ ８４ ４６ ２７９ ２６３ ９５

错误识别数 ０ ０ ０ ２１ １５ １

漏识别数 ０ ２ ０ ９ ２ ０

正确率／％ １００ ９７．７ １００ ９０．３ ９３．９ 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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