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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现有邻近度模型的局限性，形成了形心线内距、形心线外距、边界顺向延伸长度决定面域邻近

度的认知框架，提出了纵向、横向及综合邻近度３个指标。应用面域边界线对形心线的划分及约束性Ｄｅｌａｕｎ

ｅｙ三角网对这些指标进行了建模，给出了面域数据层邻近度的数据结构及建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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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各单元之间的空间邻近度是研究面状

数据空间分布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但通过分析

目前已有成果［１７］，发现量度概念与实际情况出入

较大，原因在于传统量度空间图形邻近度以欧氏

距离为标准，但距离从根源上讲是０维点对象之

间的邻近度，对于高于０维的结构化对象，一般简

单地采用形心距，虽然也有非形心距方法，但多对

影响因素顾及不周，致使结果不尽如人意。本文

对面之间的空间邻近度进行了量化研究。

１　现状分析

１．１　边界邻接法

若两面状要素存在共边界情况，则认为邻近，

定义邻近度为１；否则，认为不邻近，邻近度为０。

按照此方法，图１中面域犃 与面域１～４邻

近度均为１，但从人的视角感受效果来看，犃 与１

～４的邻近性差别比较明显，其中，犃与４邻近度

最强，因为它们边界线顺延程度较大。这里称未

考虑边界顺向延伸长度的问题为第一类问题。按

照此方法，犅与面域５、７的邻近度均为０，但实际

图１　边界邻接法

Ｆｉｇ．１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上犅与它们的边界距离较近，具有较强的邻近

度。这里称未考虑边界距离的问题为第二类问

题。另外，边界邻接法还有未考虑形心距的第三

类问题。

１．２　形心距法

该方法以两面域形心的欧氏距离为标准来定

义邻近度，其模型为：

狀犻犼 ＝
０，犇犻犼 ＞犇

犇－犺犻犼 ，犇犻犼 ≤
烅
烄

烆 犇
（１）

式中，犇犻犼为多边形犻与犼的形心距；犇为形心距阈

值；犺为不小于１的整数，通常取１或者２。

图２（ａ）中，多边形２与１、３的形心距基本相

同，但是２与３边界邻近度较强，形心距法存在第

二类问题；２与４、３形心距及边界距基本相同，但

与３的边界顺向延伸性较强，因此，形心距法存在

第一类问题。

图２　形心距法与最近边界距法

Ｆｉｇ．２　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ｏｉｎｔｓ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Ｎｅａｒｅｓｔ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

１．３　最近边界距法

该方法以两面域最近边界距为标准来定义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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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度，其模型为：

狀犻犼 ＝
０，δ犇犻犼 ＞δ犇

δ
－犺
犇犻犼
，δ犇犻犼 ≤δ

烅
烄

烆 犇

（２）

式中，δ犇犻犼为最近边界距；δ犇为最近边界距阈值。

图２（ｂ）中，多边形犆与犇、犈的最近边界距

基本相同，但犆与犇 的边界顺向延伸程度相对较

大，最近边界距法有第一类问题；犆与犇、犉边界

距基本相同，但是犆与犇 的形心距较小，最近边

界距法产生第三类问题。

本文提出，控制面状要素邻近度有３个主要

因素：形心距、边界距及边界顺向延伸长度。

２　基本概念

２．１　形心线外距及内距

形心线是两多边形形心的连接线段。从与两

面域边界线的相交关系来看，形心线可归为两类：

① 两端点不在同一面域边界线上的只有一段，称

作外段，其两端点称作外点，长度称作外距，用

犇１．犻犼表示；② 将形心线除外段之后的部分作为一

个整体来对待，称作内段，长度称作内距，用犇２．犻犼

表示。形心距犇犻犼＝犇１．犻犼＋犇２．犻犼，如图３所示。

图３　形心线的划分

Ｆｉｇ．３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Ｌｉｎ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ｏｉｎｔｓ

２．２　边界线顺向延伸长度

两邻接面域边界顺向延伸长度为公共边界长

度，用犔犻犼表示。两分离面域边界顺向延伸长度按

约束性Ｄｅｌａｕｎｅｙ三角网来确定，原理为：分别以

形心距及外距小于某一指定阈值为控制因素，对

满足该条件的任意一对位置分离的多边形建立约

束性Ｄｅｌａｕｎｅｙ三角网，从中删除３个顶点在同一

多边形边界上的所有三角单元，以边长小于一定

阈值作控制，顺次将与两多边形边界关联的网边

中点连接起来，即得边界顺向延伸段，长度用犃犻犼

来表示，如图４所示。

３　邻近度指标

３．１　指标形式

３．１．１　纵向邻近度

该指标综合形心距及边界距两个影响因素，

图４　边界线顺向延伸段

Ｆｉｇ．４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ＬｉｎｅｏｆＴｗｏＰｏｌｙｇｏｎ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分为归一化与非归一化两种形式。

１）非归一化纵向邻近度犣犻犼：

犣犻犼 ＝

０，犻＝犼

０，犇犻犼 ＞犇，犇１．犻犼 ＞犇１，犻≠犼

１／［犇犻犼（犇１．犻犼＋１）］，

烅

烄

烆 其他

（３）

式中，犇犻犼、犇１．犻犼为形心距与外距；犇、犇１ 为形心距

阈值及外距阈值。

２）归一化纵向邻近度狕犻犼：

狕犻犼 ＝犣犻犼／∑
狀

犽＝１

犣犻犽 （４）

式中，狀为层内面状要素总个数；犣犻犼与犣犻犽为按式

（３）确定的非归一化指标；狕犻犼值为小于１的正数，

其值愈大，纵向邻近度愈大，反之，纵向邻近度

愈小。

３．１．２　横向邻近度

形心距及外距小于一定阈值时，边界线顺向

延长度愈大，横向邻近度愈强。

１）非归一化横向邻近度犎犻犼：

犎犻犼 ＝

０，犻＝犼

０，犇１．犻犼 ＞犇１，犇犻犼 ＞犇，

　　犻≠犼，犻、犼多边形不邻接

犔犻犼，犻、犼多边形邻接

犃犻犼，

烅

烄

烆 其他

（５）

式中，犔犻犼为两邻接面域公共边界长度；犃犻犼为两非

邻接面域的边界线顺向延伸长度，按约束性

Ｄｅｌａｕｎｅｙ三角网确定。

２）归一化横向邻近度犺犻犼：

犺犻犼 ＝犎犻犼／∑
狀

犽＝１

犎犻犽 （６）

式中，犎犻犼与犎犻犽为非归一化横向邻近度；狀犻犼为小

于１的正数，其值愈大，横向邻近度愈大，反之，横

向邻近度愈小。

３．１．３　综合邻近度

纵向邻近度量化两面域在形心线方向的邻近

情况，横向邻近度量化它们在邻近边界或公共边

界方向的邻近度情况，综合邻近度则将这二者融

为一体。

１）非归一化综合邻近度犛犻犼：

犛犻犼 ＝狕犻犼＋犺犻犼 （７）

３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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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归一化综合邻近度狊犻犼：

狊犻犼 ＝犛犻犼／∑
狀

犽＝１

犛犻犽 （８）

３．２　表示模型及其确定过程

３．２．１　表示模型

空间数据库中面状要素集实体个数较多，在

邻近度计算时，两两组合所形成的对偶数量会更

大。为了便于实现，需合理组织邻近度数据。邻

近度数据采用矩阵结构，称之为邻近度矩阵。

１）邻近度矩阵类型。按归一性分为归一化

与非归一化两种形式；按内涵分为纵向、横向及综

合邻近度３种形式。

２）邻近度矩阵结构的总体特点：①狀×狀的

方阵，狀为面状要素总个数；② 主对角线上的元

素全为０；③ 可用二维表格文件进行组织与管理，

该表具有双表头结构，纵横表头均为要素ＩＤ号从

小到大的排列形式。

３）非归一化矩阵特点：① 纵向及横向非归

一化矩阵为对称矩阵，综合非归一化矩阵为非对

称矩阵。② 纵向矩阵除对角线上０元素外，其余

０元素在行列号对应面域形心距及外距大于阈值

犇、犇１时出现。③ 横向矩阵除对角线上０元素

外，其余０元素在行列号对应两面域不邻接且形

心距及外距大于阈值犇、犇１时出现。④ 非归一化

综合邻近度矩阵元素值等于横向与纵向归一化邻

近度矩阵对应元素之和。

利用纵向及横向非归一化矩阵的对称结构、０

元素出现规则及综合矩阵元素与横向及纵向矩阵

元素关系的特点，可以消除矩阵建立过程中不必

要的重复计算。

４）归一化矩阵特点：① 该矩阵为对应非归

一化矩阵的行标准化结果。② 具有非对称性。

鉴于该特点，在具体实施时不定义归一化矩

阵表文件，而使用对应的非归一化矩阵表文件，在

计算结束后，实施行标准化操作。

３．２．２　确定过程

采用ＡｒｃＶｉｅｗ内置的脚本二次开发环境，对

面状要素邻近度进行了编程。程序实施过程如下

所示。

１）参数设置。包括选择面状要素数据层、定

义存放３种邻近度矩阵的表格文件路径及名称、

设置形心距、外距及约束性Ｄｅｌａｕｎｅｙ三角单元边

长阈值。

２）创建邻近度表格文件。按要素数目创建３

种邻近度表格文件，并按规定的路径及名称存储。

３）在内存中定义形心距及外距矩阵。

４）生成形心距及外距矩阵，算法中应考虑到

它们的对称结构特点。

５）生成纵向邻近度对称矩阵。① 若犻＝犼，

元素值为０；否则，执行步骤②。② 若犇犻犼＞犇，

犇１．犻犼＞犇１，矩阵犻行犼列与犼行犻列两个元素等

于０；否则，执行步骤③。③ 矩阵犻行犼列与犼行犻

列两个元素等于１／［犇犻犼（犇１．犻犼＋１）］。

６）生成横向邻近度对称矩阵：① 若犻＝犼，元

素值为０；否则，执行步骤②。② 若两多边形邻

接，犻行犼列与犼行犻列元素等于公共边长度犔犻犼；

否则，执行步骤③。③ 当犇犻犼＞犇，犇１．犻犼＞犇１，犻行

犼列与犼行犻列两个元素等于０；否则执行步骤

④。④ 按约束性Ｄｅｌａｕｎｅｙ三角网法确定边界顺

延长度犃犻犼，犻行犼列与犼行犻列元素等于犃犻犼。

７）对纵向、横向邻近度矩阵行向归一化。

８）综合邻近度的生成及归一化处理。归一

化纵向与横向邻近度矩阵进行求和，并对结果实

施行向归一化。

在图５所定义的参数阈值下，犃 与１、２、３、４

的纵向邻近度分别为０．６２０、０．１６０、０．２２０、０，横

向邻近度分别为０．３４６、０、０．６５４、０，综合邻近度

分别为０．４８３、０．０８０、０．４３７、０；犅 与５、６、７的纵

向邻近度分别为０．８７０、０．１３０、０，横向邻近度分

别为０．６３４、０．３６６、０，综合邻近度分别分别为

０．７５２、０．２４８，０。从图形位置实际关系来看，综合

邻近度对邻近度的描述比较合理。

图５　典型数据邻近度分析

Ｆｉｇ．５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Ｄａｔａ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面域邻近度由形心内距、外距、边界

线顺向延伸长度３个空间基本量构成，应用两面

域边界线对形心线的划分、两面域外部Ｄｅｌａｕｎｅｙ

三角网及邻接多边形的拓扑关系，形成了确定形

心内外距及边界线顺向延伸长度的方法。在此基

础上，提出了横向、纵向及综合邻近度量化模型，

给定表示及管理面域群邻近度的数据模型及建立

方法，对面域邻近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认知与

量化。

４０６



　第３４卷第５期 罗广祥等：面状要素空间邻近度量化模型

参　考　文　献

［１］　孙建国，艾廷华．类型地图的空间相关关系［Ｊ］．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８，３３（１）：１０１１０４

［２］　艾廷华．城市地图数据库综合的支撑数据模型与方

法研究［Ｄ］．武汉：武汉大学，２０００

［３］　艾廷华．支持地图综合的面状目标约束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

角网剖分［Ｊ］．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００，２５

（１）：３５４１

［４］　汤国安．ＡｒｃＧＩＳ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实验教程

［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５］　ＧｅｔｉｓＡ，ＯｒｄＪＫ．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ｂｙＵｓｅｏｆ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Ｊ］．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９９２，２４（３）：１８９２０６

［６］　ＡｎｓｅｌｉｎＬ．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

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００（２）：２０１２２０

［７］　ＢａｏＳ，ＡｎｓｅｌｉｎＬ．Ｌｉｎｋｉｎｇ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ｗｉｔｈ

ＧＩ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ｐａｃｅＳｔａｔＡｒｃＶｉｅｗ

ＬｉｎｋａｎｄｔｈｅＳ＋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Ｌｉｎｋ［Ｃ］．ＡＳＡ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１９９８

第一作者简介：罗广祥，副教授，博士，现从事数字化地图制图和

地理信息系统研究。

Ｅｍａｉｌ：Ｌｕｏｇｘ．２００８＠１６３．ｃｏｍ

犙狌犪狀狋犻狋犪狋犻狏犲犕狅犱犲犾狊狅犳犘狉狅狓犻犿犻狋狔犳狅狉犃狉犲犪犉犲犪狋狌狉犲狊

犔犝犗犌狌犪狀犵狓犻犪狀犵
１
　犌犗犖犌犡犻犪狅犿犻狀

１
　犎犃犖犢犻狀犵狔犻狀犵

１
　犔犝犌狌狅犾犻犪狀犵

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ａｎｇ’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６ＳｏｕｔｈＹａｎｔａＲｏａｄ，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５４，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ｒｏｘ

ｉｍ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ｓａｍｏｎｇａｒｅａ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ｆｏｒｍｅｄａ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ｔｈａｔ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

ｎ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ｏｉｎｔｓ，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ｋｅｙ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ｔｈｉｓｉｓｓｕｅ．Ｗ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ｔｕｐ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ｃｅｎｔｒａｌｌｉｎｅｂｙ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Ｆｉｎａｌｌｙｗｅｄｅｆｉｎｅｄｔｈｅｄａｔ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ｃ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ｐｒｏｘ

ｉｍｉｔｙｆｏｒａｒｅａ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ｌａｙｅｒ．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ａｒｅａ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ｎｅｔ

ｗｏｒｋ；ｌａｔｅｒａｌ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ｄｅｐｔｈ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ｗｈｏｌｅ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ＬＵＯＧｕ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ｙｓｔｅｍ．

Ｅｍａｉｌ：Ｌｕｏｇｘ．２００８＠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１６３．ｃｏｍ

《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出版

由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等专业机构研发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２００９年３

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报告定性定量相结合，构建多指标评价体系，得出分学科的６１个

期刊排行榜和分类型的４个高校学报排行榜，并按比例和排名划分权威期刊（５％）、核心

期刊（１５％）、准核心期刊（３０％）、一般期刊（３０％）和较差期刊（２０％）。报告共收录期刊６

１７０种，筛选出权威期刊６１１种、核心期刊１０１３种。测绘科学技术类期刊排行榜共收录

测绘期刊２６种，《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是惟一的权威期刊，《测绘学报》、《遥感学

报》、《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测绘科学》等４种为核心期刊。另外，在理工类高校学报

排行榜中，共收录理工类学报４９２种，筛选出权威期刊２５种，《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

版》名列第１５名，是为数不多的两榜权威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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