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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地理特征约束的曲线化简方法。该方法依据曲线形态特征，利用约束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

网模型对曲线弯曲进行了初步划分，利用弯曲探测方法识别基本弯曲和复合弯曲，利用弯曲追踪方法获取弯

曲间的层次与相邻关系，实现了曲线形态的完全结构化；获取了曲线有效空间邻域内包含的其他地理要素知

识，并依据曲线形态分解到各个弯曲中；设计了弯曲取舍的判断规则以及弯曲删除的完整实现过程。实例证

明，本算法无论在线要素的整体形态保持上，还是在地理特征的一致性保持上都非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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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很多曲线化

简算法［１５］，如 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ｕｃｋｅｒ算法、垂距法、

ＢＬＧ（ｂｉｎａｒｙｌｉｎ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ｅ）、ＬｉＯｐｅｎ

ｓｈａｗ算法等，这些算法都是从曲线要素的几何特

征出发，通过删除曲线上的某些坐标点而同时保

留特征点来进行化简的，在保持曲线的形态特征

上不是很理想。一些学者［６８］提出了基于结构分

析的曲线化简方法，但这些方法对曲线的结构分

析与表达还是初步的。曲线化简应充分考虑曲线

的认知特点，顾及曲线要素的地理特征，从空间认

知意义上分析曲线要素蕴涵的空间知识，是一种

结构化的综合行为［９］。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地理

特征约束的曲线化简方法。

１　曲线地理特征知识的获取

１．１　曲线形态的结构分析

曲线形态基本结构单元划分的方法很多，相

对其他曲线结构单元，按弯曲单元进行曲线划分

是一种符合视觉认知规律的方法［１０］。事实上，曲

线蕴涵的地理特征上的结构化信息主要也是通过

弯曲特征表现的［１０］。

对曲线要素而言，曲线由若干连续的复合弯

曲构成，复合弯曲又由连续的基本弯曲构成，而基

本弯曲最终由连续的顶点构成。曲线与弯曲以及

弯曲内部之间存在层次性。曲线弯曲间的层次性

是通过弯曲间的嵌套关系表现的，这在地图综合

前的结构化分析中具有重要意义。

曲线由连续的顶点构成，同样构成曲线形态

的弯曲也具有连续性。从曲线的一个方向看，凹

弯曲和凸弯曲交替出现，曲线弯曲的连续性具有

层次性特点，即需要从同一层次结构上分析弯曲

的连续性。构成曲线的复合弯曲与曲线之间存在

两种基本情况：复合弯曲在曲线的右侧、复合弯曲

在曲线的左侧。类似地，基本弯曲与所在的复合

弯曲之间也存在两种情况：基本弯曲在复合弯曲

的内侧，称为凸子弯曲；基本弯曲在复合弯曲的外

侧，称为凹子弯曲。弯曲的连续性使得相邻弯曲

之间存在一段重叠区域，该区域内的小弯曲是相

邻弯曲共有的，具体表现为重叠区域内的小弯曲

在一侧的父弯曲中是凸子弯曲，在另一侧的父弯

曲中是凹子弯曲。

对称性是曲线弯曲的另一个重要特性，Ｖ形、

Ｕ形、半圆形、开三角形等弯曲结构都具有明显

的对称性特点。在曲线化简中，弯曲形态特征的

对称性特征是首先要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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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曲线弯曲的探测

曲线弯曲的划分目前基本分为两类方法。一

类是基于曲线的拐点［１０］，拐点处弯曲的方向会发

生改变，沿一个方向由顺时针变为逆时针或由逆

时针变为顺时针，由两个拐点之间的曲线部分构

成一个弯曲。这类方法得到的弯曲只注重了连续

性原则，而忽略了弯曲特征在整体结构上的对称

性特征和层次性［１１］。另一类是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

角网模型［１２］，建立曲线顶点之间的空间联系，用

于分析曲线的形态特征具有很多优势。相对于第

一类方法，弯曲的划分更加符合视觉感受，但作为

一种纯几何的方法，用于探测和表达曲线弯曲的

结构特征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提出了一种

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模型的弯曲探测改进方法。

２　基于地理特征约束的曲线化简

２．１　弯曲取舍规则的确定

为了便于曲线化简有关指标的模型化和数量

化，弯 曲 的 形 态 特 征 可 用 一 些 参 量 进 行 描

述［１３，１４］，主要有弯曲的面积、基线长度、最大垂

距、弧段长度、弯曲紧凑指数、弯曲曲率、对称度、

弯曲骨架线的长度等，这些参数对曲线形态描述

的作用是明显的，以上参量常常被用作决定弯曲

取舍的重要依据。但是，弯曲的复杂程度远远不

是上述参量单独决定的，如图１所示，它们的形态

特征具有明显差异，但是它们的弯曲曲率却是相

同的；相同面积的弯曲，其形态视觉差异很大，与

圆形弯曲相比，扁平与狭长的弯曲视觉感受更加

突出，更容易被保留。因此，上述参数相对过于粗

糙，可操作性不强。本文提出如下用于弯曲取舍

的判断规则。

图１　曲率相同的两个弯曲

Ｆｉｇ．１　ＴｗｏＣｕｒｖ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规则１　基于人的视觉原理，将人眼在图上

分 辨 最 小 目 标 的 直 径 称 为 最 小 可 视 目 标

（ＳＶＯ）
［３］，其目标比例尺实地距离由公式犉犮＝犛狋

×犇×（１－犛狊／犛狋）确定，其中，犛狊为源图比例尺分

母；犛狋为目标图比例尺分母；犇 为目标比例尺上

ＳＶＯ的直径。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ＳＶＯ的弯曲

取舍阈值的确定方法（见图２），即以弯曲基线的

中心为圆心、以犉犮为半径画圆，如果该圆完全包

含弯曲或者弯曲骨架线的长度小于犉犮，那么弯曲

可以舍去，反之则保留。

图２　 基于ＳＶＯ的弯曲取舍阈值确定

Ｆｉｇ．２　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Ａｃｑｕｉｒｉｎｇｔｈ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ｏｆ

Ｃｕｒｖ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ＶＯ

规则２　保证弯曲取舍前后地理特征的一致

性。在对弯曲进行删除操作时，要分析弯曲所包

含的地理特征知识，主要指弯曲的属性、弯曲内包

含的特征点或其他线目标的情况，据此判断弯曲

删除后是否违反了地理特征的一致性。

规则３　在进行弯曲取舍判断时，应考虑相

邻兄弟弯曲的取舍情况，保证弯曲删除后的位置

误差最小。

２．２　弯曲的概括处理

曲线化简过程中，弯曲的概括处理主要包括

删除和夸大两项操作，删除操作突出曲线整体形

态的保持，而夸大一些细小但又很重要的弯曲。

弯曲的删除操作依据一定的规则，如果符合

删除条件，直接以弯曲基线代替该弯曲。判断弯

曲是否可以删除的具体步骤是：① 首先判断弯曲

是否满足规则 １，如果满足，则执行步骤 ②。

② 以规则２对弯曲进行地理特征一致性的判断，

如果弯曲删除前后地理特征一致性不能得到保

持，则该弯曲不能删除；反之则可以删除，继续执

行步骤③。③ 分析相邻兄弟弯曲的取舍情况，弯

曲的取舍以规则３为判断依据。这里有两种情

况：弯曲为独立复合弯曲的子弯曲（见图３）；弯曲

位于两个复合弯曲的重叠区域（见图４）。在图３

中，对于类型Ⅰ，正常情况下直接删除弯曲犅，除

非弯曲犅两侧的兄弟弯曲都满足规则１、２，同时

删除它们造成的总位置误差比删除弯曲犅 造成

的位置误差还小，这时以删除弯曲犃、犆代替删除

弯曲犅。对于类型Ⅱ，这里称为双峰型弯曲，直接

删除弯曲犅的实际效果相当于将弯曲犃、犆进行

了合并。类型Ⅲ实际上是类型Ⅱ的演变，弯曲犃

作为复合弯曲的主子弯曲，如果复合弯曲保留，那

么弯曲犃也应该保留，判断删除弯曲犅时应比较

弯曲犆，将造成位置误差小的弯曲删除。对于图

２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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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中所示的弯曲，这类弯曲同属两个复合弯曲的

子弯曲，进行弯曲删除判断时，要同时判断弯曲所

在的两个相邻复合弯曲中的位置，比较相邻弯曲，

在满足规则１、２的前提下，参考第一种情况的处

理方法，以删除的弯曲造成的位置误差最小为最

优原则。

图３　非重叠区域内子弯曲形态类型

Ｆｉｇ．３　Ｍｏｒｐｈ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ｙｐｅｏｆＳｕｂｂｅｎｄｓ
　　　　　

图４　重叠区域内的子弯曲

Ｆｉｇ．４　Ｓｕｂｂｅｎｄｓｉｎｔｈｅ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

２．３　曲线化简的实现过程

以弯曲作为划分曲线形态的结构单元进行空

间特征的提取，建立曲线弯曲间的空间结构关系，

并以此为基础结合曲线的语义特征等进行地理特

征知识的获取，至此，曲线的每一个子弯曲都是包

含地理特征知识的个体，曲线化简变为依据一定

的规则对曲线的各级弯曲进行概括处理的过程。

具体步骤如下：① 沿一个方向依次取曲线的一级

子弯曲，判断是否满足删除条件，如果满足，直接

将该弯曲的基线代替该弯曲；处理完所有曲线的

一级子弯曲后，执行步骤②。② 沿同一个方向，

依次取步骤①中保留的一级弯曲，按顺时针方向

逐级依次取其子弯曲，判断子弯曲是否删除。如

果满足删除条件，直接将该弯曲的基线代替该弯

曲。处理完所有子弯曲后，继续对保留弯曲的子

弯曲按照上述方法进行删除判断，以此迭代循环

处理，直到处理完所有曲线的所有弯曲为止。

本算法是一个循环处理的过程，由于弯曲的

取舍对相邻的弯曲会产生影响，因此，当对曲线的

弯曲处理完一遍之后，需要重新对曲线进行形态

的结构划分，建立曲线弯曲的空间结构化关系，并

以此为基础获取每一个弯曲的地理特征知识，然

后依据上述步骤重新进行弯曲删除的判断，直到

所有弯曲都满足要求，最后对所有保留的小弯曲

进行夸大处理，使其满足图形表达的要求。

３　实验分析

本文分别采用图５和图６两个例子来进行实

验，分别验证本方法在保持曲线整体形态和地理

特征的优越性和科学性。图５（ａ）是一条包含各

类若干复杂弯曲的线要素，弯曲之间相互嵌套关

联。采用本文方法进行实验，化简结果如图５（ｂ）

所示。可以看出，线要素的整体形态特征保持良

好，同时大量细小的弯曲被删除，大弯曲被突出。

图５　本方法对线要素化简形态保持示例

Ｆｉｇ．５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ｉ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ｏｎ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ｔｈｅＳｈａｐｅｏｆＬｉｎｅ

本方法已应用于自主研发的地图自动编图系

统中，对一幅１∶２５万地形图中带有典型特征的

道路网数据（图６为整个道路网数据的某一区域

的截图）进行了化简，所有道路线要素共由７０５４８

点组成。道路网数据由省道、县乡级公路以及乡

村路构成。另外，道路周边有一些点状乡镇居民

地（圈状目标）。道路网化简分别采用本文方法和

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ｕｃｋｅｒ算法进行对比实验，本文方法的

化简参数为犇（ＳＶＯ的直径），根据目标比例尺大

小公式可以计算得到化简阈值犉犮；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ｕ

ｃｋｅｒ算法参数为［犎，犠］，分别为垂距距离和水平

距离，道路化简的目标比例尺为１∶５０万。

表１是两种算法在不同参数下的化简结果。

从表１可以看出，参数犇越大，化简程度越高；反

之，化简程度则越小。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需

要，并根据目标比例尺的编图规范来设置参数。

图６（ｄ）是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ｕｃｋｅｒ算法的化简效果

图，化简结果中出现了拓扑关系不一致以及自相

交的情况（图中圆圈标注处）。另外，道路的形态

特征保持得不太理想。本文方法在化简过程中，

乡镇居民地以及道路交叉口作为具有特殊自然属

性的特征点存在。在化简参数犇为０．８ｍｍ时，

３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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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种化简方法在不同参数下的化简结果

Ｔａｂ．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Ｌｅａｄ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ｍｐｌｉｆｙ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

本文方法 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ｕｃｋｅｒ算法

０．５ｍｍ ０．８ｍｍ ［４５０ｍ，２０００ｍ］ ［５５０ｍ，２０００ｍ］

原始线目标总点数／个 ７０５４８ ７０５４８ ７０５４８ ７０５４８

化简后线目标总点数／个 １４２７９ １０３７１ ２５３５３ ２０６１５

化简率达８５．３％（图６（ｂ）为该区域化简效果图）。

从图６（ｂ）可以看出，道路网中大量小弯曲被删

除，道路网的整体形态特征保持良好，同时，道路

与道路交叉口、点状居民地的拓扑关系也保持得

很好（见图６（ｃ））。

图６　实验结果

Ｆｉｇ．６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在对每一条道路进行化简过程中，本文方法

直接将道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化简处理，将道路

交叉口作为一个点状目标与道路进行空间关系分

析，这里的道路交叉口作为特征点，所在的道路弯

曲在化简过程中必须保留，从而实现了道路交叉

口空间位置以及与道路的拓扑关系保持不变。这

种处理方法的好处是由于保证了待化简道路形态

的完整性，道路化简结果的整体形态特征会保持

得更好。

４　结　语

曲线化简算法是制图综合最重要的算法之

一。曲线化简不仅仅是图形的概况，化简结果既

要保持曲线弯曲形状或轮廓图形的基本特征，又

要保持化简前后基本地理特征的一致性。通过对

曲线形态特征以及曲线包含的其他地理特征知识

的获取，本文实现了一种基于地理特征约束的曲

线化简方法，实例证明了本方法对曲线化简的科

学性和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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