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５卷 第１１期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５Ｎｏ．１１

Ｎｏｖ．２０１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９１５。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０９７１２４２，５０３７６０７０）；国家８６３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０７ＡＡ１２Ｚ２０９）；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资助项

目（２００６ＢＡＢ１０Ｂ０１Ｃ）。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０）１１１３６９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基于原型模板形状匹配的建筑多边形化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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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大比例地图综合中，建筑多边形的形状化简占有很大的比重，本文用形状数来描述建筑多边形的形

状，通过形状数间的最小编辑距离在动态模板库中匹配相似的模板，用匹配成功的模板来置换原要素而实现

建筑多边形的化简。实验证明，基于形状数的建筑物形状相似性匹配结果与人的视觉感知基本一致；基于形

状匹配的建筑物化简方法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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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状是空间认知的重要特征，是图形的结构、

模式、分布态势的认知结果［１，２］。在地图综合中，

可以按形状的特点将要素分门别类，对每类选择

最佳的综合策略。在地图综合的前后必须保证两

个相似性，即同一物体要素形状的相似，及地物分

布的图形的总体结构相似［３］。地图综合是两个空

间集合间的空间要素的映射实施过程［４］，地物要

素从原集合经过复杂的图形变换产生新的地物要

素到新的集合，这其中进行了图形数据的深加工。

如何在深加工中简化图形细节，强化要素形状的

整体趋势，抓住地物要素的本质特征，保证地图的

清晰易读，无疑是地图综合必须研究的问题。本

文从空间认知的形状相似性识别的角度探讨建筑

多边形的化简过程。

１　基于形状数的建筑多边形的形状

相似性度量

１．１　建筑多边形的形状数描述

形状边界能够通过一个具有单位长度和方向

的线段序列———链码来表示，链码最早由Ｆｒｅｅ

ｍａｎ提出
［５，６］。典型的链码有４方向链码和８方

向链码，通过给每个方向一个数字编码，从目标边

界上的某个点（起始点）开始，按顺时针（逆时针）

方向遍历整个边界，就可以得到对该目标区域的

链码描述。

四方向形状数以正交的四方向来解析要素边

界，适合具有正交特点的建筑多边形的形状描述。

但这样得到的形状数随格网大小、格网起点位置

以及旋转角度而变化，不具有三个不变性。为此，

本文在描述建筑多边形的形状数时，设计了一套

专门的形状数求解方法（见图１）。其过程如下：

① 解算多边形的最小外接矩形（ＭＢＲ）
［７］，计算矩

形短边的长度（犠）；② 绕最小外接矩形的任一点

旋转建筑物，使矩形的长边保持水平。③ 给定某

一整数犖（图１中 犖＝８），以犠／犖 作为格网尺

寸，将要素栅格化。④ 追踪栅格的边界，得到四

方向链码，进而得到形状数。

图１　形状的归一化处理后得到形状数（犖＝８）

Ｆｉｇ．１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ａｐｅｄａｔａ（犖＝８）

该方法得到的形状数具备三个不变性，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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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原始形状，其描述精度随给定的 犖 值而变

化，犖 越大，形状描述的精度越高，计算代价也越

大；反之亦然。在地图综合中，要素的形状应保持

其主体特征删除不重要的细节，犖 值可用于控制

要素形状的细节描述程度。

１．２　基于形状数的形状相似性度量

在相同犖 值的条件下，将待比较的所有面状

要素描述成形状数，下一步就是度量两两间的形

状相似性距离。形状数是一个字符串，通过字符

串的相似性程度比较，即得到最小编辑距离。最

小编辑距离是从一个形状数编辑到另一个形状数

的最小操作步骤的数目，如果忽略操作的代价，每

插入、删除或替换一个字符均认为是一次编辑。

最小编辑距离通过 Ｌｅｖｅｎｓｈｔｅｉｎ算法
［８］计算得

到，其值越小，要素间的形状越接近；反之，形状差

异就越大。因而本文以它作为形状相似性距离。

２　基于原型模板匹配的建筑多边形

的化简算法

　　本文算法思想如下：构造一批建筑物多边形

的形状模板，对于待化简的某一建筑物要素，按形

状相似性原则在形状模板库中找到与之形状相似

的模板，用该模板替换原要素而实现其化简。由

于模板与建筑多边形的大小一般会不相同，实际

应用中，将模板库的各个形状进行缩放，直至它们

的最小外接矩形与待综合建筑物的最小外接矩形

一致，这样就由原型模板派生出一套新的模板库，

这套模板库被称为动态模板库。要素与模板的匹

配实际是在动态模板库中进行的。匹配成功的模

板要置换原要素，还有一个位置和方向确定的问

题，这就需要进行模板的放样。由于要素与模板

的最小外接矩形相同，放样时，可通过要素与模板

的最小外接矩形重合来实现，但这样就会出现两

个候选位置，再按照要素与模板的重叠面积大小

来探测模板最终放样的位置。放样的结束就标志

着建筑物的化简的完成。化简的具体流程如下。

１）分析待综合区域的建筑多边形的特点，并

按形状将其分类，分类原则为同类建筑多边形化

简后保持相同的形状模式。将同类的形状简化并

抽象为较简单的形状，进而构成原型模板。建筑

物原型模板库的设计极其重要，其适合与否直接

关系到化简的结果，因此针对不同的建筑物需要

设计不同的模板库，也可在几套模板库中通过实

验的方式选取最佳的模板库。

２）对于一个待综合的建筑多边形，计算其最

小外接矩形。将原型模板库中所有的模板进行缩

放，使它们的最小外接矩形与建筑多边形的最小

外接矩形相同，由原型模板派生的形状构成新的

模板库———动态模板库。图２给出了动态模板生

成的详细过程，图３表示了针对一个目标要素的

动态模板库的生成，其中黑色部分为原型库中的

模板，下部的轮廓为新生成的动态模板库。

图２　由原型模板按要素的 ＭＢＲ生成动态模板

Ｆｉｇ．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Ｃｒｅａｔ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

ｔｈｅＭＢＲｏｆａＦｅ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图３　由原型模板库按照目标的最小

外接矩形生成动态的模板库

Ｆｉｇ．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Ｃｒｅａｔ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ｔｈｅＭＢＲａｎｄ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Ｌｉｂｒａｒｙ

３）计算要素与动态模板库中所有模板的形

状相似性距离，所有建筑物多边形与其动态模板

的形状相似距离可构成一个矩形（如表１所示），

相似距离最小的模板即是要素匹配成功的模板。

４）将匹配成功的模板按最小外接矩形套合

在综合目标的两个候选位置进行试探，选取重叠

区域较大的一个候选位置作为最终模板的放样位

置（如图４所示，图中百分数为重叠区域面积占原

要素区域的比值），如果此时两者的重叠区域大于

给定的阈值，认为化简是有效的，则完成其化简；

图４　动态模板的放样

Ｆｉｇ．４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０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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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认为此化简是不可行的，则放弃其化简。

建筑物的化简意味着在基本保持其形态特征

和面积大小的同时，通过减少其轮廓线的冗余细

节，使得建筑物得到更简洁有效的表达。该方法

通过形状的相似性保证了综合前后形状的一致

性，用最小外接矩形的匹配保证了综合后的位置

精度，用重合面积的百分比控制面积的变化，因

此，该方法基本符合化简原则。

３　基于原型模板匹配的建筑多边形

的化简实验

　　针对图５给出的待综合的建筑物要素，设计

了一套包含１７个形状的原型模板（见图６），对任

一建筑物派生与之对应的动态模板库，通过形状

数计算建筑物与其动态模板库中的所有模板的形

状相似性距离，并填充表１。在表１中，每个数据

表示了左侧的建筑物与上侧对应模板的形状相似

性距离，一行的最小值对应的模板即为左侧建筑

多边形匹配成功的模板。

表１　部分建筑物与动态模板的距离（犖＝１６）

Ｔａｂ．１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ｏｍ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ｐｏｌｙｇｏｎｓ

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

目标

模板

…

６ １０ ４ １２ １６ １８ １９ １５ １６ …

１２ １４ １７ ５ １６ １４ ２１ １５ １８ …

５ １６ １２ ９ ２２ １９ ２３ １６ １６ …

１７ １６ １８ １２ ６ １５ １３ １７ １９ …

１３ １４ ９ １５ １７ １９ ２０ １８ ２１ …

１９ １３ １９ １５ １４ １３ １４ ７ １７ …

７ １５ １０ １３ １７ １９ ２０ １７ ２３ …

１９ １５ ２１ １５ １７ １９ ２３ ９ ２０ …

… … … … … … … … … … …

　　从表１知，通过形状相似性距离查询的结果与

人们的视觉感知基本一致，这充分说明通过一定分

辨率的形状数来描述形状是可行的。实验中还发

现，可能出现有的要素与多个模板的形状相似性距

离相等或接近，此时可将这些模板均列为候选的相

似模板，在放样中逐个比较，找到与要素重叠面积

图５　待综合的建筑物

Ｆｉｇ．５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ｐｏｌｙｇｏｎｓｔｏｂ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图６　针对建筑物设计的原型模板

Ｆｉｇ．６　Ｄｄｅｖｉｓｉｎｇ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

ｔｏ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Ｐｏｌｙｇｏｎｓ

最大的一个作为匹配成功的模板。图７给出的是

放样后模板与要素的重叠面积与要素面积的百

分比值。如果给定重叠的百分阈值为８５％，则有

图７　模板的放样图（黑线为化简成果）

Ｆｉｇ．７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ｐｏｌｙｇ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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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的建筑物要素能够完成综合化简，剩余的部

分可选择手工或其他的化简方法。实验数据还表

明，建筑物的综合化简效果能够基本满足大比例

尺地图综合的需要。化简能够完成的建筑物的数

量以及化简结果的合理性取决于形状识别的正确

程度以及原型模板形状的合理性和数量，因而在

实践中需要不断改进建筑多边形的形状识别方

法，设计有效的形状原型模板，控制原型模板库中

模板的数量。

４　结　语

本文从形状认知的角度，用形状数来表达建

筑物要素的几何形状，进而给出了基于形状数的

形状相似性度量方法和建筑物的化简模型。该化

简方法既保证了地图综合中的形状相似性［３］，又

控制了综合化简带来的位置和面积误差。本文只

是在形状认知上作了一点基本的尝试，在今后的

工作中还需进一步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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