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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街道渐进式选取的信息传输模型，该模型包含两个关键部分，代表街道网信息的信源和代表如

何选取的信道。定义了街道网几何信息与拓扑信息的新的度量方法，根据匹配思想建立了信道，并对信道的

地图综合意义进行了解释。

关键词：香农信息论；街道渐进式选取；平均互信息；信源；信道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１　街道渐进式选取的信息传输模型

渐进式地图综合的一个表现方面是空间目标

的渐进式选取［１］。在街道选取方面，渐进并不是

一个新的概念。文献［２４］采用逐条删除街道或

道路的方法来进行街道选取。在地图级别上，地

图信息的度量以及综合对地图信息量的影响是关

键问题［５１０］。

地图综合的过程可以看作是信源（源地图）固

定，通过找出一种信道（综合方法），使得传输后获

得的平均互信息最大。这里固定的意思是指按照

某种方法对地图信息量进行定义，对于本研究来

说，输入集为初始街道网中的街道集合，输出集为

删除一条街道后的街道集合。信道取决于传递概

率的定义。平均互信息可以作为相似性的表征，这

对地图综合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综合后的地

图与原图是相似的，所以既可以利用这个相似性来

判定综合的结果是否满足要求，也可以利用相似性

作为地图综合的策略（相似程度最大）。

１．１　街道网信息的度量

本文针对几何信息和拓扑信息提出关于街道

网的新的信息度量方法。对于街道网的几何信息

主要考虑的是街道的长度，对于拓扑信息主要考

虑的是街道网的相连情况。令初始街道网有 犖

条街道，第犻条街道的长度为犾犻，街道网的长度总

和为犔，第犻条街道的连通度为犱犻，街道网的连通

度总和为犇。假设被综合的街道网至少含有３条

街道。

定义１　街道网的几何信息主要考虑街道间

的长度差别，其形式化为：

犎（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犡

犻＝１

犘犻ｌｏｇ２犘犻 （１）

式中，犘犻＝
犾犻
犔
，犻＝１，２，…，犖。

定义２　街道网的拓扑信息主要考虑街道的连

通性差别，街道网中任意两条街道相交的概率为：

犘（犠）＝
犇

犖（犖－１）
（２）

没有相交的概率为：

犘（犉）＝１－
犇

犖（犖－１）
（３）

则街道网的拓扑信息形式化为：

犎（Ｔｏｐｏ）＝－犘（犠）ｌｏｇ２犘（犠）－犘（犉）ｌｏｇ２犘（犉）

（４）

１．２　信道的定义

信道的定义取决于传递概率。文献［８］提出

了一种基于模糊集理论的相似性函数来计算传递

概率。本文根据的是一种匹配的思想来定义传递

概率。

对于几何信息，假定删除的是第犻条街道，这

里的核心思想是保留的街道一一对应，被删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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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匹配到所有保留街道，由联合分布易导出传

递概率，即狆（犪犼｜犪犻）＝犾犼／（犔－犾犻）。

代入到平均互信息计算式［１１］，得出：

犐（犡；犢）＝犎（犡）＋
犾犻
犔
ｌｏｇ２

犾犻
犔
＋
犔－犾犻
犔
ｌｏｇ２

犔－犾犻
犔

对该式进行分析，其中，犎（犡）是常量。

令犳（狓）＝
狓
犔
ｌｏｇ２

狓
犔
＋
犔－狓
犔
ｌｏｇ２

犔－狓
犔
，（０＜

狓＜犔），其函数图像如图１所示。

图１　犳（狓）的函数图像

Ｆｉｇ．１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ａｇｅｏｆ犳（狓）

假设初始街道网中最长的街道对应于犡，则

根据前文的假设（被综合的街道网至少含有３条

街道），以及函数犳（狓）的对称性，狓犻＜（犔－犡），

使得犳（狓犻）＞犳（犔－犡），因为该函数在其对称轴

左半部分递减，所以狓越小，犳（狓）越大。要使得

犐（犡；犢）最大，则狓必最小，这表明每次删除的是

长度最小的街道。

对于拓扑信息，与文献［１２］的思想类似：初始

街道网中的街道相交关系一部分匹配到删除某条

街道后仍存在的街道相交关系，另一部分匹配到

消失的相交关系。初始街道网中未相交关系全部

匹配到删除某条街道后的未相交关系中。假定删

除的是第犻条街道，其对应的连通度为犱犻，则

犘（狑１）＝
犇

犖（犖－１）
，犘（犳１）＝１－

犇
犖（犖－１）

，

犘（狑２）＝
犇－２犱犻
犖（犖－１）

，犘（犳２）＝１－
犇－２犱犻
犖（犖－１）

，传递概

率分别为：狆（狑２｜狑１）＝
犇－２犱犻
犇

，狆（犳２｜狑１）＝
２犱犻
犇
，

狆（狑２｜犳１）＝０，狆（犳２｜犳１）＝１。

代入平均互信息计算式，得：

犐（犡；犢）＝犎（犡）＋
２犱犻

犖（犖－１）
·

ｌｏｇ２
２犱犻

犖（犖－１）＋２犱犻－犇
＋

犖（犖－１）－犇
犖（犖－１）

ｌｏｇ２
犖（犖－１）－犇

犖（犖－１）＋２犱犻－犇

进一步化简得：

犐（犡；犢）＝犎（犡）＋
犖（犖－１）－犇
犖（犖－１）

·

ｌｏｇ２犖（犖－１）－犇｝＋
２犱犻

犖（犖－１）
ｌｏｇ２２犱犻－

犖（犖－１）－犇＋２犱犻
犖（犖－１）

ｌｏｇ２犖（犖－１）－犇＋２犱犻｝

　　 观 察 上 式，除 去 常 数 部 分，令 犵（狓）＝

２狓
犖（犖－１）

ｌｏｇ２２狓－
犖（犖－１）－犇＋２狓
犖（犖－１）

ｌｏｇ２犖（犖

－１）－犇＋２狓｝，（狓＞０且狓∈犣），由于狓表示的

是连通度，所以只能是整数，但就犵（狓）这个函数

本身而言，显然可取任意大于０的实数，对犵（狓）

求导得：

犵′（狓）＝
２

犖（犖－１）
ｌｏｇ２

２狓
犖（犖－１）－犇＋２狓

，

因为犖（犖－１）－犇≥０，故犵′（狓）≤０，当犖（犖－

１）－犇＝０时，犵′（狓）＝０，犵（狓）＝０，每条街道连通度

相等且犘（犠）＝１，则犎（犡）＝０，删除任何一条获得

的平均互信息为０，亦即得不到任何信息，这是符

合常理的。当（犖（犖－１）－犇）＞０时，犵′（狓）＜０，根

据单调函数判定规则，犵（狓）单调递减，则有犱犻 越

小，犐（犡；犢）越大。这表明删除连通度最小的街道。

１．３　实　验

实验数据来源于文献［３］的例子，如图２所

示。实验结果如图３所示，每一步的实验数据如

表１所示，其中犎狋（犡）是拓扑信息熵，犎犵（犡）是

几何信息熵。犐（Ｔｏｐｏ）／犎狋（犡）和犐（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犎犵（犡）是一种标准化方法，为的是使两种信息变

化的范围一样。犐（Ｔｏｐｏ）／２犎狋（犡）＋犐（Ｇｅｏｍｅ

ｔｒｙ）／２犎犵（犡）是简单加权方法，权重均为０．５，为

的是将两种信息综合考虑。表中加粗黑体表示某

一步中删除的街道。

图２　实验图
［３］

Ｆｉｇ．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ｐ
　　　　　　　　　　　　

图３　街道渐进式选取示例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ｒｅｅ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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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实验数据和结果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Ｔｏｐｏ） Ｉ（Ｔｏｐｏ）／Ｈｔ（Ｘ） Ｉ（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Ｉ（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Ｈｇ（Ｘ） Ｉ（Ｔｏｐｏ）／２Ｈｔ（Ｘ）＋Ｉ（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２Ｈｇ（Ｘ）

第

一

步

（ａ）

删１ ０．２７８ ０．２８２ １．６８ ０．６５６８ ０．４６９４

删２ ０．３６７ ０．３７３ １．７５５８ ０．６８６４ ０．５２９７

删３ ０．５９１ ０．６ １．９６７２ ０．７６９ ０．６８４５

删４ ０．５９１ ０．６ ２．１８３６ ０．８５３６ ０．７２６８

删５ ０．７４３ ０．７５４ ２．２７６５ ０．８８９９ ０．８２１９

删６ ０．５９１ ０．６ ２．１１６１ ０．８２７２ ０．７１３６

删７ ０．５９１ ０．６ ２．０８０１ ０．８１３２ ０．７０６６

第

二

步

（ｂ）

删１ ０．２１３ ０．２１４ １．４９７３ ０．６２５６ ０．４１９８

删２ ０．４０９ ０．４１１ １．５７１３ ０．６５６５ ０．５３３７

删３ ０．５３８ ０．５４ １．７８３９ ０．７４５３ ０．６４２６

删４ ０．５３８ ０．５４ ２．００５５ ０．８３７９ ０．６８８９

删６ ０．５３８ ０．５４ １．９３６１ ０．８０８９ ０．６７４４

删７ ０．５３８ ０．５４ １．８９９２ ０．７９３５ ０．６６６７

第

三

步

（ｃ）

删１ ０．１７１ ０．１７６ １．２４７２ ０．５７４６ ０．３７５３

删２ ０．２８１ ０．２９ １．３１７６ ０．６０７１ ０．４４８６

删３ ０．４２ ０．４３３ １．５３０８ ０．７０５３ ０．５６９２

删６ ０．４２ ０．４３３ １．６８８ ０．７７７７ ０．６０５３

删７ ０．６１ ０．６２８ １．６４９７ ０．７６０１ ０．６９４１

第

四

步

（ｄ）

删１ ０．１０９ ０．１６８ ０．９０８１ ０．４８６ ０．３２７

删２ ０．１０９ ０．１６８ ０．９６９５ ０．５１８９ ０．３４３５

删３ ０．１９１ ０．２９４ １．１８０２ ０．６３１７ ０．４６２８

删６ ０．１９１ ０．２９４ １．３４４４ ０．７１９６ ０．５０６８

第
五
步
（ｅ）

删１ ０ ０ ０．５３６９ ０．３５２２ ０．１７６１

删２ ０ ０ ０．５８４２ ０．３８２２ ０．１９１１

删３ ０ ０ ０．７８６２ ０．５１５７ ０．２５７９

　　实验结果表明：① 在简单综合考虑两种信息

的时候，删除连通度较小、长度较短的街道，如表１

第三步删６和删７。这里要注意的是，第二步（图３

（ｂ））删除街道４后，街道７的连通度为１，而不再是

２，这是渐进的一个基本思想。在连通度相同的情

况下，删除长度最短的街道，如表１第二步删３和

删４。② 对于某些连通度相同的街道，在删除它们

后所得出的犐（Ｔｏｐｏ）相等，但是删除它们所产生的

影响不一样，如图３（ａ），街道３、４、６、７的连通度均

为２。删除３或６后，整个街道网的连通度分布变

为１条连通度为４和４条连通度为２的街道，而删

除４或７后整个街道网的连通度分布变为１条连

通度为４，１条连通度为３，２条连通度为２，１条连

通度为１的街道。究其原因，是因为没有考虑二阶

连通关系。如图３（ａ），街道３和６连通度均为２，

连接的街道均为１和２，所以它们满足二阶连通性

相同。街道４连通度也为２，但连接的街道为１和

７，所以街道４与街道３的二阶连通性不同。这种

高阶邻接关系在文献［７８］的研究中也有反映。

２　结　语

本文提出了街道渐进式选取的信息论模型。

该模型包含两个关键部分，代表街道网信息的信

源和代表如何选取的信道。定义了街道网几何信

息与拓扑信息的新的度量方法，根据匹配思想建

立了信道。

街道网的几何信息的定义具有惟一性和直观

性。由于香农信息定义本身的缺陷没有考虑收信

者的主观特性和主观意义，也撇开了信息的具体含

义、具体用途、重要程度和引起的后果等因素，这就

与实际情况不完全一致［１１］。就本文定义的拓扑信

息来说，也存在这个问题。与以前的研究一样，信

息的定义并不完备。例如，拓扑信息还应考虑整个

街道网的连通性，连通度小的街道并不一定被删

除，因为它起到了“桥梁作用”。将各种信息统一到

一个框架中以及如何更好地应用是今后的重点研

究问题，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加权问题，还

要考虑定义的各种信息间是否有重叠。将模型扩

展到语义和语用层面上仍然是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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