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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地图中重要的面要素的自动匹配问题进行了研究。由于在实际情况中，多尺度同名面要素在位

置上可能偏差较大，又存在非一对一的匹配关系，现有的方法均难以进行有效匹配。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提

取面要素的全局形状特征，并给出了一种快速获取候选匹配面要素组合的方法，然后利用几何矩获取面要素

组合的质心，在将待匹配面要素与组合面要素的质心相互重合后，通过计算重叠相似度来判定多尺度面要素

之间的匹配关系。实验表明，本文方法即使在同名面要素存在较大位置偏差，甚至非均匀位置偏差时，仍可有

效地处理面要素的一对一和一对多两种匹配关系，从而拓展了面要素匹配方法的适用范围，降低了对外界条

件的要求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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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于对空间数据的集成、复用和共享的强烈

需求，近年来，人们开始对地图合并这一领域展开

研究［１３］。由于面要素在矢量地图中通常占有相

当大的比重，因此面要素的自动匹配问题一直都

是地图合并领域的一个研究重点，其方法可以归

纳为４类：① 将面要素的匹配转换为点的匹

配［４，５］，通过对比面要素对应顶点或者质心之间

的距离、点与点以及点与面的拓扑结构来确定面

要素的匹配关系。② 将面要素看作线要素，通过

计算面要素的边界在距离上的邻近程度来完成匹

配，常采用的距离测度有Ｆｒéｃｈｅｔ距离、Ｈａｕｓｄｏｒ

ｆｆ距离和Ｌ２距离等
［６，７］。这两类方法由于都是

将二维的面要素进行降维处理，因此它们只是利

用了面要素的部分信息进行匹配，故其匹配效果

以及处理复杂情况的能力都会受到影响。③ 通

过计算面要素在形状上的相似程度［７］来判定面要

素的匹配关系。这类方法虽然计算快捷，但仅能

处理一对一的匹配。④ 通过计算面要素之间的

重叠相似度［８１１］来确定面要素的匹配关系。这类

方法是目前面要素匹配的主要方法，它不仅能处

理面要素一对一的匹配，还能处理更为复杂的一

对多和多对多的匹配，但该类方法有一个重要的

前提，即待匹配的两组面要素已经消除了坐标系

统的偏差，且在位置上极为接近。然而在实践中，

待匹配的面要素之间可能存在着非均匀的位置偏

差，即使通过整体性的坐标系统纠正，也难以使这

两组面要素能够精确配准，在这种情况下，这类方

法也难以奏效。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基于几何矩和多边形叠

置求交，提出了一种可对多尺度情况下面要素的

一对多关系（亦包括一对一关系）进行自动匹配的

方法。

１　快速确定候选匹配面要素组合的

方法

　　对于待匹配面要素类中的某个面要素犚，根

据先验知识，如精度、比例尺等计算出犚 与参考

面要素类中的同名要素之间的最大距离偏差为

ε，在参考面要素类中寻找距离犚在ε之内的所有

面要素，设共找到犿个这样的面要素犜犻（犻＝１，２，

…，犿），并记为集合犜，此时，犚与犜 中的某个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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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个面要素的组合可能存在一对一或者一对多

的关系。对于犚而言，犜中任意数目的面要素进

行组合后均与其存在着潜在的对应关系，当犜中

所含面要素的数目较少时，可直接按照穷举法列

出其所有候选匹配面要素的组合，其组合数目共

有犆１犿＋犆
２
犿＋…＋犆

犿
犿 个。显然，当犜中所含面要

素的数目较多时，这种方法势必不可行。因此，欲

进行面要素的自动匹配，必须首先找到一种能够

快速且准确地确定候选匹配面要素组合的方法。

考察图１所示的情况，已知图中形状类似于

犜型的犚 为待匹配面要素，犜１ 至犜６ 为根据最大

距离偏差ε计算出的与犚 存在潜在匹配关系的面

要素。在匹配前，特意令它们存在明显的偏移，肉

眼观察可以发现，当将犜１ 至犜３ 组合在一起时，

其形状与犚颇为相似，它们互为匹配面要素的可

能性最大。对犜１ 至犜６ 这６个面要素，应该按照

何种规则将它们进行组合，且在组合数目尽可能

少的情况下，又确保一定包含犜１ 至犜３ 这个正确

组合。注意到，如果面要素之间互为同名面要素，

那么无论它们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的对应关系，

既然它们的形状颇为相似，其包络矩形也必然很

相似，由此可通过以下步骤较快地确定候选匹配

面要素组合。

图１　确定候选匹配面要素组合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Ａｒｅａ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Ｇｒｏｕｐ

１）分别提取待匹配面要素犚以及参考面要

素犜犻（犻＝１，２，…，犿）的包络矩形，并求出它们与

各自包络矩形的交点，这些落在包络矩形边界上

的交点就构成了面要素的边界点集合，如犚的包

络矩形见图１中虚线矩形所示，其边界点集合为

｛狉１，狉２，狉３，狉４，狉５，狉６｝。从边界点集合中选出标志

性边界点，具体方法为：当有多个点同时在最左边

界上，则保留这些点中最靠下的一个（如狉１）；当

有多个点同时在最上边界上，则保留这些点中最

靠左的一个（如狉２）；当有多个点同时在最右边界

上，则保留这些点中最靠上的一个（如狉４）；当有

多个点同时在最下边界上，则保留这些点中最靠

右的一个（如狉６），即图１中面要素犚的４个标志

性边界点分别为狉１、狉２、狉４ 和狉６。

２）依次选出参考面要素类的每一个面要素

犜犻，若犚的各个标志性边界点与犜犻 相对应的标

志性边界点，其距离小于同名点最大距离误差ε，

则平移犚，使得它与犜犻相对应的标志性边界点相

互重合。如图１中，犚的右上标志性边界点为狉４，

而犜６ 与其相对应的也应为右上标志性边界点，

即点狆。这样，对于参考要素类中的犿 个面要素

而言，犚至多平移４犿次。

３）对于犚的每一次平移，当将其移动到新位

置时，依次判断参考面要素类中面要素犜犻的内点

（即位于犜犻内部的一点，某些情况下质心就可作

为内点）与犚的位置关系，参考面要素类中凡内

点落在犚之内的各个面要素可形成一个组合，该

组合即是犚的一个候选匹配面要素组合。如图１

中将犚的右上标志性边界点与犜６ 相对应的右上

边界点重合时，可以看到，当将犚 移动到新位置

后（见图１右图中的虚线面要素），犜３ 和犜６ 的质

心均将落在犚内部，故这两个面要素就是犚的一

组候选匹配面要素组合。由于犚至多须平移４犿

次，故候选匹配面要素组合的数目至多可达４犿

个。

通过以上步骤，可极大地减少候选匹配面要

素的组合数目，对于图１，如果按照穷举法列举，

其候选匹配面要素的组合数目共计６３个，而按照

本文方法，则其候选匹配面要素组合的数目只有

６个，它们分别是犜４、犜１犜４、犜３犜５、犜１犜２犜３、犜３犜６

和犜５犜６。

２　多尺度面要素的一对多自动匹配

在从参考面要素类获取了待匹配面要素的候

选匹配面要素集合后，需要从中确定最为合适的

匹配面要素。本文仍是通过比较面要素的形状相

似度的方法来进行面要素的匹配，由于需要考虑

所谓一对多匹配的情况，而这里的“多”通常都是

一些在位置上相互分离的面要素，这就使得那些

通过轮廓信息进行形状匹配的算法难以适用，如

常见的傅立叶描述子［１２］和形调函数［１３］等方法，为

此，在获取面要素组合后，本文基于几何矩提取面

要素组合的质心，将待匹配面要素与其匹配面要

素组合的质心相互重合后，通过计算重叠面积来

确定一对多匹配情况下面要素之间的形状相似

度，进而实现面要素的自动匹配。

２．１　基于几何矩提取面要素组合的质心

关于组合面要素质心的计算方法，文献［４］是

将矢量面要素转化为栅格数据，然后借由数学形

２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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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学方法计算质心，文献［１４］则将面要素内部区

域进行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剖分，进而再求取质心，

这两种方法的时间效率都不够快。本文基于几何

矩来获取面要素组合的质心。

设任意一个多边形记为Γ，它对应一个二元

有界密度函数犳（狓，狔），对于本文而言，犳（狓，狔）值

为１，多边形所包围的区域为Ω，则其（犼＋犽）阶几

何矩为［１５］：

犕犼犽 ＝
Ω

狓犼狔
犽
犳（狓，狔）ｄ狓ｄ狔，犼，犽＝０，１，２，… （１）

集合｛犕犼犽｝对于函数犳（狓，狔）是唯一的，它可以完

全确定函数犳（狓，狔）本身，也即任意一个多边形唯

一对应一个几何矩的集合。低阶几何矩都具有明

确的物理意义，像零阶矩就是多边形的面积，有：

犛＝犕００ ＝
Ω

ｄ狓ｄ狔 （２）

设多边形的质心坐标为（珚狓，珔狔），则一阶几何矩对

应多边形的质心，有：

珚狓＝
１

犛
Ω

狓ｄ狓ｄ狔＝
犕１０
犕００
，珔狔＝

１

犛
Ω

狔ｄ狓ｄ狔＝
犕０１
犕００

（３）

　　在计算出面要素的零阶和一阶几何矩后，利

用式（３）即可得出面要素的质心。由式（１）可知，

几何矩是一个二重积分，对于犿 个面要素，如果

将它们进行组合形成一个新的组合面要素，并记

为犜，那么由二重积分的区域可加性可知，这犿

个分散的面要素的（犼＋犽）阶矩之和正是组合后的

面要素犜的（犼＋犽）阶矩。这就意味着只要分别

独立计算这些分散的面要素的矩，将其求和后就

可得到它们组合后面要素的矩，利用所获取的矩

便可计算这组相互分离的组合面要素的质心。图

２中左图是一个单独的面要素，右图则是５个面

要素的组合，图中的圆点和虚线正是利用几何矩

计算得出的单个面要素和组合面要素的质心及其

主惯性轴。

图２　基于几何矩提取面要素组合的质心和主惯性轴

Ｆｉｇ．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Ｃｅｎｔｒｏｉｄａｎ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ＡｘｉｓｏｆＩｎｅｒｔｉａ

ｏｆＡｒｅ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Ｇｒｏｕｐｆｒｏｍ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Ｍｏｍｅｎｔｓ

至于几何矩的计算方法，可参照文献［１６］所

述方法进行计算。

２．２　多尺度面要素一对多自动匹配算法步骤

１）根据待匹配面要素类和参考面要素类的

精度和比例尺等先验知识获得两个面要素类同名

点的最大距离误差ε。

２）对待匹配面要素类中的每一个面要素犚，

在参考面要素类中寻找其距离小于ε的所有候选

匹配面要素，同时提取这些面要素的内点。

３）按照前面所述方法从这些候选匹配面要

素中选出犚的各个候选匹配面要素的组合。

４）依次选取犚的每一个候选匹配面要素组

合，记为犜，对比分析犚与犜 的全局形状特征，如

包络矩形的面积、长度与宽度等，若这些全局特征

指标相差太大（可事先设定阈值），则直接予以否

决，并取下一个候选匹配组合面要素。反之，则将

犚与犜 的质心重合，计算它们之间的重叠相似

度。如果设犚的面积为犛狉，犜的面积为犛狋，犚与

犜 的质心重合后，其重叠面积为犛狅，则重叠相似

度ρ为：

ρ＝犛
２
狅／（犛狉犛狋） （４）

　　从犚的所有候选匹配面要素组合中选取重

叠相似度最大的面要素组合作为犚 的匹配面要

素组合，由此获得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匹配关系。

３　实例分析

通过一组来自于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中的不

同时段、不同尺度居民地的面要素来验证本文算

法，其中待匹配居民地要素类的比例尺为１∶５万

（见图３（ａ）），而参考居民地要素类的比例尺为

１∶１万（见图３（ｂ）），图４就是两个要素类叠加在

一起时的情形。可以看出，两组多尺度面要素类

的同名要素存在明显的非均匀偏差现象，在图的

右上部，两组面要素类同名面要素之间吻合得较

好，位置偏差也很小，而在图的左部，同名面要素

的位置偏差则较大，在图的中部，这种偏差更为明

图３　待匹配居民地要素类和参考居民地要素类

Ｆｉｇ．３　Ｔａｒｇｅｔ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ＡｒｅａＦｅａｔｕｒｅＣｌａｓｓ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ＡｒｅａＦｅａｔｕｒｅＣｌａ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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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对于这种非均匀的多尺度面要素之间的位置

偏差现象，现有的严重依赖于位置精度的面要素

匹配方法均难以有效应对，而这种非均匀形变现

象显然也难以通过快捷的整体坐标变换方式予以

坐标纠正。

图５是采用本文方法所获得的待匹配面要素

类中所有面要素的匹配结果，该图中参考面要素

类的数字标识代表该面要素与图３（ａ）中具有相

同数字标识的待匹配面要素互为匹配关系，图中

的十字点为待匹配面要素的质心，圆点为匹配面

要素组合的质心。注意到，这两组要素类并非在

同一个时段所采集，１∶５万比例尺的居民地要素

类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因此需要对其变化部分

进行自动检测，对于本例，设定重叠相似度阈值为

０．５３，则其匹配结果见图６。由图６可进一步推

断出１∶５万居民地要素类中已经变化了的要素

（见图７（ａ））和１∶１万居民地要素类中新增的要

素（见图７（ｂ）），这样，只需对这些少量变化了的

要素再次进行制图综合，就可以较快地由最新采

集的１∶１万居民地要素类来级联更新旧有的

１∶５万居民地要素类，这可以极大地减少中小比

例尺地图生产的工作量。至于此处重叠相似度阈

值的设定问题，可以首先选出一个小的区域作为

训练样本，并据此判定重叠相似度应当设定为何

值才能较准确地实现变化部分的自动识别。经过

对实际情况的调查发现，图７（ｂ）中４１号、８３号和

１００号面要素匹配错误，它们并非新增要素，其

中，４１号面要素本应与图４中的１３号面要素匹

配，８３号和１００号本应与图４中的２８号面要素

匹配，而本文算法并未识别出这些同名要素，之所

以这几个要素会匹配失败，是因为１∶５万居民地

要素类与１∶１万居民地要素类在此处的位置偏

差过大，致使１３号和２８号面要素未能正确地确

定候选匹配面要素组合。此外，图７（ａ）中其余匹

配结果均与事实完全相符，即本文算法的匹配准

确率高达９８％。实例验证表明，与传统方法相

比，本文方法即使在同名面要素存在较大位置偏

图４　两组居民地要素

类叠加在一起时的情形

Ｆｉｇ．４　Ｔｗｏ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ＣｌａｓｓｅｓＯｖｅｒｌａｐ

　　

图５　本文算法的

匹配结果

Ｆｉｇ．５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差甚至是非均匀位置偏差时，依然能对多尺度面

要素之间的１∶犖 对应关系进行有效匹配。

图６　设定一定重叠相

似度阈值后的结果

Ｆｉｇ．６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

Ａｆｔｅｒ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图７　本文算法在地

图变化检测中的应用

Ｆｉｇ．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

ｐｏ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Ｃｈａｎｇ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４　结　语

本文基于几何矩和叠置分析提出了一种多尺

度面要素的一对多的自动匹配方法，该方法即使

在同名面要素存在较大位置偏差甚至是非均匀位

置偏差时，依然能对一对一和一对多两种情况进

行有效匹配，这就拓展了地图合并领域面要素匹

配技术的适用性，使其对外界条件的要求和限制

进一步降低，减少了预处理的工作量。本文方法

的不足之处在于解决当同名面要素存在较大位置

偏差，且存在多对多匹配关系时面要素的自动匹

配问题，对此可能需要在制图综合相关算法的支

持下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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