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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海岸线综合中以弯曲高度和弯曲深度为化简指标的不足，提出了以弯曲骨架线为指标的综合方

法。在基于曲线单调段的弯曲识别的基础上，通过弯曲部位三角网的构建提取了弯曲骨架线。结合“扩陆缩

海”原则进行了海岸线综合实验，验证了该方法在保持海岸线形态特征方面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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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线的自动综合需格外谨慎，当海岸线与

其他要素发生冲突时，通常为保持海岸线的准确

位置而移动其他要素。海岸线的综合应遵循“扩

陆缩海”单侧化简的基本原则，普通的线状要素综

合方法并不适用［１］。因此，有学者提出了运用

Ｄｏｕｇｌａｓ二叉树来表达海岸线弯曲，并根据弯曲

高度（最大垂距）等参数进行自动综合的方法［２］。

另有学者提出了顾及“扩陆缩海”的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ｕ

ｃｋｅｒ改进算法，并结合分维估值方法进行了岸线

综合实验［３］。

上述方法在海岸线的综合中都采用了垂距作

为化简指标，该类方法容易实现，对形态结构简单

的线状要素化简具有普遍的适应性［４］。考虑到弯

曲的纵深走向，又有学者提出了以弯曲顶点到基

线中点的直线距离（弯曲深度）为指标的综合方

法［１］。但是，当曲线出现狭长弯曲时，最大垂距

犎（弯曲高度）和弯曲深度犇 并不能准确地表达

整个弯曲相对于基线的形态特征，而以此为指标

判断弯曲是否需要综合也并不合理。因此，本文

提出了一种基于弯曲骨架线的海岸线综合方法。

１　弯曲的识别

弯曲是海岸线综合的基本操作单元，按弯曲

单元进行曲线划分是一种符合认知规律的方

法［５］。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弯曲识别方法［６，７］。

考虑到海岸线单侧综合的特殊性［１］，本文采用了

基于单调段的弯曲识别方法。

１．１　基本弯曲的划分

二维平面上的矢量曲线都可以分解成多个首

尾相接的单调折线段，而人们通常所看到的光滑

曲线，则是在折线基础上运用插值法光滑处理后

的结果。对于曲线犔（犞１，犞２，…，犞狀）上的任意一

点犞犻（犡犻，犢犻）（１＜犻＜狀），当以犡轴和犢 轴为投影

直线时［６］，若满足式（１）或者式（２），则定义该点为

曲线上的非单调点；否则，定义该点为单调点：

（犡犻－犡犻－１）（犡犻－犡犻＋１）≥０ （１）

（犢犻－犢犻－１）（犢犻－犢犻＋１）≥０ （２）

　　如果曲线犔中共有犿 个非单调点，则曲线被

划分成犿＋１个单调段（见图１）。通过判断可得

到７个单调段，标记为｛犪，犫，犮，犱，犲，犳，犵｝，则曲线

的基本弯曲序列表示为｛（犪，犫），（犫，犮），（犮，犱），（犱，

犲），（犲，犳），（犳，犵）｝，即每相邻两个单调段构成一

个基本弯曲。其中，相邻两单调段的连接点即视

为弯曲顶点，弯曲起止点的连线称之为弯曲基线

或弯曲宽度。

１．２　基本弯曲的拓展

相对于人的视觉识别，基本弯曲过于微观，且

对称性较差，一些细小的弯曲在实际化简中可忽

略。上述方法确定了６个基本弯曲，但通过人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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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本单调段的提取

Ｆｉｇ．１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ｓｉｃＭｏｎｏｔｏｎｅＣｕｒｖｅｓ

觉识别的弯曲只有３个。因此，对基本弯曲进行

了拓展［６］，以便将那些微小弯曲合并成大弯曲，其

步骤为：① 计算每个基本弯曲顶点与弯曲两端点

连线所形成的不大于１８０°的夹角值α，如图１（ｂ）

所示。② 依次比较每个单调段（首末单调段除

外）与其前后相邻单调段所形成的两夹角值的大

小，取较大的那个夹角值α与预先给定的角度阈

值δ（δ的取值与化简要求相关，本文取９０°）进行

比较。若α≥δ，则将该夹角邻接的两单调段合并

成一个近似单调段，如果两夹角相等，则将当前单

调段与长度较大的邻接单调段合并；否则，不进行

合并。③ 对于合并产生的近似单调段重复上述

步骤的操作，直至所有单调段间的夹角值都小于

阈值δ。

基本弯曲经过拓展后，更加符合人的视觉认

知，如图２所示。

上述方法对线状要素的单侧综合适用性强，

尤其适用于海岸线弯曲识别基础上的综合。

２　弯曲骨架线的提取

弯曲骨架线与多边形中轴的概念相似：多边

形中轴是指与不同边上的点等距离点的轨迹，而

弯曲骨架线是指弯曲顶点至弯曲基线之间的一条

距弯曲两侧等距离点的轨迹。前者由多条轴线构

成并呈树状［８］，而后者则由一条轴线构成，且起始

点（弯曲顶点）和终止线（弯曲基线）预先确定，如

图３所示。在传统的海岸线综合中，制图人员往

往通过目测预先勾绘出各弯曲的骨架线，然后再

与综合指标进行比较以判断弯曲部位是否需要化

图２　基本弯曲的拓展

Ｆｉｇ．２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ＢａｓｉｃＢｅｎｄｓ

简。而计算机制图技术出现后，人们为了计算的

方便，多采用弯曲深度，或者以弯曲到基线的最大

垂距（弯曲高度）来作为化简指标。显然，这种“以

直代曲”的做法并不符合人们对线状要素综合的

一般认知，应仍以弯曲骨架线作为化简指标才符

合自动综合的基本理念。

确定多边形中轴的方法较多，有基于三角剖

分的中线法、纯角平分线法、地图代数法等［９］，这

些方法都是在一定程度上逼近多边形中轴，经过

改进后同样可运用于弯曲骨架线的提取。考虑到

算法执行的效率，本文采用了基于三角网的骨架

线提取法，具体步骤为：① 先将构成弯曲的两单

调段按弯曲顶点犘０到弯曲基线犅０的顺序排列，

并分别保存。② 由弯曲顶点及其相邻的两点构

成初始三角形，并标记位于不同单调段上两点的

连线为初始基边犔０，如图３所示。③ 遍历那些未

参加构网的点犘犻，与基边上的两端点构成三角

形，计算三角形外接圆的半径，选择半径最小的点

犘犼作为候选点。如果犘犼与其处于不同单调段上

的基边端点的连线犔犼与两侧的单调段都不相交，

则将犔犼确定为新基边；否则，选择半径次小的点

作为候选点加以判断，直至选出新的基边。④ 重

图３　弯曲骨架线的提取

Ｆｉｇ．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ｎｄＳｋｅｌｅｔｏｎ

９１４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复步骤③，直至找不出新的基边为止。⑤ 从弯曲

顶点出发，顺次连接各基边的中点至弯曲基线的

中点并保存，就得到了弯曲的骨架线犛。

该方法是对多边形中轴提取中基于三角剖分

的中线法的改进，每条基边的端点分别来自两侧

不同的单调段，即同一单调段上的两点连线不作

为基边。因此，不会产生小弯曲的支骨架线，也无

需对大弯曲中可能包含的小弯曲进行判断，所得

到的骨架线可视为弯曲的主骨架线。

３　综合实验

３．１　综合原则

海岸线的综合应遵循“扩大陆地，缩小海域”

的基本原则，即只能舍去小海湾而不能舍去岬角。

因此，所有围绕海岸线综合的方法实际上都是针

对曲线的单侧综合，只需识别出处于海域一侧的

弯曲即可。

３．２　综合流程

海岸线所蕴含的地理特征主要通过弯曲来表

现。在海岸线的综合过程中，不仅要确保曲线的

形态特征，同时还应避免自相交引起的拓扑异化。

本文以弯曲骨架线为化简指标，结合海岸线综合

的基本原则和综合尺度，给出了综合流程：① 给

定海岸线犔，统一海岸线的方向，即由起点到终

点，左侧为陆地，右侧为海域。② 根据式（１）、（２）

判断出海岸线上的所有非单调点，据此提取各

单调段，进而采用基于单调段的弯曲识别方法，识

别出海岸线中所有处于海域一侧的弯曲。③ 将

构成弯曲的两单调段的连接点作为弯曲顶点犘０，

弯曲起止点的连线作为弯曲基线犅０，采用基于三

角网的骨架线提取法，依次提取各弯曲部分的骨

架线犛。④ 判断各弯曲按比例尺缩小后的骨架

线犛′和弯曲宽度犠′（弯曲基线长）是否均在给定

阈值内，如果满足表１所规定的综合尺度
［１］，则标

记该弯曲为待删除弯曲犆′。⑤ 进一步判断犆′的

基线是否与曲线上的线段相交，若不相交则删除

该弯曲，以基线取代原弯曲部分；否则，予以保留，

以避免岸线综合后的自相交。

表１所给出的两组阈值，是为了将那些弯曲

并不深但弯曲口径较大（犠′≥１．５），或者是弯曲

口径较小但弯曲较深（犛′≥１．５）的弯曲保留下来，

以更好地保持岸线的特征性和一致性，满足海岸

线综合的要求［１］。此外，针对不同的海岸线综合

要求，有时还会考虑到弯曲面积、弯曲度等其他形

态参数［２］。

表１　海岸线综合尺度／ｍｍ

Ｔａｂ．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Ｃｏａｓｔｌｉｎｅ／ｍｍ

综合指标 弯曲骨架线Ｓ′ 弯曲宽度 Ｗ′

阈值范围
０＜犛′＜０．５ ０＜犠′＜１．５

０＜犛′＜１．５ ０＜犠′＜０．５

３．３　综合分析

对图４所示的普通海岸线，分别运用弯曲高

度、弯曲深度和本文方法进行综合，结果见图５～７。

图４　海岸线原图（１∶１００００）

Ｆｉｇ．４　ＣｏａｓｔｌｉｎｅｉｎＭａｐ（１∶１００００）
　　　　　　　

图５　基于弯曲高度的综合（１∶２５０００）

Ｆｉｇ．５　Ｃｏａｓｔｌｉｎ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ｅｎｄＨｅｉｇｈｔ（１∶２５０００）

图６　基于弯曲深度的综合（１∶２５０００）

Ｆｉｇ．６　Ｃｏａｓｔｌｉｎ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ｅｎｄＤｅｐｔｈ（１∶２５０００）

　　　　　　　
图７　基于弯曲骨架线的综合（１∶２５０００）

Ｆｉｇ．７　Ｃｏａｓｔｌｉｎ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ｅｎｄ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１∶２５０００）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在相同的综合尺度下，３

种指标的综合方法都可以有效地将一些结构简单

的小弯曲去除掉，但对于图４中所标注的一些形

态较复杂的弯曲，综合结果则不完全相同。

１）弯曲高度犎 表示弯曲到基线犅０的最大垂

距，如图５所示。以弯曲高度为化简指标的海岸

０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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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综合方法，对那些整个弯曲都位于基线之间，即

弯曲上的点到基线的垂足都落在基线上的弯曲，

往往会取得较好的综合效果，如图５所标注的３

号弯曲。反之，若存在垂足位于基线延长线上的

复杂弯曲，如图５所标注的１、２、４、５号弯曲，弯曲

高度并不能准确地用来衡量整个弯曲相对于基线

的形态特征，以此为指标进行综合，海岸线中的这

些弯曲往往得不到很好的保留。由此可见，有学

者提出以弯曲高度为综合参数［２］，或者是基于

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ｕｃｋｅｒ改进算法的岸线综合方法
［３］，都

只是对那些处于基线之间的简单弯曲有较强的适

用性。

２）弯曲深度犇表示弯曲顶点到弯曲基线犅０

中点的直线距离，如图６所示。对于那些整个弯

曲深度犇都包含于弯曲内部的弯曲，如图６所标

注的４号弯曲，弯曲深度似乎比弯曲高度更能反

映整个弯曲的形态特征，以此为指标进行综合效

果较好。若弯曲深度犇并不完全包含在弯曲内，

如图６所标注的１号弯曲，则弯曲深度同样不能

很好地反映弯曲相对于基线的形态特征。

３）弯曲骨架线犛表示弯曲顶点到弯曲基线

犅０之间的一条距其两侧等距离点的连线，如图７

所示。在对海岸线弯曲进行识别的基础上，以弯

曲骨架线为化简指标符合人工综合时的一般做

法。通过与弯曲深度概念进行比较发现，对于同

一弯曲，弯曲骨架线的长度值要大于或等于弯曲

深度的值。因此，在同一综合尺度下，以弯曲骨架

线为指标的海岸线综合要比以弯曲深度为指标的

综合更能有效地保留那些形态结构复杂的狭湾。

由此可见，对于同一海岸线之所以出现某些

弯曲部位综合结果的不同，是因为选择了不同化

简指标，所得到的指标长度值位于不同的综合尺

度区间造成的。反之，对于同一弯曲，即便各指标

的长度值不等，但若其数值大小都位于如表１所

示的同一综合尺度区间内，其综合结果则相同，如

实验中的３号和４号弯曲。

４　结　语

１）以弯曲和弯曲骨架线作为海岸线综合的

基本操作单元和化简指标，实际上是在尽可能地

模拟人进行海岸线综合的思维过程。因此，以弯

曲骨架线为化简指标的海岸线综合方法更加符合

人的认知。

２）基于弯曲高度和弯曲深度的海岸线综合

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而弯曲骨架线则更好地

反映了弯曲的纵深和走向。因此，选择弯曲骨架

线作为海岸线综合的化简指标更具科学性。实验

表明，以弯曲骨架线为化简指标可以更有效地保

留海岸线中形态结构复杂的弯曲，更好地保持海

岸线的形态特征。

３）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ｕｃｋｅｒ法是一种全局化的经典

算法，虽经多次改进，但一直以垂距为化简指标。

倘若考虑采用本文中点到基线的主骨架线来替代

垂距对该算法进行改进，综合结果应该会更加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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