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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地图数字化数据在采集和制图过程中存在系统误差的影响，导致其空间位置精度较低。在实测

较高精度的ＧＰＳ控制点的基础上，基于ＫｕｌｌｂａｃｋＬａｉｂｌｅ（ＫＬ）信息量改进的赤池信息标准（ＡＩＣｃ）来选择最佳

的转换模型，实现地图数字化数据的几何纠正，从而达到提高其位置精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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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７．２；Ｐ２２８．４１

　　随着数据采集技术的不断先进以及用户需求

的不断提高，现有高精度的空间数据与旧的低精

度的空间数据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如何将新

数据融入到已有的数据库中，为用户提供更好的

数据服务是数据管理和维护者面临的一个课

题［１］。地图合并技术［１４］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之一，能实现对不同来源地图数据的集成，减少数

据重复采集的开销，并提高已有地图数据库的数

据质量。文献［１］提出地图数据库合并一般包括

４个过程：数据预处理、同名实体的匹配、相关实

体的几何位置调整和图形数据的合并、属性数据

转换。目前，关于空间数据合并算法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第二、三步［２］。分析空间数据集成的各个

环节，空间数据坐标转换具有重要作用。

转换模型的选择是实施数据几何纠正的关

键，在源地图数据变形模式未知的情况下，很多学

者提出了不同的候选模型，如相似变换、仿射变换

和二次多项式变换等，通过某种指标比较选取最

合适的纠正模型［５８］。常用的模型选择指标是基

于平差结果的残差值和方差分析以及检核点转换

前后点位误差分析。对于高次纠正模型，一般情

况下，纠正模型次数越高，纠正模型平差结果的残

差平方和越小，单位权中误差越小，控制点拟合精

度越高［９］，但同时这些模型的计算量较大，相比低

次纠正模型，所需的控制点个数要多。另一方面，

由于检核点选取的随机性以及检核点本身的点位

误差影响，很有可能因为纠正后检核点点位误差

偏大而舍弃了合适的纠正模型。一个普遍认可的

模型选择标准———赤池信息标准ＡＩＣ（Ａｋａｉｋｅ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是描述真实模型与拟合候选

模型的 ＫｕｌｌｂａｃｋＬａｉｂｌｅ（ＫＬ）定向散度的估计

量［１０，１１］，具有严密的数学理论［１２］。改进的 ＡＩＣ

标准ＡＩＣｃ在小样本数据情况下比ＡＩＣ值更接近

真实的ＫＬ定向散度值，ＡＩＣｃ越小，候选模型越

接近真实模型。本文以某一实验区数字化地图的

几何纠正为例，比较分析了残差平方和、检核点点

位误差和ＡＩＣｃ值这三种评价指标的应用及其优

缺点，根据 ＡＩＣｃ值确定一组候选模型中的最佳

纠正模型，并以实例说明其有效性。

１　空间数据几何纠正模型与最小二

乘转换参数估计

　　空间数据几何纠正模型为：

犡＝犉狓 狓，（ ）狔 ，犢 ＝犉狔 狓，（ ）狔 （１）

式中，（犡，犢）为ＧＰＳ点实测坐标；（狓，狔）为待更新

的图上对应的同名点坐标，记为图上坐标；犉狓、犉狔

为纠正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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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模型可用下式统一表示为：

犔＋犞＝犅ξ （２）

式中，犔为观测值向量；犞 为观测值改正数向量；ξ

为待求的未知参数向量；犅为系数阵。本文将观

测数据作中心化代换，即取犡′＝犡－珡犡，犢′＝犢－

珚犢，狓′＝狓－珚狓，狔′＝狔－珔狔，珡犡＝
１

犖
∑
犖

犻＝１
犡犻，珚犢＝

１

犖
∑
犖

犻＝１
犢犻，

珚狓＝
１

犖
∑
犖

犻＝１
狓犻，珔狔＝

１

犖
∑
犖

犻＝１
狔犻，其中，犖 为公共点个数。

则参数最小二乘解为：

ξ
＾＝ （犅

Ｔ犘犅）－１犅犘犔，犞＝犅ξ
＾－犔 （３）

犘为观测值权阵。

单位权中误差为：

σ^０ ＝ 犞Ｔ犘犞／（狀－狋槡 ） （４）

其中，狀为观测值个数；狋为参数个数。

地面控制点（ｇｒｏｕ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ｓ，ＧＣＰｓ）

包括 ＧＰＳ实测坐标和对应同名点的图上坐标。

为评价转换模型的几何纠正绝对精度，本文选取

部分未参与平差计算的地面控制点作为检核点

（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ｓ，ＣＫＰｓ）。令检核点图上坐标经纠

正后为（狓″犻，狔″犻），并设纠正后的坐标与检核点实测

坐标的偏差为（Δ狓犻，Δ狔犻），Δ狓犻＝狓″犻－狓犻，Δ狔犻＝狔″犻

－狔犻（犻＝１，２，…，犖），由此可以得到检核点转换

后狓和狔方向的坐标中误差以及点位中误差为：

σ狓 ＝ ∑
犖

犻＝１

Δ狓
２
犻／槡 犖，σ狔 ＝ ∑

犖

犻＝１

Δ狔
２
犻／槡 犖

犘ａｆｔｅｒ＝ σ
２
狓＋σ

２
槡 狔 （５）

同理可以计算出转换前的检核点点位误差为犘ｂｅｆｏｒｅ

＝ σ
２
狓＋σ

２
槡 狔，其中Δ狓犻＝犡犻－狓犻，Δ狔犻＝犢犻－狔犻。

２　基于犓犔定向散度的模型选择标

准犃犐犆和犃犐犆犮

　　假设实测坐标可由图上坐标经过真实纠正模

型犳转换得到，即观测数据由一个含有未知参数

的向量θ、密度函数犳（狓｜θ）产生。候选纠正模型

犵的密度函数为犵（狓｜θ犽），θ犽 为带有犽个未知参数

的候选模型参数向量，候选模型与真实模型之间

的ＫＬ定向散度定义为：

犐（犳，犵）＝∫犳（狓狘θ）ｌｇ（犳（狓狘θ）／犵（狓θ犽））ｄ狓
（６）

令犈犳＝∫犳（狓｜θ）ｄ狓，式（６）可简化为：

犐（犳，犵）＝犈犳［ｌｇ（犳（狓狘θ））］－犈犳［ｌｇ（犵（狓θ犽））］

右边第一项是一个常量，令犆＝犈犳［ｌｇ（犳（狓｜θ））］，

其值取决于真实模型的真实分布情况。然而，真

实模型的分布情况往往是未知的，对于式（６），在

真实模型未知的情况下，评估候选模型与真实模

型接近的程度，可通过计算相对定向散度的距离

实现。即

犐（犳，犵）－犆＝－犈犳［ｌｇ（犵（狓 θ犽））］ （７）

　　令犱（θ，θ犽）＝犈θ［－２ｌｇ犔（狓｜θ犽）］，犔（狓｜θ犽）为

候选模型的极大似然函数，给定某一极大似然估

计参数向量θ^犽，则：

犱（θ，^θ犽）＝犈θ［－２ｌｇ犔（狓狘θ犽）］θ犽＝^θ犽 （８）

文献［１０］指出，－２ｌｇ犔（狓｜^θ犽）可以作为式（８）的基

础部分估计值，－２ｌｇ犔（狓｜^θ犽）与犱（θ，^θ犽）之间的偏

差调节可表示为：

犅１（θ，犽）＝犈θ［犱（θ，^θ犽）］－犈θ［－２ｌｇ犔（狓狘^θ犽）］

（９）

上式可以用^θ犽 的２倍维数渐进估计
［１１］，即犅１（犽，θ）

≈２犽。基于以上结论，可得到ＡＩＣ的计算公式为：

ＡＩＣ＝－２ｌｇ犔（狓狘^θ犽）＋２犽 （１０）

　　当样本量狀很大，而犽又相对较小时，用ＡＩＣ

估计犱（θ，^θ犽）所产生的偏差可以忽略不计。然而，

当狀较小，而犽又相对较大时，２犽通常要比偏差

调节量犅１（犽，θ）小，此时用ＡＩＣ作为犱（θ，^θ犽）的估

计值就会产生较大的负向偏差。在小样本量情况

下，如样本量与参数个数比值小于４０
［１２］，偏差调

节量可调整为犅１（犽，θ）≈２狀犽／（狀－犽－１），故改进

的ＡＩＣ标准ＡＩＣｃ
［１１］可用下式表示：

ＡＩＣｃ＝－２ｌｇ犔（狓狘^θ犽）＋２狀犽／（狀－犽－１）

（１１）

　　在正态线性回归框架下，观测值残差犞 服从

正态分布犞～（０，^σ
２
０），其密度函数为：

犳（犞）＝
１

２槡π^σ０
ｅ
－
犞
２

２^σ
２
０

（１２）

其极大似然函数为：

犔（犞狘ξ
＾）＝∏

狀

犻＝１

１

２槡π^σ０
ｅ
－
犞
２
犻

２^σ
２
０ ＝

（２π^σ
２
０）
－狀／２ｅ

－∑
狀

犻＝１

犞
２
犻
／２^σ
２
０ （１３）

ｌｇ（犔（犞狘ξ
＾））＝－

狀
２
ｌｇ（２π）－

狀
２
ｌｇ（^σ

２
０）－

犞Ｔ犞

２^σ
２
０

（１４）

因为犞Ｔ犞＝（狀－狋）^σ
２
０，故式（１４）可进一步得到：

ｌｇ（犔（犞狘ξ
＾））＝－

狀
２
ｌｇ（^σ

２
０）－

狀－狋
２
－
狀
２
ｌｇ（２π）

（１５）

将式（１５）代入式（１０）和式（１１），且参数个数犽＝

狋，并省去右边最后一项常数后得到简化的模型选

择标准为：

ＡＩＣ＝狀ｌｇ（^σ
２
０）＋（狀＋３狋）／２ （１６）

７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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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Ｃｃ＝狀ｌｇ（^σ
２
０）＋

［（狀＋狋）
２
－（狀－狋）］／（狀－狋－１） （１７）

３　实验与分析

本文利用某地区的数字化地图作为实验分析

数据，该地图是通过纸质图的数字化而得到的。

沿该区域外围和建筑物角点上共测了２１个ＧＰＳ

点，并在图上找到其对应的公共点。本文选取了

６种候选几何纠正模型（平移变换、缩放加平移变

换、相似变换、仿射变换、齐次多项式变换、二次多

项式变换）。利用最小二乘原理估计转换参数，利

用转换参数实现数字化地图数据的转换。

为比较分析３种不同评价指标（残差平方和、

检核点转换后的点位误差犘ａｆｔｅｒ和ＡＩＣｃ）下的各个

转换模型的转换效果，本文设计了６种 ＧＣＰｓ／

ＣＫＰｓ组合，ＧＣＰ个数选择在１４～１９之间，以确保

参与平差的公共点能足够反映两种坐标之间的潜

在关系，余下未参与平差计算的公共点就作为检核

点。各个模型在不同组合下按最小二乘计算结果

得到ＧＣＰｓ的残差平方和、ＡＩＣｃ值以及ＣＫＰｓ转换

前后的点位误差。因观测方程个数与未知转换参

数个数比值较小，故本文只计算了改进的 ＡＩＣ、

ＡＩＣｃ值。各个模型在不同的ＧＣＰｓ／ＣＫＰｓ组合下，

ＧＣＰｓ的残差平方和、ＡＩＣｃ值以及ＣＫＰｓ转换前后

的点位误差的计算结果见表１和图１至图３。

表１　不同转换模型在不同犌犆犘狊／犆犓犘狊组合情况下３种评价指标值结果比较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Ｓｉｘ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ＣＰｓ／ＣＫＰｓ

ＧＣＰｓ／ＣＫＰｓ，犘ｂｅｆｏｒｅ 评价指标 平移变换 缩放加平移变换 相似变换 仿射变换 齐次多项式变换 二次多项式变换

１９／２，０．５８８６
犞Ｔ犞 １４．４２０３ １．１５８３ １．１７５７ ０．９０１５ ０．８５００ ０．７８３９

ＡＩＣｃ ９．９２ －７５．９９ －４９．０９ －７４．２２ －６３．４９ －３４．１０

犘ａｆｔｅｒ １．１５９７ ０．５５６６ ０．５３３１ ０．５５９０ ０．５４４３ ０．５７３０

１８／３，０．４８６３

犞Ｔ犞 １３．８４５９ １．１５７８ １．１７３２ ０．８８８０ ０．８４１７ ０．７６７２

ＡＩＣｃ １０．３９ －６８．９１ －４３．４８ －６６．９３ －５５．５０ －２４．８２

犘ａｆｔｅｒ １．０２９７ ０．４５４４ ０．４３７８ ０．４５８９ ０．４４６３ ０．４８２５

１７／４，０．４４３０

犞Ｔ犞 １３．１９２４ １．１５３９ １．１６６８ ０．８８４５ ０．８３８７ ０．７６６７

ＡＩＣｃ １０．６５ －６２．０１ －３８．０７ －５９．２４ －４７．２４ －１４．４２

犘ａｆｔｅｒ ０．９５５７ ０．３９２５ ０．３７９１ ０．３９８９ ０．３８７３ ０．４１７８

１６／５，０．４３６９

犞Ｔ犞 １３．１０６９ １．０４１２ １．０６２６ ０．８３００ ０．８１０３ ０．７２３２

ＡＩＣｃ １２．３３ －５８．３８ －３５．５４ －５３．５０ －３９．９１ －５．３９

犘ａｆｔｅｒ ０．８８３６ ０．３８６９ ０．３６９０ ０．３７３４ ０．３６０３ ０．３９５８

１５／６，０．５０１１

犞Ｔ犞 １１．１１４１ ０．６６３７ ０．７１４５ ０．５９４２ ０．５２４２ ０．４６８３

ＡＩＣｃ ９．１７ －６４．８４ －４１．８３ －５５．６５ －４４．３９ －６．７６

犘ａｆｔｅｒ ０．９１４７ ０．４４３１ ０．４１９６ ０．４１７９ ０．４５０７ ０．４６７１

１４／７，０．４６９４

犞Ｔ犞 １０．６２１７ ０．６５９０ ０．７０４５ ０．５９３６ ０．５１７５ ０．４６１３

ＡＩＣｃ ９．８９ －５７．１９ －３５．９１ －４７．１５ －３５．１７ ６．３０

犘ａｆｔｅｒ ０．８８２４ ０．４０９１ ０．３８８１ ０．３８５６ ０．４１６３ ０．４３０９

　　
图１　残差值平方和值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ｕｍｏｆＳｑｕａｒｅｓ

　　　　　
图２　ＡＩＣｃ值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ＡＩＣｃｖａｌｕｅｓ

　　　
图３　检核点转后点位误差值分布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Ｅｒｒｏｒｓ

ｏｆ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从图１中可以发现，平移变换的残差平方和

值相比其余５种候选转换模型高出２倍多。随着

转换模型中所含未知参数的增加，残差平方和值

有明显下降的趋势，二次多项式表现为残差平方

８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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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最小。传统地，根据残差平方和最小应该选择

二次多项式为最佳转换模型。然而，从图２中

ＡＩＣｃ值的比较可知，二次多项式并不是与真实模

型最接近的纠正模型。由数学模型本身来说，二

次多项式转换模型至少需要６个公共点求解１２

个未知转换参数，故其模型本身相比其他５个转

换模型要较复杂。根据表１中检核点转换前后的

点位误差比较和图３可以发现，在不同 ＧＣＰｓ／

ＣＫＰｓ组合下，检核点按平移变换计算的点位误

差均偏大，这也说明平移变换没有达到提高原地

图空间位置精度的目的，其余５个转换模型都有

明显的降低点位误差的纠正效果。同时，由于检

核点本身的点位误差、空间分布等因素的存在，导

致在不同ＧＣＰｓ／ＣＫＰｓ组合下各个模型计算的检

核点转换后的点位误差存在差异。从这点可知，

检核点转换后的点位误差精度指标存在较多的不

确定因素，不能很好地用于选择最好的纠正模型。

根据表１中的 ＡＩＣｃ值和图２可知，在不同

ＧＣＰｓ／ＣＫＰｓ组合下，各个模型的ＡＩＣｃ值呈现较

稳定的变化趋势。缩放加平移和仿射变换的

ＡＩＣｃ值比较接近，均小于其他４个模型；平移变

换的 ＡＩＣｃ值最大，这说明平移变换是这组中候

选转换模型与真实转换模型最不接近的模型。按

照ＡＩＣｃ值，以符号ＦＩＴ表示候选模型与真实模

型的接近程度，从图２可以得出６个候选模型的

接近程度大致可以表示为平移变换ＦＩＴ＜相似

变换ＦＩＴ＜二次多项式ＦＩＴ＜齐次多项式ＦＩＴ

＜仿射变换ＦＩＴ＜缩放加平移ＦＩＴ。

综合比较可知，根据ＡＩＣｃ值，本实验数据采

用缩放加平移变换的模型，即包含两个未知平移

量和两个比例缩放未知量，可以较准确地概括原

地图上坐标与实测坐标值之间的转换关系，消除

原数字化地图的系统误差。

４　结　语

全局或局部坐标转换是消除同一地区不同来

源地图数据之间的空间位置差异。在未知图形变

形误差的情况下，如何从若干候选的纠正模型中

选出最佳的几何纠正模型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

本文提出以ＡＩＣ为基础来选择最佳转换模型，从

实验结果看，采用改进的赤池信息标准 ＡＩＣｃ，在

不同ＧＣＰｓ／ＣＫＰｓ组合下，不同纠正模型的ＡＩＣｃ

值都呈稳定的变化趋势。相比另外两种指标，

ＡＩＣ指标克服了传统方法中利用残差平方和或估

计方差大小而不考虑参数个数多少来选择转换模

型的缺陷，同时，ＡＩＣ指标相比检核点转换后点位

误差的绝对精度指标来说更具稳定性。因此，在

空间几何纠正模型选择问题中，采用ＡＩＣ指标是

可行的，且更具科学意义。相比假设检验方法选

取最佳模型，基于ＡＩＣ指标的模型选择方法只需

对每个候选模型计算一个ＡＩＣ值，而不需对每个

候选模型进行总体显著性检验或者参数的显著性

检验，因而更具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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