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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居民地为例，通过求较小比例尺面目标的最小外接矩形（ＭＢＲ），将与该 ＭＢＲ交集非空的较大比例

尺面目标进行分析判断，构建候选匹配集。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各匹配模式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判断规则，

提出了较为完整、统一的适用于多尺度矢量空间面目标的几何匹配解决方案。实验结果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

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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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匹配技术较早出现于计算机视觉、模式识别、

图像分析、图像理解等领域，主要是为了解决图像

的匹配及其应用问题［１，２］。在地理信息科学领

域，匹配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空间数据集成或融

合［３，４］、空间数据质量改善和评价［５］、多尺度空间

数据库的维护和更新［６９］、基于位置服务的导

航［１０，１１］等方面。其中在多源空间数据集成［１２，１３］

（或融合）方面应用较早，其重点在于解决不同来

源的空间数据间的不一致性问题［１４］，从而达到实

现多源数据信息互补、改善数据质量（如完整性

等）以及扩展数据应用范围的目的。

目标匹配是通过对空间目标几何、拓扑和语

义进行相似性度量，识别出同一地区不同来源的

地图数据库中的同一地物（集），从而建立两个地

图数据库中同名目标间的链接，以及探测不同数

据集之间的差异或变化。目前，国内外学者们的

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相同或相近比例尺地图之间

的空间目标匹配，并主要用于地图数据合并（或集

成）。而在地图数据更新中，一个非常有前景的更

新方案是利用已更新的较大比例尺地图数据去更

新较小比例尺地图数据，其中主要涉及两个不同

比例尺的地图目标匹配，但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对

还不多［１５］，真正完整、系统、实用的匹配方法还很

少。许多方法仍停留在小范围实验研究阶段，与

实际应用还有一定差距，已有的目标匹配方法还

不能完全满足复杂的不同比例尺（简称多尺度）全

要素地图数据更新（从大比例尺到小比例尺，从简

单的单个点目标到复杂的面目标群）的需求。其

主要原因在于多比例尺地图中，目标类型多样，匹

配对应关系较为复杂，在匹配的过程中不仅仅涉

及到空间目标间的几何差异，还涉及到拓扑和语

义差异，甚至需要综合考虑它们。同时，现有的匹

配方法大多以线目标为研究和实验对象［１５］，而针

对面目标的研究相对较少。另外，在构建待匹配

目标的候选匹配集时，通常使用缓冲区［１５］来搜

寻。对于不同来源、不同尺度的地图数据而言，缓

冲区半径阈值的设置一直是难题，即使对于同一

个城市内部的地物而言，不同的区域，局部地物之

间的疏密程度也各不相同。为此，本文在分析多

尺度地图空间目标匹配分类的基础上，以居民地

数据为例，主要探讨多尺度地图空间中面目标间

匹配的判定问题，在搜寻待匹配目标的候选目标

时采用了非缓冲区分析的方式，从而有效地避免

了缓冲区半径选择的问题。

１　多尺度地图空间目标匹配的分类

方法

　　从目标匹配过程中采用的判别准则的角度来

看，空间目标匹配主要是基于空间目标的几何、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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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或语义约束来进行的，相应的匹配方法分为几

何匹配、拓扑匹配和语义匹配。从匹配的候选空

间目标的类型来看，则可以分为（按较大比例尺到

较小比例尺对应）点点、线点、面点、线线、面

线和面面六种类型，进而针对每种类型还可以进

行更详细的划分，如点点匹配类型可以细分为单

个点单个点、点群单个点、点群点群三种。由于

本文主要探讨多尺度地图空间面目标的匹配判定

规则，因此下面详细分析多尺度地图上面目标（以

居民地数据为例）的匹配对应关系，即匹配类型。

考虑到较大比例尺和较小比例尺中匹配面目

标对所包含的目标个数的差异，面面匹配又可分

为１∶０、１∶１、０∶１、１∶犕、犖∶１和犖∶犕 六种

不同的匹配模式。这六种匹配模式不仅反映了不

同时段地面目标数目的变化，也表达了制图综合

操作中较大比例尺地图目标和较小比例尺地图目

标之间的对应关系。

２　匹配过程及规则分析

匹配之前，需根据实际情况对要匹配的数据

进行预处理，其目的在于统一不同来源不同比例

尺数据的坐标系统，并去除粗差［１６］，之后将较大

比例尺数据和较小比例尺数据叠置，为构建候选

匹配集作准备。如图１所示，将较大、较小比例尺

地图中的面目标集分别记为集合犝｛·｝（如图１

（ａ）中的目标１、２、３、４和５）和犞｛·｝（如图１（ｂ）

中的目标１、２和３），设集合Ω｛·｝、Φ｛·｝分别表

示存在匹配对应关系的较大比例尺面目标和较小

比例尺面目标，Ω｛·｝取值为图１（ａ）中的目标４

和５；而Φ｛·｝则取值为图１（ｂ）中的目标３。

Ｃａｎｄ犝｛·｝、Ｃａｎｄ犞｛·｝分别表示较大比例尺目

标中的候选匹配集和较小比例尺目标中的候选匹

配集，取值分别为图１（ａ）中的目标３、４和５以及

图１（ｂ）中的目标３。

图１　两个不同比例尺地图的面目标匹配过程

Ｆｉｇ．１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ｒｇｅｒ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ＳｍａｌｌｅｒｓｃａｌｅＭａｐｓ

１）清空集合Ω｛·｝、Φ｛·｝、Ｃａｎｄ犝｛·｝和

Ｃａｎｄ犞｛·｝，取集合犞｛·｝中的面目标狏犼，将狏犼加

入集合Φ｛·｝中。

２）获取集合Φ｛·｝中新增的面目标狏犼的最

小外 接 矩 形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ｂ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

ＭＢＲ），将与该 ＭＢＲ相交的集合犝｛·｝中的面目

标加入到集合Ｃａｎｄ犝｛·｝中，从而构建狏犼的候选

匹配集Ｃａｎｄ犝｛·｝。设Ｃａｒｄ（·）为求集合元素

数的函数，令 Ｃａｒｄ（Ω）＝犖，Ｃａｒｄ（Φ）＝犕，若

Ｃａｒｄ（Ｃａｎｄ犝）＝０，则应用如下规则对匹配模式

（犜犕）进行判断，并确定匹配目标对（犕犗）。

规则１　若犖 ＝０且犕 ＝１，则犜犕为０∶１，

犕犗为∶狏犼；若Ｃａｒｄ（Ｃａｎｄ犝）≠０，则遍历集合

Ｃａｎｄ犝，将其中所有与狏犼有交集的狌犽加入集合

Ω｛·｝中。

３）遍历集合Ω｛·｝中的面目标犝犿，获取犝犿

的 ＭＢＲ，将与该 ＭＢＲ相交的集合犞｛·｝中的面

目标加入集合Ｃａｎｄ犞｛·｝中，从而构建犝犿的候

选匹配集Ｃａｎｄ犞｛·｝。遍历集合Ｃａｎｄ犞｛·｝中

的面目标狏狀，求犝犿与狏狀的交集，若交集非空，且

狏狀Φ｛·｝，则将狏狀加入集合Φ｛·｝中。

４）重复步骤２），遍历集合Φ｛·｝中新增的面

目标。

规则２　若犖 ＝１且犕 ＝１，则犜犕为１∶１，

犕犗为狌犽∶狏犼。

规则３　若犖 ＝１且犕 ＞１，则犜犕为１∶

犕，犕犗为狌犽∶Φ｛·｝。

若犖 ＞１且犕 ＝１，则有：

规则４　若Φ｛·｝中的面目标与Ω｛·｝中的

各面目标的重叠度均大于阈值，则集合Ω和Φ 之

间的犜犕为犖∶１，犕犗为Ω｛·｝∶Φ｛·｝；否则，Ω

和Φ 之间为１∶１的匹配对应关系，犕犗为犝ｍａｘ∶

狏犼（犝ｍａｘ为集合Ω｛·｝中与狏犼面积重叠度最大的

面目标），如图２所示。

图２　规则４

Ｆｉｇ．２　Ｒｕｌｅ４

若犖 ＞１且犕 ＞１，则有：

规则５　若Φ｛·｝中的各面目标在距离、形

状、大小、方向上的相似度大于阈值，则集合Ω和

Φ 之间的犜犕为犖∶犕，犕犗为Ω｛·｝∶Φ｛·｝；否

则，Ω和Φ 之间为多个犖∶１的匹配对应关系，其

中与多个小比例尺面目标存在交集的大比例尺面

２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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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匹配归属应视其与各小比例尺面目标的重

叠度的大小而定（如图３所示，经过上述匹配分析

知，此处 犖 ＞１且犕 ＞１，判断得其匹配模式为

犖∶犕，然而此处事实上为两个犖∶１匹配的情

况，而不是一个犖∶犕，进一步地，由规则５判断

可得其正确的匹配模式）。

５）重复步骤１），直到遍历集合犞｛·｝中的每

个较小比例尺面目标为止，最后，较大比例尺中未

配对的其余面目标，其犜犕为１∶０，犕犗为狌犽∶。

图３　规则５

Ｆｉｇ．３　Ｒｕｌｅ５

３　匹配实验及结果分析

实验一　选择某城区同一区域较大和较小的

两个不同比例尺１∶１万（面目标数为１４７４个）

和１∶５万（面目标数为４２个）的居民地数据（如

图４所示）为实验对象，按上述匹配流程进行实

验。实验结果如表１所示。

图４　不同比例尺的实验数据一

Ｆｉｇ．４　ＳａｍｐｌｅＤａｔａⅠ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ａｌｅｓ

表１　匹配结果统计

Ｔａｂ．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匹配

模式

１∶１万～１∶５万（实验一）１∶２０００～１∶１万（实验二）

固有

数

规则匹

配数

准确率

／％

固有

数

规则匹

配数

准确率

／％

１∶０ ６ ５ ８３．３ ４０２ ３６９ ９１．７

１∶１ １ １ １００ １０４ ９８ ９４．２

０∶１ ０ ０ １００ ５ ５ １００

１∶犕 ０ ０ １００ ０ ０ １００

犖∶１ ４１ ４１ １００ ７２ ７８ ９２．３

犖∶犕 ０ ０ １００ ０ ０ １００

　　实验二　所用数据分别为某城区１∶２０００（面

目标数为７３２个）的较大比例尺居民地数据和同

一区域１∶１万（面目标数为１８１个）的较小比例

尺居民地数据（如图５所示）。实验结果见表１。

图５　不同比例尺的实验数据二

Ｆｉｇ．５　ＳａｍｐｌｅＤａｔａⅡ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ａｌｅｓ

由表１可知：① 当参考数据和目标数据的比

例尺均较小时，匹配模式的种类也较少，匹配过程

的复杂度亦相对较低，尺度跨度较大时，匹配准确

率有所下降；② 从表１中实验二的结果可知，利用

上述规则匹配得到的１∶１模式的数目（９８）要少于

其固有的数目（１０４），原因在于部分１∶１模式的面

目标匹配对被判为犖∶１模式（与选取的重叠度的

阈值大小有关），随之导致利用上述规则匹配得到

的犖∶１模式的数目（７８）要大于其固有的数目

（７２）；③ 类似地，利用上述规则匹配得到的１∶０

模式的数目（３６９）要小于其固有的数目（４０２）。

总体而言，上述方法取得了较好的匹配准确率，

但亦存在不足，如在匹配准确率方面还有待进一步

提高，在匹配质量评价方面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４　结　语

为了对诸多匹配模式进行全面、整体的研究，

本文由较小比例尺地图中的面目标出发，基于其

ＭＢＲ构建候选匹配集，通过分析各匹配模式的特

点及候选匹配集中面目标的特征，进而制定针对

不同匹配模式的判断依据，提出了较为完整、统一

的适用于多尺度矢量空间面目标的匹配规则。尽

管此处仅以居民地面目标为例，但不难看出，文中

所探讨的规则不仅仅适用于居民地，对其他类型的

面目标（如湖泊等）也具有适用性。实验表明，上述

规则在多尺度面目标匹配上较好地达到了期望的

效果，为从较大比例尺地图上探测变化并更新较小

比例尺地图数据提供了基础和有效的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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