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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线要素综合的形状相似性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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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面状要素形状描述模型中导出线状要素的相似性评价模型：将线状要素以首尾点的连线为对称轴

作镜像处理构建其对偶面，以其对偶面的傅立叶形状描述子为其形状向量，以向量的欧氏距离来度量曲线的

相似程度。为保证一定的评价精度，通过计算傅立叶第犓 项犡、犢 的增量值，来决定犓 值大小。最后对给定

曲线运用不同的化简算法进行多层级的化简，通过本模型对形状的保真度进行分析。该模型具有数学严密性

和实用性，能为选择曲线化简算法提供一种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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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自动综合经过近几十年的研究，取得了

明显进展，在综合算法、综合模型、技术软件开发

等方面都推出了大量的实用性成果。但随着研究

的深入，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缺少自动综合的质

量控制机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动综合。

从完整性角度来看，自动综合的基本功能至少应

包括以下两个方面：① 能够进行空间数据不同比

例尺间的数据综合变换；② 能够提供相应的标准

对地图数据的质量严加控制。但目前对自动综合

算法的研究很多，而对地图综合的几何质量评估

和控制研究很少，自动综合的结果与综合结果的

质量控制是相分离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对综

合结果的质量进行控制，而质量控制的前提是各

类、各种综合算法的质量评价模型和质量评估策

略的建立［１］。

对地图自动综合结果的质量评价主要包括地

图的精度、拓扑关系保持和图形的可辨性。目前，

对地图的精度与拓扑关系的研究比图形可辨性的

研究要多。图形的可辨性，可理解为地图综合前

后的“两个相似性”，即同一物体形状的相似；地物

分布图形的总体结构相似［２］。这“两个相似性”的

研究，后者比前者复杂，而且对后者的研究需要以

前者的研究为基础。鉴于在图像处理和模式识别

中对面状要素形状分析较多，本文只对地图综合

中的线要素进行研究。本文将从形状相似性的角

度，给出线要素的形状相似性的评价模型，用以分

析线要素化简前后的形状保真度，并将形状相似

性分析补充到线要素化简算法评价体系中。

１　形状相似性分析数学模型

１．１　傅立叶形状描述子与形状相似性分析回顾

傅立叶形状描述子是描述形状的有效方法，

在图像匹配中应用较多［３５］，其对矢量面状要素的

形状分析更具严密性和一般性［６７］。在数学上，任

何周期函数均可以通过傅立叶级数来表达，对于

以２犾为周期的复函数犳（狓），其傅立叶级数的展

开式为：

犳（狓）＝ ∑
＋∞

狀＝－∞

犮狀ｅ
ｊ
狀π狓
犾 ＝ ∑

＋∞

狀＝－∞

犮狀（ｃｏｓ
狀π狓
犾
＋

ｊｓｉｎ
狀π狓
犾
） （１）

式中，犮狀＝
１

２犾∫
犾

－犾
犳（狓）（ｃｏｓ

狀π狓
犾
－ｊｓｉｎ

狀π狓
犾
）ｄ狓；

狀＝０，±１，±２，…。

矢量面状要素为一组首尾重合的坐标串，其

轮廓图形能够描述成以其周长为周期的周期函

数。图１是由点列犘０，犘１，…，犘犖 构成的面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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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犘０，犘犖 重合）。

图１　多边形上动点的函数表达

Ｆｉｇ．１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ｏｆＭｏｖ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ｉｎＰｏｌｙｇｏｎｒｅｐ

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以犘０ 为起点，则面状要素轮廓上的任一点

犘（狊）都可表达为曲线长度狊的函数：

犘（狊）＝犡（狊）＋犢（狊）犻 （２）

式中，犡（狊）＝狓犻＋
狓犻＋１－狓犻
犛犻＋１－犛犻

（狊－犛犻）；犢（狊）＝狔犻＋

狔犻＋１－狔犻
犛犻＋１－犛犻

（狊－犛犻），犛犻（０≤犻≤犖）为端点犘犻 到起点

犘０ 的曲线长；犛犻≤狊≤犛犻 ＋１；０≤犻≤犖－１；（狓犻，狔犻）

为点犘犻的坐标。函数的傅立叶级数表达式为：

犘（狊）＝ ∑
＋∞

狀＝－∞

犮狀（ｃｏｓ
２狀π狊
犔
＋ｊｓｉｎ

２狀π狊
犔
） （３）

式中，犔为多边形的周长。傅立叶级数的子项具

有很强的收敛性，当系数取到足够阶次时，傅立叶

级数可将要素的形状信息完全提取并恢复出

来［８］，其各阶次系数的表达式为：

犮狀 ＝
１

犔∑
犖－１

犻＝０∫
犛犻＋１

犛犻

· 狓犻＋
狓犻＋１－狓犻
犛犻＋１－犛犻

（狊－犛犻）｛ ＋

ｊ［狔犻＋
狔犻＋１－狔犻
犛犻＋１－犛犻

（狊－犛犻 ｝）］·ｅ－ｊ２狀π狓犔 ｄ狊 （４）

傅立叶级数的各系数犮狀 为复数，取其模构成向量

犆，即

犆＝ （‖犮１‖，‖犮２‖，…，‖犮犽‖） （５）

　　研究表明，这个向量与形状的尺度、方向和选

取的起点有关，为了使其具有旋转、平移和尺度的

不变性，则需要对该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傅

立叶形状描述子［４，６，９］。归一化后的傅立叶描述

子犱（犻）定义为：

犇＝ （犱（１），犱（２），…，犱（犓）） （６）

式中，犱（犻）＝‖犮犻‖／‖犮１‖，犻＝１，２，…，犓。

文献［９１１］对归一化的傅立叶形状描述子对

形状的旋转、平移和尺度不变性进行了证明。由

于傅立叶级数的各频率分量互相正交，向量中各

参数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对犿、狀两个面状要素的

相似性，可采用它们对应的归一化的傅立叶描述

子的欧氏距离来度量形状差异：

ｄｉｓ＝ ∑
犓

犻＝２

‖犱犿（犻）－犱狀（犻）‖槡
２ （７）

相似距离是形状相似程度的体现，当ｄｉｓ＝０时，

就认为两个形状完全相似，ｄｉｓ越大，物体的形状

差异越大。

１．２　线状要素傅立叶形状相似性分析模型

目前，对线状要素形状相似性分析主要有夹

角链码法［１０］和角度差值积分法［１１］两种方法。夹

角链码法的思路是：对于待比较的两曲线狊１、狊２ 分

别用犖 条等长线段来拟合，利用相邻线段之间的

夹角形成角度序列（即夹角链码），通过夹角链码

的欧氏距离来度量两者的相似性。图２中，左右

两条黑线是待比较的曲线，灰色折线是９条等长

的拟合线，拟合线形成维度为８的角度序列（β１β２

…β８）、（β′１β′２…β′８），则其相似参量易得。很显然，

犖 越大，拟合的精度越高，相似性计算越准确。

表面上看该方法在数学上是严密的，但笔者在实

验中发现对于比较的两曲线，有可能不能同时犖

等分（即使给定相当大的阈值）。笔者采用逐步逼

近方法，其步骤如下。

１）给定区间［犪，犫］（初始时犪＝０；犫为曲线的

总周长）。

２）以犱＝（犪＋犫）／２为尺长，量算的结果为狀

个尺长，余长为狊；如果狀＞犖，犪＝（犪＋犫）／２，执行

步骤３）；如果狀＜犖，犫＝（犪＋犫）／２，执行步骤３）；

如果狀＝＝犖 并且狊＞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犪＝（犪＋犫）／２，

执行步骤３）；如果狀＝＝犖 并且狊≤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则

犖 等分成功。结束。

３）如果ａｂｓ（犪－犫）＜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２，结束；否则

返回到步骤１）。对于图２，如果设定 犖＝２０，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０．５，则逼近的结果为：图２（ａ）中１９

等分剩余５．０５５ｍ，２１等分剩余１５．７６６ｍ；图２

（ｂ）中１９等分剩余７．３３６ｍ，２０等分剩余７．６６１

ｍ。即两曲线无法形成相同维数的链码，因此，用

这种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

图２　夹角链码法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ＡｎｇｌｅＣｈａｉｎＧｒａｐｈ

另一种算法———角度差值积分法是先将两线

状要素按长度进行归一化处理，平移使两条曲线

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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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点重合，计算每段折线的方位角，根据方位角计

算两线要素在不同位置的方位角差值，然后在线

要素长度上积分，得到的值越小形状相似性越强。

这种算法适合比较曲线中只存在有限几个方向的

要素，如正交建筑物的外轮廓不太适合光滑的曲

线要素。

受面状要素傅立叶形状描述子模型的启发，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傅立叶形状描述子的线状要

素形状相似性度量模型。对于图３（ａ）中的线状

要素，只需以首尾点的连线作镜像处理，就能构成

一个多边形面状要素，如图３（ｂ）。由于镜像部分

与原要素的形状完全一样，新构多边形可视为原

线状要素的对偶形状，因此，§１．１的傅立叶形状

相似性分析模型便可以纳入到线状要素的形状分

析中。但使用本模型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保证傅立

叶级数对曲线的拟合精度。从图３可以看出，傅

立叶级数展开项数犓 越大，与原曲线越逼近，但

形状描述向量的长度必须是有限的。

图３　由线状要素经过镜像处理后构成的多边形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Ｐｏｌｙｇ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ｉｒｒｏｒ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

Ａｘｉｓｏｆ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ＦｉｒｓｔａｎｄＥｎｄＰｏｉｎｔ

实验表明，对于不同规模不同复杂度的曲线，

如按同一精度拟合，其展开傅立叶的项数差别很

大。傅立叶级数各项数值，随着项数犓 的增大，

函数值的绝对值越小。本文通过控制第犓 项犡、

犢 值的分量大小来确定犓 值，可使两分量的大小

均小于地图上０．３ｍｍ，再根据比例尺换算成实

际的长度。如１∶５万地形图，｜犡｜犓、｜犢｜犓均应

小于１５ｍ。对于简单的图形（如表１中曲线１），

犓＝２０即能满足精度要求，但对于复杂的周长较

长的曲线，犓 值必须有足够的大小才能保证其精

度。表１给出了两条不同的曲线｜犡｜犓、｜犢｜犓的

变化情况。对于曲线１，当犓＝３０时，犡、犢 方向

的增量小于１５ｍ，可满足精度要求；曲线２相对曲

线１显得复杂，周长也较长，当犓＝１００时，才能满

足精度要求。傅立叶级数本质上是通过不同频率

的正弦函数和余弦函数的叠加实现形状的拟合，因

而特别适合光滑曲线的形状相似性评价，具体应用

时可将犓取较大值，再根据精度要求确定比较形

状时所需的向量长度。而夹角链码法，一旦犖 值

不能满足要求，需要重新逼近，算法的复杂度较大。

表１　不同曲线展开阶次的犡、犢 增量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ｅｏｆ犡ａｎｄ犢 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Ｔｗ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ｒｖｅｓ

序号 图形 阶次（犓） ｜犡｜犓／ｍ ｜犢｜犓／ｍ

１

１０ ８３．１７ １８９．２０

３０ ７．８７ ７．６２

５０ ０．６７ ０．１３

２

１０ １３９．３４ ２２１．３４

３０ ２３．３４ ３４．３４

５０ １４．３４ ２１．３４

１００ ７．３５ ５．３４

２　算例及其分析

选取１∶５万地形图中一条等高线，分别用间

隔取点法（犖ｔｈｐｏｉｎｔ）、定长取点法（Ｗａｌｋｉｎｇｄｉ

ｖｉｄｅｒ）、Ｌａｎｇ方法、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ｕｃｋｅｒ法、光栅法等

６种方法进行化简，调整化简参数使线要素点数

不断减少，按点数的减少量计算压缩的百分比。

表２给出了不同参数下的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ｕｃｋｅｒ法对

应的分析结果：化简后点数、与原要素的形状相似

性距离（犓＝１００）。其他５种算法也可列出同样

的表格。

表２　不同压缩比例下犇狅狌犵犾犪狊犘犲狌犮犽犲狉化简算法对应

的图形、形状相似性距离

Ｔａｂ．２　ＧｒａｐｈａｎｄＳｈａｐ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ｙＤｏｕｇｌａｓ

Ｐｅｕｃｋｅｒ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Ｄ

不同压缩量的化简图形 距离阈值／ｍ 点数 形状相似距离

０ ９７６ ０

５．０ ６１１ ０．００２３

１１．７ ４７５ ０．００３９

１５．３ ３２２ ０．０１０３

１９．５ １５０ ０．０１１７

　　以线要素点压缩的百分比为横轴，相似性距

离为纵轴，得到如图４所示的各算法对形状影响

图。就该线要素而言，随着化简层次的深入，曲线

局部弯曲逐渐剔除，其与原要素形状的相似性距

离越来越大。比较各个化简算法，Ｗａｌｋｅｒｄｉｖｉｄｅｒ

与ＬｉＯｐｅｎＳｈａｗ、Ｌａｎｇ与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ｕｃｋｅｒ算法

的形状相似性曲线接近，说明它们对形状的影响

基本一致；其中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ｕｃｋｅｒ和Ｌａｎｇ算法对

形状破坏最小，接着是光栏法和间隔取点法、

Ｗａｌｋｅｒｄｉｖｉｄｅｒ和ＬｉＯｐｅｎＳｈａｗ方法；从形状保

持性而言，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ｕｃｋｅｒ是最好的化简方法。

在具体的线要素化简中，可以选取有代表性的几

条线要素，运用多种算法化简，然后从精度、拓扑、

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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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保持性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从而选择最优

的化简算法。

图４　化简后的要素与原要素的形状相似性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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