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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定量过滤法剔除伪增量时存在的真增量被过度过滤、伪增量不能完全过滤等缺陷，结合国家１∶

５万数据库更新工程的实际需求，提出一种新的伪增量剔除方法———拓扑量化法，主要思想是结合拓扑空间

关系判断与缓冲区量化分析来识别伪增量，进而得到更加准确的增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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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上，增量可通过对两个时态数据进行“求

差”获取，在求差结果中，那些代表实际地物发生

整体或局部改变的图形差是真正的增量。但由于

不同的量测手段、成图精度、投影、数据格式等原

因，同名实体在误差允许范围内存在不同程度的

位置和几何差异［１３］，这种情况下的求差结果并不

代表地理实体发生了真正变化。本文将这种由空

间数据不一致产生的求差结果称为伪增量。伪增

量的存在干扰了变化分析及更新传播，伪增量的

识别和处理一直是空间分析、变化检测中的热点

和难点［４６］，剔除伪增量是增量识别的基础。

本文以１∶５万面状水系更新为背景，在定量

阈值的基础上，结合变化图元、不变图元之间的空

间拓扑关系定性分析，提出了一种拓扑量化的伪

增量剔除方法。

１　伪增量识别

１．１　伪增量的表现形式

由于出发点和应用角度不同，国内外学者对

伪增量的表现形式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叠加求

差是提取增量信息的主要方法［７］，多边形叠置时，

相交型多边形由于边界不一致会产生碎片［８］。本

文在面状水系数据的更新实验中，对那些叠加求

差结果非空、但并不代表空间实体发生变化的伪

增量进行总结分析，根据其产生的原因，将面目标

伪增量的表现形式分为两类：一类是空间数据整

体发生了偏移，从而导致沿目标边界方向出现狭

长条带，如图１（ａ）、１（ｂ）；另一类是由于空间目标

存在局部的小幅度偏移，导致边界相互交织而产

生多个小碎片，如图１（ｃ）、１（ｄ）。图１中，灰色虚

线、黑色实线分别表示更新前、后的目标；右斜线

表示增加部分；左斜线表示消失部分；双斜线表示

求交结果。

图１　 两种伪增量类型

Ｆｉｇ．１　Ｔｗ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Ｓｐｕｒｉｏｕｓ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ｓ

１．２　定量过滤法

在实际工程中，出于不同的应用目的，可以在

求差计算的不同阶段对伪增量进行处理，主要思

路有：① 在求差之前对参与计算的目标进行缓冲

区处理，以消除缓冲区范围内的狭长条带；② 在

求差计算过程中设置捕捉阈值，捕捉阈值确定范

围内的点，消除同名实体本身的误差；③ 在求差

后采用面积或长度阈值来过滤，能消除大量破碎

图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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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方法均是采用面积、距离等度量参数对

“差”进行量化分析，这些方法操作简单且效率较

高，但增量识别的结果存在较大的误差或错误：

① 提取的增量不准确。如对图２（ａ）、２（ｂ）两目

标求差的结果见图２（ｃ），方法①人为地扩大了狋１

时刻的目标，造成求差结果不准确，识别结果见图

２（ｄ）；方法②提取的增量与目标犗（狋１）的结点不

能贴合，见图２（ｅ），从而导致在更新流程中传播

的增量信息也是不准确的，造成增量集成困难。

② 伪增量不能完全过滤。例如，水系更新中存在

大量沿河道方向、面积超过阈值的狭长多边形。

③ 真增量被过度过滤。对于扩张支流或上下游

变化等特殊的变化类型，当其面积较小时，如图

２（ｆ），采用面积过滤很可能将真正的增量剔除。

图２　现有增量提取方法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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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拓扑量化法

在１∶５万基础地理数据库更新工程的生产

实践中，总结了需要更新的水系要素的特点：水系

要素中的水系、渠道、湖泊、水库等，在综合判调

时，采用影像与旧数据对比分析，当岸线的变化偏

移大于图上１ｍｍ，或整体上变化明显时，原则上

应予以更新。据此得到目标边界整体或局部偏移

的幅度在１ｍｍ之内的部分是伪增量，伪增量的

识别规则为：

Ｏｆｆｓｅｔ［犅＿犗（狋１），犅＿犗（狋２）］≤δ （１）

式中，Ｏｆｆｓｅｔ表示偏移计算；犅＿犗（狋１）、犅＿犗（狋２）分

别为变化前后的目标边界线；δ为偏移距离阈值，

最小图上尺寸为１ｍｍ，在１∶５万比例尺下对应

的实地偏移距离为５０ｍ。

式（１）中，需要判断目标边界线是否偏移及其

偏移量，计算量大、计算复杂，本文将其转化为相

对简单的空间关系判别。

设面目标在狋１、狋２时刻分别记为犃＿犗犻（狋１）、

犃＿犗犻（狋２），判断过程为：分别对时空目标进行求交

计算，得到不变图元犈Ｉｎｔｅｒ，如式（２）；对两时刻目

标进行求差计算，得到变化图元犈Ｄｉｆｆ，如式（３）：

犈Ｉｎｔｅｒ［犃＿犗犻（狋１），犃＿犗犻（狋２）］＝

犃＿犗犻（狋１）∩犃＿犗犻（狋２） （２）

犈Ｄｉｆｆ［犃＿犗犻（狋１），犃＿犗犻（狋２）］＝

（犃＿犗犻（狋１）＼犃＿犗犻（狋２））牔 （犃＿犗犻（狋２）＼犃＿犗犻（狋１））

（３）

　　变化图元围绕在不变图元周围，其中包含伪

增量和真增量。若变化前后目标边界的偏移距离

小于５０ｍ，那么，此时的变化图元必定落在不变

图元５０ｍ的缓冲区内，即那些完全落在不变图

元５０ｍ缓冲区内的变化图元是伪增量，否则是

真增量。

上述判断过程将线的偏移计算转化为面的叠

置计算，以及变化图元、不变图元缓冲区二者之间

的拓扑关系判断，由于同时考虑了定性的拓扑关

系和定量的缓冲区分析，本文称其为伪增量的拓

扑量化判别方法，记为：

Ｂｕｆｆｅｒ［犈Ｉｎｔｅｒ，δ］．Ｃｏｎｔａｉｎ（犈Ｄｉｆｆ）＝ Ｔｒｕｅ（４）

式（４）采用拓扑算子的表达形式，其中，Ｂｕｆｆｅｒ表

示对犈Ｉｎｔｅｒ区域构建δ范围的缓冲区，Ｃｏｎｔａｉｎ表

示包含关系的判断。

采用上述伪增量识别方法，对图２（ａ）、２（ｂ）

时空目标的不变图元构建缓冲区，如图３（ａ）中的

虚线，缓冲区与变化图元叠置，如图３（ｂ），按

式（４）判断二者的拓扑关系，剔除完全包含在缓冲

区内的图元，最终识别的增量见图３（ｃ）。

图３　增量识别思路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ｓ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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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实验与分析

２．１　数据准备

采用一幅１∶５万面状水系中的常年河作为

实验数据，更新前有３４条河流，占地１１．５４ｋｍ２

（见图４（ａ）），更新后共４２条河流，占地１１．６１

ｋｍ２（见图４（ｂ））。以狋２时刻数据为标准，对狋１时

刻数据进行投影及坐标系转换。空间目标增量的

计算是在狋１和狋２时刻实体匹配的基础上（本文对

目标匹配不作详细介绍）。

　　① 分别对更新前后的同名河流 犗犻（狋１）、

犗犻（狋２）求差，得到变化图元为 犗犻狋（ ）１ ＼犗犻狋（ ）（ ）２ 牔

犗犻狋（ ）２ ＼犗犻狋（ ）（ ）１ （见图４（ｃ））。② 逐一计算同一

河流的交集，得到不变图元∑
犿

犻＝１
犗犻狋（ ）１ ∩犗犻狋（ ）（ ）２ 。

③ 对不变图元构建５０ｍ的缓冲区 ＵｎＣｈａｎｇｅｄ＿

Ｂｕｆｆｅｒ（５０），以图４（ｃ）虚线框中的部分为例，不变图

元的缓冲区、变化图元见图４（ｄ）左图。④ 逐一判

断变化图元与缓冲区的关系，如４（ｄ）右图，完全包

含在缓冲区内的是伪增量，否则是真增量。⑤从所

有变化图元中剔除伪增量，其余部分为真正的增

量。对４（ａ）、４（ｂ）增量提取的结果见图４（ｅ）。

图４　利用拓扑量化法对面状水系进行增量识别

Ｆｉｇ．４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ｓ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ｅａｌＲｉｖｅｒｗｉｔｈ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Ｍｅｔｈｏｄ

２．２　结果分析

将本文方法的实验结果与直接求差、求差后

面积过滤两种方法的提取结果进行比较，统计结

果见表１。

表１　３种方法的实验结果分析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Ｔｈｒｅ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增量图元 过度过滤图元 伪增量图元 正确率

个数 面积 个数 面积 个数 面积 （个数）

直接求

差法
１０３９ ２．２５ ０ ０ ９９３ １．４６ ３５．１１％

面积过

滤法
１０１ １．６０ １２ ０．０５ ６７ ０．８６ ４４．８５％

拓扑量

化法
５２ ０．８４ ０ ０ ６ ０．０５ ９４．０５％

　　直接求差法识别的结果如图４（ｃ），包括１０３９

个增量图元，面积２．２５ｋｍ２，其中包括大量伪增

量，如虚线框部分在４（ｄ）中的小碎片或狭长条

带。

对求差结果采用面积过滤。１∶５万数据库

更新工程规定水体面积小于２ｍｍ２但有重要意义

的不得舍去，本文设置面积过滤的阈值为５０００

ｍ２，剔除了９３８个图元，识别出１０１个增量图元。

经人工判读，剔除的伪增量中，有１２个图元的面

积小于阈值，但其落在缓冲区之外，在客观世界中

表示河道局部发生了较大的偏离，反映了较为重

要的变化信息，不应舍去，属于正增量被过度过

滤。另外，识别的增量中尚有６７个面积狭长且超

过阈值，但完全落在缓冲区之内的伪增量。以面

积为基准，计算识别的正确率＝（识别的增量－伪

增量）／（识别的增量＋过度过滤）×１００％，面积过

滤法的正确率为４４．８５％。

对求差结果采用拓扑量化法，识别出５２个增

６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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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图元，剔除了９８７个伪增量，面积达１．４１ｋｍ２，

占求差结果的６２．６７％。在特殊情况下，当某一

变化图元的大部分均被缓冲区包含，而只有个别

结点落在缓冲区外，很可能是由于数据采集精度

导致的，理论上属于伪增量。拓扑量化法识别增

量的面积正确率达到９４．０５％。

拓扑量化法能有效识别出伪增量，相比定量

过滤法提取的结果具有更可靠的准确度。

３　结　语

本文以面状水系的实际更新工程为出发点，

提出了伪增量的概念及表现形式，采用拓扑量化

法对其进行剔除，简单有效，为空间变化分析、增

量发布、增量更新等提供了较为准确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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