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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图斑合并（聚合和融合）是专题地图综合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将小于面积阈值的图斑群的空间视觉

冲突分为四类，针对不同的类型采取不同的策略，重点讨论了邻接小图斑群的渐进式合并方法。该方法有效

地简化了整个计算过程，提高了计算效率，并使得合并前后的变化值达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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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斑布满整个制图区域的分类图是一种常见

的专题地图，为了能自动解决这种分类图的综合，

国内外学者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Ｐｅｔｅｒ和 Ｗｅｉ

ｂｅｌ提出了分类型数据综合的概念框架和相关约

束条件，而且还尝试利用矢量和栅格相结合的方

法完成综合操作［１］。目前，图斑群自动综合的研

究主要体现在以下３个方面：① 基于ＣＤＴＮ（约

束性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图斑合并的计算几何方

法［２５］；② 顾及有关规范的图斑群智能综合方

法［６８］；③ 从全局出发的图斑群合并的最优化方

法［９１１］。在分类图中，图斑群的合并一般采用计

算几何方法，但是从全局角度考虑，图斑群的合并

效果也是地图综合中必须考虑的问题。有关学者

对土地利用图已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方

法，如从土地利用数据的几何特性和拓扑特性出

发的合并方法［１２１４］；顾及土地利用数据语义的合

并方法［１５，１６］。

土地利用图斑合并既涉及到计算几何算法，

又必须考虑图斑群分布规律的保持和语义变化的

最小化，但是目前的图斑合并最优化方法是从全

图出发，且只考虑了邻接图斑的合并。实际上，图

斑合并只涉及小于面积阈值的图斑群的相关区

域。本文在考虑图斑群邻接和邻近两种空间关系

的基础上，将小于面积阈值的图斑群的空间视觉

冲突分为四类，然后针对不同的类型采取不同的

策略。当图斑群是由多个小于面积阈值的图斑组

成时，才应该考虑图斑合并前后变化值差异的全

局最优化问题。

１　空间视觉冲突类型的划分

当地图比例尺缩小时，图斑面积的大小会引

起空间视觉冲突，在地图综合中，可以定义一个空

间图形最小视觉可分辨图斑面积。另外，当地图

比例尺变小时，图斑之间的间距也有一个最小视

觉可分辨尺寸。这两种可分辨最小尺寸就是图斑

群空间视觉冲突区域确定的依据。

设原始图斑群集合为犜 ＝ ｛犜犻，犻＝１，…，

犖｝，犖 为图斑群内图斑的个数；图斑最小可分辨

面积为ε犻（犻＝１，…，犕 ），犕 为犜 中图斑的种类

数；图斑间的最小可分辨距离为犱。以ε犻为条件，

在犜中检索面积小于ε犻的所有图斑，组成图斑集

合犚 ＝ ｛犚犼，犼＝１，…，犔｝。然后按照邻近和邻接

关系对犚进行聚类，相互邻接在一起的犚犼应该聚

为一类，邻近距离小于犱的相同类型的犚犼也需要

归并为一类。按照这种方法，就可以划分出四类

空间视觉冲突区域：① 只有一个小图斑的空间视

觉冲突区域；② 只相互邻近的小图斑群；③ 只相

互邻接的小图斑群；④ 邻近和邻接关系同时存在

的小图斑群。如图１所示，其中灰颜色的图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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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面积阈值的小图斑，１、２、３、４、５表示不同类

型的图斑。

图１　空间视觉冲突区域类型

Ｆｉｇ．１　Ｔｙｐｅｓ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ｖｉｓｕ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Ｒｅｇｉｏｎｓ

对类似于面状道路的图斑，因地图比例尺缩

小所产生的空间视觉冲突类型在这里不作讨论。

２　图斑群合并的策略

从图１可以看出，为了消除空间视觉冲突，需

要利用不同的地图综合算子，即融合和聚合［１２］。

对于图１中第①类空间视觉冲突，可以通过把小

图斑合并到邻接的大图斑中来解决，在合并过程

中，必须考虑邻接图斑的类型和邻接的程度等。

利用邻接图斑类型从语义角度确定图斑类型之间

的语义距离，邻接程度是用于避免再次产生空间

视觉冲突的参数，主要指两个图斑公共弧段的长

度，该值必须大于３犱（实验中确定的经验值）。若

该图斑是可聚合的类型，则需要在其周围搜索可

聚合的对象，以便进行聚合。

对于第②类空间视觉冲突，需要考虑这个图

斑群中图斑的类型是否一致，并且是否允许被聚

合。因此，对于这类空间视觉冲突，只有图斑群中

的图斑都符合聚合条件时才能用聚合算子，否则，

转换为第①类空间视觉冲突，对各个图斑按面积

从小到大分别进行处理。

对于第③类空间视觉冲突，则显得有些复杂。

这些图斑的合并有多种选择，需要考虑图斑群变

化量的总和是否已达到最小。Ｈａｕｎｅｒｔ等尝试利

用混合整数规划的方法解决土地覆盖图综合的最

优化问题［１３，１４］。

第④类空间视觉冲突类型属于第②类和第③

类的混合类型，可以先按照第②类的处理方法剥

离出邻近小图斑集合，然后再处理剩下的第③类

空间视觉冲突。

３　图斑群的渐进式合并

人们以往都是从全图出发来求解图斑群合并

的最优化问题，但实际上，在考虑多种约束条件

后，只有第③类空间视觉冲突区域才会出现非线

性的最优化问题。为了简化此问题的求解方法，

提高土地利用图斑合并的计算效率，本文采用了

渐进式合并和再调整的优化策略。算法如下：

１）从前文可知，该冲突区域是犚的一个子集

犚′，为了提高运算速度，先对犚′中的图斑按照面

积从小到大进行排序。

２）依据第①类空间视觉冲突的处理方法对

犚′中面积最小的图斑进行合并，并保证当前合并

的最优化。

３）当一个图斑被合并后，需要从集合犚′中删

除被合并的图斑（作删除标志），并改变与之合并

的另一个图斑的几何特征和属性值。

４）重新对犚′中的图斑按面积从小到大进行

排序，已作删除标志的图斑除外，若合并后的图斑

面积大于面积阈值ε犻，也需要在犚′中作删除标

志，表示不再参与合并。

５）当被合并的两个图斑都属于集合犚′时，需

要记录它们的图斑号和合并前后的图斑类型，形

成一个集合犘。记录这些值的目的是便于调整合

并后图斑的类型。

６）判断犚′中是否还有需合并的图斑，若有，

则返回步骤１），否则，依据集合犘和原始集合犚′

的图斑邻接关系，判断是否存在３个或更多的小

图斑合并为一个大图斑的情况。

７）调整合并后大图斑的类型，使合并后的变

化值达到最小。

如图２所示，图２（ａ）是三个属性值分别为１、

２、３的小图斑，理论上，图２（ａ）合并后可能会出现

图２（ｂ）、２（ｃ）和２（ｄ）三种情况，但它们的变化程

度却不同，假设直接用属性值计算它们的变化程

度，则图２（ｂ）与图２（ａ）相比，三个小图斑（按照狓

坐标从小到大）的变化程度分别为１、０、２，所以总

的变化程度为３。依此类推，图２（ｃ）和图２（ｄ）分

别与图２（ａ）相比，变化程度分别为２和３。因而，

从图斑类型变化最小的角度来看，图２（ｃ）是最合

理的。若合并图斑中存在这种情况，则需要根据

它们最原始类型语义之间的差别选择一个最合适

的图斑类型，使合并结果达到最优。

图２　不同属性的邻接小图斑合并后的３种情况

Ｆｉｇ．２　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ｏｕｃｈｅｄ

Ｐｏｌｙｇｏｎ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通过前文所述的小图斑群渐进式合并，已记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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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了合并过程中多个小图斑合并为一个大图斑的

情况。为了说明该处的最优化处理方法，设合并

后的大图斑内包含了犿个小图斑，每个图斑的原

始类型为犆犻犼（犻＝１，…，犿；犼＝１，…，狀，其中，狀为

图斑类型数），每个图斑的面积为犃犻（犻＝１，…，

犿），这犿个小图斑的图斑类型集合为犆犆，则图斑

群合并的最优化控制目标为：

ｍｉｎ∑
犿

犻＝１

犆犻犼－犆犆犻犽 ·犃犻／∑
犿

犻＝１

犃犻 （１）

其中，犆犻犼－犆犆犻犽 表示两个类型之间的语义距

离，采用文献［１６］中的方法，通过计算语义相似度

求得。约束条件是：犆犆犻犼∈犆犆，犆犆犻犽∈犆犆，犆犆犻犼≠

犆犆犻犽，１≤犼≤狀；１≤犽≤狀。理论上，第犻个图斑的

原始类型犆犻犼可以转换为集合犆犆 中的任何一类，

在渐进式合并过程中已记录了该大图斑可转换的

图斑类型集合。由于这犿 个小图斑的面积都比

较小，可以认为面积近似相等，因此，最优化控制

目标函数（１）可转换为：

ｍｉｎ∑
犿

犻＝１

１

犿
· 犆犻犼－犆犆犻犽 （２）

　　由于合并后的大图斑内所包含的小图斑数很

有限，所以可以采用枚举法计算最优解，从而得到

合并后的大图斑的图斑类型。若大图斑所包含的

小图斑数比较多，则应适当缩小最小图斑的面积

阈值，再进行渐进式合并。也就是说，当图斑群合

并的比例尺跨度比较大时，应当选择一个或多个

过渡性比例尺进行图斑群合并。

４　图斑群合并的实验

图斑群合并过程中涉及到很多约束条件，这

些约束条件在本实验中采用“参数表”方法表示。

本实验数据是县级土地利用图，初始比例尺为

１∶１万，综合后比例尺为１∶７．５万。依据图斑群

合并的需要建立约束条件表，主要考虑最小阈值

和聚合的条件。该实验由 ＡｒｃＧＩＳＥｎｇｉｎｅ ＋

ＶｉｓｕａｌＢａｓｉｃ开发的软件完成，其主要流程如图３

所示。渐进式图斑合并体现为空间视觉冲突类型

③的处理，依据图斑面积的排序，对图斑进行渐进

式合并。当该类型的一个图斑群中图斑数量超过

一个限定值时，可以先缩小图斑的面积阈值，重新

划分空间视觉冲突类型，以便提高图斑合并的效

率。也就是说，图３中对空间视觉冲突类型①、

②、③和④的处理可以是一个渐进过程。由于该

实验中地图的比例尺跨度不大，因此只对类型③

的渐进式处理进行了实验。

图３　土地利用图斑群合并的数据流程

Ｆｉｇ．３　ＤａｔａＦｌｏｗ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ＰｏｌｙｇｏｎＧｒｏｕｐｓ

　　图４是选取实验中的两块局部地区综合前后

的对比图。为了表达清楚，在此将图４（ｂ）和图４

（ｄ）放大了７．５倍。实验过程严格按照县级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进行编制［１７］，但为了图形

表达清晰，将图４中的图斑依据土地利用类型的

不同采用不同的晕线表示。

在图４（ａ）中，图斑１为耕地，与之相邻接的

只有图斑２，所以将图斑１合并到图斑２中，见图

４（ｂ）中的图斑１１，这属于第①类空间视觉冲突。

图斑３、４为农村居民点，由于它们之间有河流存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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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以无法对其进行聚合，只能分别按照第①类

空间视觉冲突类型的处理方法进行合并，将图斑

３合并到图斑７中，图斑４合并到图斑６中，见图

４（ｂ）中的图斑１２和１３。图斑８、９、１０均为小于

上图面积的农村居民点，且图斑间距小于犱，所以

综合时将它们进行聚合，见图４（ｂ）中的图斑１４，

这属于第②类空间视觉冲突。

图４　土地利用图斑综合前后的对比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在图４（ｃ）中，图斑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为相

互邻接的均小于上图面积的小图斑群，它们的土

地利用类型分别为坑塘水面、园地、农村居民点、

林地、建制镇、农村居民点，按照第③类空间视觉

冲突的解决方法，将图斑按面积从小到大进行渐

进式合并。经实验，综合后，土地类型转变为农村

居民点所引起的变化量最小，如图４（ｄ）中的图斑

２１所示。

５　结　语

本文将小图斑群的空间视觉冲突类型划分成

四类，使解决的问题更有针对性，然后对不同的类

型采用了不同的图斑合并策略。与从全图角度计

算图斑群合并的最优化方法相比，计算效率更高，

因为综合过程中只需要处理图斑空间视觉冲突部

分，所以本文所采用的方法仍然达到了全局优化

的综合结果。从实验结果来看，同一幅图，其计算

效率平均提高约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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