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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二型模糊集的犆均值聚类方法对全球时序海表温度数据进行了聚类分析，得到全球海表温度异

常的典型聚类模式，并从聚类中心挖掘出潜在的海洋气候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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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表温度（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ＳＴ）是

地球气候系统的重要指标，对全球海表温度聚类

可以发现全球海表温度异常的聚类模式，有利于

研究海陆气候变化的关联关系。利用空间数据挖

掘和知识发现可以从数据库中自动或半自动地挖

掘事先未知却潜在有用的空间模式［１］。国内外学

者对海表温度进行聚类分析的研究还不多［２６］。

ＶｉｐｉｎＫｕｍａｒ教授领导的研究组使用犓 均值聚

类得到全球海表温度聚类模式［２］，并使用共享最

近邻（ｓｈａｒｅｄｎｅａｒ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ＳＮＮ）聚类方法发现

潜在的海洋气候指数［７］。而时序海表温度聚类中

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需要使用考虑不确定性的聚

类分析方法。在硬聚类的迭代过程中，每个数据

对象对聚类中心的计算起到了同等的作用，由此

得到的聚类中心很难反映类别的典型特征。因

此，使用硬聚类方法进行海表温度聚类分析虽然

可以发现全球海表温度异常在空间上的大致分

布，却难以得到更具典型性的聚类模式。模糊聚

类能够得到样本属于各个类别的不确定性程

度［８］，表达类别归属的模糊性，将其应用于海表温

度聚类中能得到全球海表温度的典型聚类模式。

相对于一型模糊集，二型模糊集引入次隶属度衡

量隶属度的不确定性，能够处理更高阶的模糊性，

意味着具有更强的处理不确定性问题的能力［９］。

Ｈｗａｎｇ和Ｒｈｅｅ使用两个模糊加权因子犿１和犿２

构造区间二型模糊集，在模糊犆均值（ＦＣＭ）算法

的基础上将隶属度扩展为一个区间，提出基于区

间二型模糊集的ＦＣＭ 聚类算法（ＩＴ２ＦＣＭ）
［１０］，

成功处理了ＦＣＭ 中模糊加权因子犿 的不确定

性。ＩＴ２ＦＣＭ与ＦＣＭ 的聚类过程基本类似，不

同之处在于迭代过程中将隶属度从一个确定的值

变为一个区间，并使用计算区间二型模糊集质心

的方法计算聚类中心，其类别判断的过程则是一

个降型和解模糊的过程。在数据结构较复杂、类

别的形态和密度未知时，使用基于二型模糊集的

犆均值聚类方法比传统的ＦＣＭ 聚类方法更加有

效。因此，本文采用基于区间二型模糊集的犆均

值（ＩＴ２ＦＣＭ）聚类方法对时序海表温度数据进行

数据挖掘。

１　全球海表温度聚类分析

１．１　时序海表温度的去季节性处理

一般来说，地球科学家对一些非季节性变化

规律更加感兴趣［２］，而时序数据中存在起主导作

用的季节性变化特征掩盖了其他的变化规律。另

外，时序数据具有较强的时间自相关性，将对聚类

分析产生不利影响。去季节性处理可以从时序数

据中去除季节性特征，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少

时间自相关［３］。如图１（ａ）所示为原始的时间序

列，可以看到季节性变化非常明显。

本文使用零均值规范化方法对时序数据进行

去季节性处理。该方法对于各月的数据计算该月

的多年数据的均值和标准差，然后用原始数据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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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该月的均值并除以标准差，得到规范化处理后的

数据。图１（ｂ）为使用零均值规范化方法进行去季

节性处理后的海表温度时间序列，可见去季节性处

理消除了季节性因素和数据中的时间自相关。

图１　零均值规范化处理

Ｆｉｇ．１　ＭｏｎｔｈｌｙＺＳｃｏｒｅ

１．２　时序海表温度聚类的不确定性处理

在全球海表温度聚类中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首先，数据中存在大量噪声，如高纬度地区的海洋

长年处于极低温状态，海表温度基本保持不变，因

此海表温度异常为零，这些地区的时序海表温度

数据无法反映海表温度异常，此外还存在其他偶

然因素造成的噪声数据。其次，有些格网点属于

孤立点，并不属于某一种群聚模式，使用硬聚类方

法很难将其分离。因此，在全球时序海表温度数

据中存在大量无法反映典型聚类特征的数据。针

对时序海表温度聚类中的不确定性问题，采用模

糊聚类的方法进行聚类分析。为每个格网点上的

时序海表温度赋予隶属度，用来衡量其在归属类别

中的典型性，那些具有较高隶属度的时序海表温度

具有较高的典型性，更有价值。因此，使用模糊聚

类可以得到全球海表温度的典型聚类模式。

１．３　时序海表温度的聚类分析

采用１９８１～２００７年的月平均全球最优插值海

表温度ＮｅｔＣＤＦ数据，该数据为经纬度１°×１°全球

格网点数据。另外，本文还收集了ＰＤＯ、ＡＮＯＭ１

＋２、ＡＮＯＭ３、ＡＮＯＭ３．４、ＡＮＯＭ４等几种基于海

表温度异常的海洋气候指数进行辅助分析。

在聚类分析中，常用欧氏距离法衡量样本之

间的相似性。然而，时序海表温度聚类分析的对

象为经过去季节性处理后的时间序列，其反映海

表温度异常的变化，因此这些时间序列之间的相

似性应主要体现变化特征的相关，对时序海表温

度的聚类就是寻找具有相关变化特征的时间序列

的过程。因此，使用相关系数衡量时序数据间的

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度量方法考虑了时序数据的

全局变化特征［１１］。式（１）为时序海表温度的皮尔

森相关系数的计算公式［２］：

狉＝∑
犻

（狓犻－珚狓）（狔犻－珔狔）／

∑
犻

（狓犻－珚狓）
２

∑
犻

（狔犻－珔狔）槡
２ （１）

其中，犡＝（狓１，狓２，…，狓３１２），犢＝（狔１，狔２，…，狔３１２），

分别为两个不同格网点上的去季节性后的海表温

度时间序列；狓犻和狔犻 是时间序列犡 和犢 对应时

间犻的海表温度值；珚狓和珔狔 分别为两个时间序列

的均值；狉是犡 和犢之间的相关系数，－１≤狉≤１。

如果聚类对象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大，则表明这些

区域海表温度的变化规律之间具有较高的相似

性，通常将这些对象聚成一类。

采用零均值规范化方法对海表温度时序数据

进行去季节性处理，使用时序海表温度之间的相

关系数作为聚类分析中的相似性度量方法，在此

基础上使用基于区间二型模糊集的犆均值聚类

方法将全球时序海表温度聚为５０类，如插页Ⅲ彩

图１所示。其中，水平轴和垂直轴分别表示经度

和纬度，右侧的颜色条显示的不同颜色表示不同

的类，属于同一类格网点上的海表温度的变化的

相关性较强。

聚类分析的结果可以反映全球海表温度异常

的群聚模式。模糊聚类使用隶属度衡量类属的典

型性，在时序海表温度的模糊聚类中，隶属度越

大，该时间序列更能典型代表其所属类别的特征。

因此，在插页Ⅲ彩图１所示的聚类结果的基础上，

保留隶属度较大的格网点进行显示，由此得到的

海表温度群聚模式能体现全球海表温度异常的典

型分布。插页Ⅲ彩图２所示为设置隶属度阈值为

０．５的聚类结果，图中用不同颜色显示不同类别，

相同颜色表示的块状区域表示一种聚类模式。通

过模糊聚类，在世界上许多区域形成了海表温度

异常的聚类模式，每种聚类模式代表一种典型的

海表温度异常现象。通过模糊聚类得到的聚类中

心能够总体反映聚类模式所覆盖区域的海表温度

异常的时间序列。

使用插页Ⅲ彩图２所示的典型聚类模式，将

聚类中心与海洋气候指数进行相关分析。插页Ⅲ

彩图３显示了几个与厄尔尼诺指数（ＡＮＯＭ１＋２、

ＡＮＯＭ３、ＡＮＯＭ３．４、ＡＮＯＭ４）相关性较大的类

别，插页Ⅲ彩图３（ｃ）中用颜色显示类３１，其聚类

中心与ＡＮＯＭ１＋２的相关系数达到０．９３３８，与

ＡＮＯＭ３的相关系数达到０．８８１９；彩图３（ｅ）中

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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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颜色显示类１７，其聚类中心与ＡＮＯＭ３的相关

系数达到０．８４０５，与 ＡＮＯＭ４的相关系数达到

０．９２６５，与ＡＮＯＭ３．４的相关系数达到０．９４５１。

插页Ⅲ彩图３中显示的相关分析结果能够验

证海表温度模糊聚类分析的有效性。众所周知，

厄尔尼诺常常会使北美地区当年出现暖冬，南美

沿海持续多雨；英国的科学家曾指出，拉尼娜现象

将使北美洲的西部地区、南美洲及非洲东部地区

面临干旱威胁；厄尔尼诺现象往往造成南美西岸

持续大雨、东南非洲大范围干旱，并常给北美西岸

地区造成频繁的强风暴活动［１２］。插页Ⅲ彩图

３（ａ）、３（ｂ）所显示的类覆盖了北美西岸，彩图３（ｃ）

显示的类覆盖了南美洲的西海岸，彩图３（ｄ）则显

示了非洲东部海岸，这些相关分析的结果验证了

已知的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的地区。同时，插页

Ⅲ彩图３（ｃ）和３（ｅ）所示的类别与厄尔尼诺指数

的相关系数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这两个类别

所覆盖的区域与定义厄尔尼诺指数的地理位置基

本一致，可以认为是对厄尔尼诺指数的重现。插

页Ⅲ彩图３（ｆ）、３（ｇ）、３（ｈ）分别显示了通过模糊

聚类得到的类３１与 ＡＮＯＭ１＋２指数、类１７分

别与 ＡＮＯＭ４指数和 ＡＮＯＭ３．４指数的时间序

列曲线图，可以看到，它们的相似度很高，其变化

趋势基本一致。

相比犓 均值聚类，本文所采用的基于二型模

糊集的犆均值聚类方法能够得到更具典型性的

ＳＳＴ聚类中心。分别使用模糊聚类和犓 均值聚

类得到ＳＳＴ聚类中心，与各厄尔尼诺指数进行相

关分析，表１给出了两种方法得到的两组聚类中

心分别能达到的最高相关系数，可以看到，使用模

糊聚类得到的聚类中心能够与厄尔尼诺气候指数

达到更好的相关性，这在插页Ⅲ彩图３中的时间

序列曲线图中也得到了体现。

表１　聚类中心与气候指数的最大相关性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ｒ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ｓ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Ｉｎｄｉｃｅｓ

ＰＤＯ
ＡＮＯＭ１

＋２

ＡＮＯＭ

３

ＡＮＯＭ

３．４

ＡＮＯＭ

４

犓均值聚类 －０．６５１６ ０．９０３７ ０．８６５１ ０．８８１３ ０．８２６０

二型模糊犆
均值聚类

－０．７７７９ ０．９３３８ ０．８８１９ ０．９４５１ ０．９２６５

　　综上所述，相比传统的硬聚类方法，使用基于

二型模糊集的犆均值聚类方法对全球时序海表

温度进行聚类分析更加有效，得到的聚类中心可

以反映全球海表温度异常的典型分布，利用这种

典型聚类模式研究全球气候变化更有意义。

２　挖掘海洋气候指数

ＶｉｐｉｎＫｕｍａｒ教授领导的研究组使用ＳＮＮ

聚类方法发现了一些潜在的海洋气候指数［３］。

ＳＮＮ聚类方法可以自动获取聚类数目，并且得到

地理上连续的聚类。然而，这种方法不能直接处

理时序海表温度聚类中的不确定性，往往得到数

目繁多的聚类模式，需要进行大量的筛选。本文

使用模糊聚类方法可以直接得到具有典型性的海

表温度聚类模式，从得到的聚类中心中挖掘出新

的海洋气候指数。

在全球较大范围内，如果ＳＳＴ聚类中心与陆

地气温的相关性更大，则此ＳＳＴ聚类中心可以作

为已知海洋气候指数的变体，或者可以视为潜在

的候选海洋气候指数。因此使用全球时序陆地气

温数据作为辅助，计算各海表温度聚类中心与全

球陆地气温的相关系数，从而找出对陆地区域影

响较广的ＳＳＴ聚类中心，在此基础上，比较ＳＳＴ

聚类中心与海洋气候指数对陆地气温的影响大

小，从而挖掘出潜在的海洋气候指数。实验框架

如图２所示。

图２　发现海洋气候指数实验框架

Ｆｉｇ．２　ＦｒａｍｅｏｆＯｃｅａ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Ｉｎｄｉｃｅｓ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２．１　挑选候选聚类中心

海洋气候指数对陆地气候具有指示作用，与

陆地气温相关性较好，插页Ⅲ彩图４显示了厄尔

尼诺指数ＡＮＯＭ４与全球陆地气温的相关性，每

个陆地格网点对应一个相关系数值，右侧的颜色

条指示相关系数的大小，横纵坐标分别为经度和

纬度。可以看到，ＡＮＯＭ４指数与地球上某些区

域陆地气温的相关性较好，特别是受厄尔尼诺现

象影响较大的区域，如南美洲西南部、非洲东北

部、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北部等。

为了探知海表温度聚类中心对陆地气温的影

响范围，计算海表温度聚类中心与陆地气温的相

７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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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数。如插页Ⅲ彩图４所示，与海洋气候指数

的相关系数大于０．２的地区的相关性相对更显

著，因此统计与每个ＳＳＴ聚类中心的相关性大于

０．２的陆地格网点的个数，得到的直方图如图３

所示，横坐标为ＳＳＴ聚类中心的标号，纵坐标为

与ＳＳＴ聚类中心的相关性大于０．２的陆地格网

点个数。为了评判ＳＳＴ聚类中心的影响范围的

大小，将已知海洋气候指数作为参照，故将海洋气

候指数也列入直方图，横坐标中的５１、５２、５３、５４

分别代表ＰＤＯ指数、ＡＮＯＭ１＋２指数、ＡＮＯＭ３

指数、ＡＮＯＭ４指数。从图３可以看出，海洋气候

指数对应的陆地格网点数均大于３００。对ＳＳＴ聚

类中心来说，与陆地气温具有较大相关性的陆地

区域越大，该聚类中心越有可能成为潜在的气候

指数。因此，挑选出图中对应陆地格网点数大于

３００的聚类中心，认为这些聚类中心对陆地气候

的影响较广，作为后续分析的候选ＳＳＴ聚类中

心。可以从候选聚类中心中发现已知海洋气候指

数的变体和潜在的海洋气候指数。

图３　相关性大于０．２的陆地格网点统计直方图

Ｆｉｇ．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ＬａｎｄＧｒｉｄＰｏｉｎｔｓ

Ｗｈｏｓ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０．２

２．２　挖掘海洋气候指数

２．２．１　挖掘已知海洋气候指数的变体

与海洋气候指数的相关性较大（大于０．４小

于０．８）的聚类中心可能与海洋气候指数体现了

相似的气候现象，但是这样的聚类中心依然是有

价值的，它们可能是已知海洋气候指数的变体。

特别是在一些陆地区域，相比海洋气候指数，某些

ＳＳＴ聚类中心与陆地气温的相关性更大，并且具

有较大的覆盖范围。

为了将ＳＳＴ聚类中心与海洋气候指数进行

比较，如果聚类中心与陆地气温的相关性更大，则

将相关系数显示为正数；如果海洋气候指数与陆

地气温的相关性更大，则将相关系数显示为负数，

用颜色条指示不同等级的相关系数值。

如插页Ⅲ彩图５（ａ）、５（ｂ）、５（ｃ）和５（ｄ）显示

了类４５与海洋气候指数的比较，右侧的颜色条指

示相关系数的大小，红色表示聚类中心与陆地气

温的相关性更大，蓝色表示海洋气候指数与陆地

气温的相关性更大。插页Ⅲ彩图５（ｅ）用颜色显

示的区域为类４５的地理位置。可以明显看出，在

非洲的大部分地区、西欧、南美洲东部和澳大利亚

南部地区，类４５与陆地气温的相关性比海洋气候

指数与陆地气温的相关性更大。插页Ⅲ彩图５（ｆ）

为类４５的ＳＳＴ聚类中心的时间序列曲线图，将

其与基于海表温度异常的海洋气候指数的曲线图

进行比较，可以看到，聚类中心４５反映了厄尔尼

诺指数所体现的几次典型的海表温度异常，同时

还反映了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的一次海表温度的陡然

增温，这是已知海洋气候指数所没有体现的。

因此，类４５可以作为已知海洋气候指数的变

体，在研究非洲地区、西欧、南美洲东部和澳大利

亚南部海岸等地区的气候变化时，可以采用类４５

对应的ＳＳＴ聚类中心的时间序列作为厄尔尼诺

指数的变体，研究海陆气候变化的关系。

２．２．２　挖掘潜在的海洋气候指数

与海洋气候指数的相关性小于０．４的ＳＳＴ

聚类中心可能代表新的海洋气候现象，从这些聚

类中心中可能发现潜在的海洋气候指数。插页Ⅳ

彩图６为类２６与海洋气候指数的比较，可以看

到，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印度、中国西南部、南美洲

的少部分地区，类２６的影响比较显著，相关性胜

过几个海洋气候指数。插页Ⅳ彩图６（ｄ）为类２６

的地理位置，彩图６（ｅ）为类２６的ＳＳＴ聚类中心

的时间序列曲线图，将其与基于海表温度异常的

海洋气候指数的时间序列曲线图进行比较，可以

看到，聚类中心２６反映了１９８６年的一次海表温

度的陡然下降、１９９９年海表温度的一次陡然上升

以及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海表温度的一次陡然下降，这

是已知海洋气候指数所没有体现的。类似地，插

页Ⅳ彩图７、彩图８分别显示了类４１、类３７与海

洋气候指数的比较。这些海表温度聚类模式可以

视为潜在的海洋气候指数。

通过以上分析，从海表温度聚类模式中挖掘

出了已知海洋气候指数的变体以及潜在的基于海

表温度异常的海洋气候指数。特别是在研究非洲

地区、南美洲东北部、澳大利亚北部、东南亚、印度

尼西亚、印度、俄罗斯东部、北美洲南部和欧洲的

某些国家的气候变化时，可以考虑使用这些ＳＳＴ

聚类中心的时间序列作为潜在的海洋气候指数研

究海陆气候的变化关系。

３　结　语

本文使用模糊聚类的方法对全球海表温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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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聚类分析，已知海洋气候指数得到了重现，验

证了模糊聚类的有效性。从模糊聚类得到的聚类

模式中，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挖掘出了新的可以

作为潜在的海洋气候指数的ＳＳＴ聚类中心，这些

聚类中心与陆地气温的相关性较好，可以对较大

范围陆地区域的气候产生影响。本文使用模糊聚

类方法挖掘出了新的海洋气候指数，但是仍存在

许多不足，如使用二型模糊犆均值聚类方法对全

球海表温度进行聚类的算法效率较低。本文使用

的是长时间序列的月平均数据研究大尺度的全球

气候变化，今后可以在此基础上使用高分辨率的

海表温度数据或其他变量，综合多种陆地气候变

量进行分析，并可考虑时滞效应，使用本文得到的

ＳＳＴ聚类中心和潜在的海洋气候指数研究局部

地区的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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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斑群合并的渐进式方法研究

郭庆胜１，２　王晓妍１　刘纪平３

（１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２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３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西路２８号，１００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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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地图综合；图斑合并；图斑群；空间视觉冲突；渐进式合并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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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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相似性度量的不同比例尺地图
数据网状要素匹配算法

安晓亚１　孙　群１　尉伯虎２

（１　信息工程大学测绘学院，郑州市陇海中路６６号，４５００５２）

（２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西安市，７１００２４）

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相似性度量的不同比例尺地图数据网状要素匹配算法。首先进行结点、弧段的粗匹

配，然后利用结点弧段拓扑关系的相似性和离散Ｆｒéｃｈｅｔ距离进行精确匹配，匹配过程将几何、语义、拓扑、结

点和弧段匹配有效结合起来，最后以可视化方式将不同匹配结果进行显示，以便人机交互。实验表明，该算法

可有效地匹配各种复杂情况下的同名道路，并提高匹配的正确率和速度。

关键词：数据集成；相似性度量；地图匹配；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离散Ｆｒéｃｈｅｔ距离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网状要素匹配历来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文

献［１］利用弧段的末端点先进行结点匹配，然后进

行弧段匹配，该方法仅对１∶１匹配有效，对１∶犖

匹配效果不好；Ｄｅｖｏｇｅｌｅ
［２］和 Ｍｕｓｔｉèｒｅ

［３］虽然将

结点与弧段匹配相结合，但在确定初始匹配候选

集时需进行全图幅比较，耗时较长，且没有考虑和

度量弧段的几何相似性，导致对结果集中的多目

标难以取舍；文献［４］利用迭代方法来优化道路数

据的匹配，并将１∶犖 匹配转化为更多的１∶１匹

配，算法较易实现，但耗时较长［４］；Ｚｈａｎｇ
［５］、Ｈｕ

［６］

和应申［７］利用缓冲区增长的方法寻找候选匹配弧

段集合，但复杂线实体的缓冲区难以构建，且缓冲

距不好控制；文献［８］提出了一种多尺度道路网的

距离匹配算法［８］，该算法的复杂度小，但匹配的成

功率有待提高。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相

似性度量的多尺度网状要素匹配算法。

１　网状要素匹配的具体实施方法

１．１　结点与弧段的粗匹配

设犃１ 是 Ｎｅｔ１（小比例尺要素集合）中的弧

段，犃２ 是Ｎｅｔ２（大比例尺要素集合）中的弧段，犖１

为Ｎｅｔ１ 中的结点。粗匹配的目的是在Ｎｅｔ２ 中寻

找与犃１ 或 犖１ 有可能匹配的弧段和结点集合。

结点粗匹配以犖１ 为圆心、阈值狉为半径画圆，落

在圆内属于 Ｎｅｔ２ 的结点集合即为犖１ 的候选匹

配结点集合。弧段粗匹配与结点粗匹配类似，对

于犃１，仅考虑与其在空间位置上邻近的 Ｎｅｔ２ 中

的弧段集合。两线目标之间邻近距离的度量可采

用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来度量
［３］。

以图１为例，弧段犃１ 与犃２ 的距离不能以传

统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 ＤＨ（犃１，犃２）来度量（距离过

大），文献［３］用犱２ｍａｘ度量，但在大比例尺数据中，

线目标的局部变形程度很大，利用犱２ｍａｘ也不足以

体现犃１ 与犃２ 的整体接近程度，因此，本文采用

计算集合犇２（犃２，犃１）的中位数犱２ｍｅｄｉａｎ（即将犇２

（犃２，犃１）中的所有元素从小到大进行排序，然后

取中间值）来度量犃１ 与犃２ 之间的距离，将这种

距离称之为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中位数距离。对于犃１，先

根据其扩展的最小外包矩形ＥＭＢＲ在Ｎｅｔ２ 中确

定初始搜索弧段集合犇（犇Ｎｅｔ２，且犇ＥＭ

ＢＲ），ＥＭＢＲ是指在犃１ 的最小外包矩形的横向

和纵向加一个犇ｍａｘ值（犇ｍａｘ是 Ｎｅｔ１ 与 Ｎｅｔ２ 相对

偏移的最大距离），然后确定犇 中所有可能与犃１

相匹配的候选弧段集合，犇中凡是到犃１ 的犱２ｍｅｄｉａｎ

距离小于犇ｍａｘ的皆可看作与犃１ 是粗匹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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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三种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

Ｆｉｇ．１　Ｔｈｒｅｅ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

１．２　结点弧段拓扑关系的相似性度量与结点精

确匹配

结点犖１ 与结点犖２（犖２∈Ｎｅｔ２）是否精确匹

配取决于二者拓扑关系的相似值。设与犖１ 相联

结的弧段数为犕１，与犖２ 相联结的弧段数为犕２，

犕１ 中 与 犕２ 中 是 粗 匹 配 关 系 的 弧 段 对 数

目为犕，则与犖１、犖２ 相关的结点弧段拓扑关系

的相似性可用下式来度量：

Ｓｉｍ犖
１
，犖
２
＝犕／ｍａｘ（犕１，犕２） （１）

犖１、犖２ 之间的匹配关系与ｓｉｍ犖
１
，犖
２
值之间的关系

分以下几种情况：① 若ｓｉｍ犖
１
，犖
２
＝１，则犖１ 与犖２

为“完全匹配”，如图２（ａ）、２（ｅ）所示；② 若

０＜ｓｉｍ犖
１
，犖
２
＜１，且 犕１＝犕，犕２＞犕１，犖１ 与 犖２

为“完全匹配”，如图２（ｂ）所示；③ 若０＜ｓｉｍ犖
１
，犖
２

＜１，且 犕１≠犕，犖１ 与 犖２ 为“可能匹配”，如图

２（ｃ）、２（ｄ）所示；④ 若ｓｉｍ犖
１
，犖
２
＝０，犖１ 与犖２ 为

“不可能匹配”，如图２（ｆ）所示；⑤ 即使ｓｉｍ犖
１
，犖
２
＝

１，还应考虑特殊情况，即弧段排列顺序的一致性，

如图２（ｇ）所示，若犪１、犫１ 和犮１ 按顺时针方向排

列，而犪２、犫２ 和犮２ 恰好相反，则犖１ 与犖２ 是“可能

匹配”。

图２　拓扑相似与结点匹配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ａｎｄＮｏｄ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图３是结点精确匹配类型，图３（ａ）是１∶０匹

配，图３（ｂ）和图３（ｃ）属于１∶１匹配。当候选结点

中有多个结点与已知结点完全匹配时（图３（ｄ）），

此时该结点与另外两结点都有可能匹配。对于图

３（ｅ），可以将Ｎｅｔ２ 中所有“可能匹配”的候选结点

和与之联结的弧段都连接起来，将整体看作一个

“超结点”犌２，转换为１∶１匹配关系再进行匹配。

图３　结点精确匹配的类型

Ｆｉｇ．３　ＴｙｐｅｓｏｆＮｏｄｅ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１．３　弧段间的相似性度量与弧段的精确匹配

对给定Ｎｅｔ１ 中的某一弧段犃１，要在Ｎｅｔ２ 中

寻找一个或数个与其匹配的弧段，图４是具体流

程。在图４中有可能出现以下情况及处理方法。

１）情况１和情况２（图５（ａ））：犃１的首末端点犫

和犮在Ｎｅｔ２ 中没有找到一个与之完全匹配或可能

匹配的结点时，须沿犫和犮合并与犃１ 具有相同编

号或等级的道路，形成新的犃１。如果合并了其他

道路，则返回①，此为情况１（合并了犪犫和犮犱）；如果

没有合并到其他道路，则直接执行②，此为情况２。

２）情况３和情况４（图５（ｂ））：犃１ 的首末端点

犪和犫在Ｎｅｔ２ 中仅找到一个与之完全匹配或可能

匹配的结点时，须沿另一端点犫合并与犃１ 具有相

同编号或等级的道路，形成新的犃１。如果合并了

其他道路，则返回①，此为情况３（合并了犫犮）；若没

有合并到其他道路，则直接执行②，此为情况４。

３）情况５（图５（ｃ））：犃１ 的首末端点犪和犫在

Ｎｅｔ２ 中各找到与之完全匹配或可能匹配的结点犮

和犱时，以犮为起点，犱为末点，将犮与犱 之间的

候选弧段串连成路径，这些路径包括犮犳犵犻犱、犮犳

犺犻犱、犮犳犵犺犻犱和犮犳犺犵犻犱。然后在这些路径中寻找

与犃１ 在形状、距离、方向和长度上最相似的路

径，即为最终匹配结果，在图５（ｃ）中是路径犮犳

犵犻犱。如果结点犪与犮、犫与犱 是完全匹配，则犃１

与犮犳犵犻犱也是完全匹配（情况７）；如果结点中至

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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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一个是可能匹配，则犃１ 与犮犳犵犻犱也是可能

匹配（情况８）。

４）情况６（图５（ｃ））：首端点犪对应的匹配结

点为犮和犼，末端点犫对应的匹配结点为犱 和犽，

此时须在情况５的基础上将路径犼犽纳入相似性

度量的范围。

图４　弧段精确匹配的流程

Ｆｉｇ．４　Ａｒｃｓ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图５　弧段精确匹配的各种情况

Ｆｉｇ．５　ＣａｓｅｓｏｆＡｒｃｓ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综上所述，度量弧段之间的相似性是弧段精

确匹配的关键，这里采用离散Ｆｒéｃｈｅｔ距离
［９］来

度量弧段之间的相似度。

２　实验及分析

为检验本文方法的有效性，以道路网为例，最

初的实验区域大小为：在１∶５０万地图上为１／３６

区域，在１∶２５万地图上为１／９区域。两种数据

源分别为２００８年的１∶５０万数据和２００５年的１

∶２５万数据，根据元数据，两种数据是来自不同

部门、不同时间生产的数据。

２．１　匹配结果的评价标准

以查准率和查全率来定量评价匹配结果。查

准率和查全率都是在“确定”情况下计算得到的，

在本文中，实体匹配与否还存在“可能匹配”。为

此，参考文献［３］，将其分为“悲观”和“乐观”两种

情况，记犘ｐｅ、犘ｏｐ分别为“悲观”（将“可能匹配”视

为不匹配）和“乐观”（将“可能匹配”视为完全匹

配）的查准率，犚ｐｅ、犚ｏｐ分别为“悲观”和“乐观”的

查全率，狀１、狀２ 分别为匹配结果集中“完全匹配”

和“可能匹配”的实体对的数目，狉１、狉２ 分别为狀１、

狀２ 中匹配正确的实体对的数目，狀３ 为两种数据源

中同名实体对的数目（即客观存在的实体对的数

目），则“悲观”、“乐观”的查准率和查全率分别定

义为：犘ｐｅ＝（狉１／狀１）×１００％，犘ｏｐ＝（（狉１＋狉２）／（狀１

＋狀２））×１００％，犚ｐｅ＝（狉１／狀３）×１００％，犚ｏｐ＝（（狉１

＋狉２）／狀３）×１００％。

２．２　匹配的实施与结果分析

１）阈值狉的确定。狉是结点和弧段粗匹配过

程中结点的搜索半径，本实验区域中，狉取 Ｎｅｔ１

与Ｎｅｔ２ 中结点的最大偏移程度，１∶５０万图上距

离约为１．３ｍｍ（实地距离为６５０ｍ）。

２）统计结果。最终数值结果统计如表１所

示。与“悲观”统计结果相比，“乐观”统计结果提

高了查全率，但降低了查准率，原因是“可能匹配”

集合里存在一定数量的错误匹配。在具体实践

中，要按“悲观”统计结果进行人机交互，即将“可

能匹配”结果以不同的颜色进行可视化，然后进行

人工检查判断，这样可以提高匹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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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匹配结果统计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ｏｆ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道路网长

度／ｋｍ

结点

数

道路

数

匹配结果 悲观结果／％ 乐观结果／％

狀１ 狉１ 狀２ 狉２ 狀３ 犘ｐｅ 犚ｐｅ 犘ｏｐ 犚ｏｐ
耗时／ｓ

匹配速度

／条道路／ｓ

１∶５０万数据 ５６８．７２ ８２ ９８

１∶２５万数据 ９３２．７０ １９６ ２１６
７１ ７０ ２１ １６ ８８ ９８．６ ７９．５ ９３．５ ９７．７ １２ ８．１７

　　３）可视化结果。图６是实验样区几个典型

的匹配实例，各图的左上部是 Ｎｅｔ１ 对应的数据，

右上部是Ｎｅｔ２ 对应的数据，图底部是两种数据叠

加在一起时的效果，相互匹配的道路通过短线连

接表示，Ｎｅｔ２ 中与 Ｎｅｔ１ 相匹配的结点由实线圆

包围。图６（ａ）～６（ｃ）是结点匹配实例，图６（ａ）类

似于图２（ｅ）或图３（ｅ）；图６（ｂ）类似于图２（ｂ），尽

管结点犪１距离犫２较犫１更近，但考虑弧段的拓扑关

系相似性，可以确定犪１与犫１完全匹配；图６（ｃ）类

似于图２（ｇ），由于弧段的排列顺序不一致，故结

点犪１与犫１可能匹配，导致弧段对犃１ 与犅１、犃２ 与

犅２ 和犃３ 与犅３ 属于可能匹配，通过交互式检查，

发现犃３与犅３不匹配，其余匹配。图６（ｄ）～６（ｅ）

是弧段匹配实例，在图６（ｄ）中，犃１的候选弧段包

括犅１和犅２（犃１到二者的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均在限

差范围内），但通过度量犃１与二者的离散Ｆｒéｃｈｅｔ

距离得出与犃１最相似的弧段是犅１，同理与犃２最

相似的弧段是犅２，属于１∶１匹配；图６（ｅ）是一种

典型的犖∶１匹配，由于在Ｎｅｔ１ 中新增了一条道

路犃３，导致与之相接的弧段被分割为两段犃１与

犅１，因此类似于图５（ｂ）所示的情况，犃１与犅１、犃２

与犅１的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均在限差范围内，犅１是

犃１与犃２的候选匹配弧段，合并犃１与犃２后，犃１犃２

与犅１匹配；图６（ｆ）属于１∶犖 匹配，与结点犪１完

全匹配的结点包括犫１、犫３和犫４，与结点犪２完全匹

配的结点是犫２，根据§２．３，与弧段犃１完全匹配的

弧段包括犅１和犅８，与犃２完全匹配的弧段包括犅２

和犅４，与犃３完全匹配的弧段包括犅３、犅６和犅７，与

犃４完全匹配的弧段包括犅９和犅１０。此类案例类似

于情况６，经计算它们之间的相似值，最终得到的

匹配结果是：犃１与犅１完全匹配，犃２与犅２完全匹

配，犃３与犅３完全匹配，犃４与犅９完全匹配。

４）各种距离的统计分析。本文提出的匹配

方法中涉及到结点之间的欧氏距离、弧段之间的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中位数距离和离散Ｆｒéｃｈｅｔ距离，为评

估同名实体（已确定匹配）间三种距离的分布规

律，绘出如图７所示的三种距离的频率分布图。

经统计，结点之间欧氏距离的平均值为１５７．２８

ｍ，标准差为１１２．９ｍ，并且大多集中在［０，３５０］

ｍ这一区间；弧段间的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中位数距离平

均值为１５０ｍ，主要集中在［５０，２００］ｍ之间，离

散Ｆｒéｃｈｅｔ距离的均值为４１５ｍ，多集中在［１００，

７５０］ｍ间。

５）阈值变化对匹配结果的影响。将实验区

域扩展到整幅１∶５０万地图及４幅对应的１∶２５

万地图，搜索半径狉的取值从实地５０ｍ以间隔

５０ｍ增长，一直到最大距离７００ｍ，绘出悲观统

计结果、乐观统计结果随狉的变化曲线（见图８）。

分析图８发现，无论是悲观统计结果还是乐观统

计结果，当狉＞２００ｍ时，统计结果趋于稳定，狉＞

４５０ｍ之后，曲线基本保持不变，故本实验狉取值

为４５０ｍ时即可满足要求，此时耗时４３８ｓ，比前

文６５０ｍ耗时５４７ｓ少１０９ｓ，而４５０ｍ恰好与前

文的结点距离平均值（１５７．２８）＋３结点距离标

准差（１１２．９）相差不大，符合３σ准则。因此，在匹

配一幅地图之前，可先选取该地图的某一区域进

行实验，统计结点平均值，然后根据３σ准则确定

阈值狉，再进行全图幅匹配。

　　６）算法比较。以文献［３］和文献［５］的算法

与本文算法进行比较，狉值取为４５０ｍ，共有道路

３４５１条，客观存在的实体对的数目狀３＝３２１０，具

体结果如表２所示。

图６　可视化结果

Ｆｉｇ．６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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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各种距离的频率分布图

Ｆｉｇ．７　Ｔｈｒｅ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Ｇｒａｐｈ

　　　　　　　
图８　匹配结果和耗时随狉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Ｔｉｍｅ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

表２　匹配算法的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匹配方法 狀１ 狀２ 狉１ 狉２ 犘ｐｅ／％ 犚ｐｅ／％ 犘ｏｐ／％ 犚ｏｐ／％ 耗时／ｓ 匹配速度／条路·ｓ－１

文献［５］ ３０７９ ３００５ － － ９７．６ ９３．６ ７４９ ４．６１

文献［３］ ２５８２ ７５３ ２５２３ ６１６ ９７．７ ７８．６ ９４．１ ９７．８ ８７２ ３．９６

本文 ２６０９ ７１９ ２５６５ ５３３ ９８．３ ７９．９ ９３．１ ９６．５ ４３６ ７．９２

　　文献［５］对匹配结果全部当作“完全匹配”，故

在计算查准率、查全率时全部按乐观统计结果进

行计算，与其相比，本文算法的查全率和匹配效率

要高于文献［５］，但查准率要低于文献［５］。尽管

如此，由于本文对“可能匹配”的道路单独区分，因

此人机交互检查的工作量要远小于文献［５］。与

文献［３］相比，本文的悲观查准率与查全率要高于

文献［３］，而乐观查准率、查全率要低于文献［３］，

主要原因是本文基于相似性度量模型将“可能匹

配”的一部分道路确定为“完全匹配”，如此同样可

以减少人机交互的工作量。另外，本文的匹配速

度要高于文献［３］，主要原因是在弧段粗匹配时，

本文采用扩展最小外包矩形ＥＭＢＲ预先缩小查

找范围，而文献［３］是全图幅搜索。综上所述，本

文算法无论是在匹配的成功率还是匹配的速度方

面，都优于文献［３，５］的算法。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相似性度量的先粗匹配

后精确匹配，最后交互式匹配的总体匹配策略。

实验结果表明，与其他算法相比，本算法可以有效

地识别各种复杂情况下的同名道路实体，通过人

机交互可以提高匹配的正确率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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