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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图论的网格模式提取方法。该方法根据道路之间的关系生成关系图，运用交、联、提

取连通分量和极大完全子图等图论算子完成模式的提取。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有效地进行网格模式的

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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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第一个出发点是借鉴机器视觉中针对

图像数据的基于图论的识别思想，解决矢量道路

网中的模式识别问题。与图像数据不同，对于矢

量数据而言，底层的点、线、面都已存在，那么感兴

趣的就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其灵感来自于Ｓａｒｋａｒ

等［１，２］在感知组织方面的研究。对于网格模式识

别，也可以采用该思想，首先根据模式特征将道路

组织在一起形成关系图，基于图论算子形成模式

假设，然后根据已有知识进行模式的检验。形成

模式假设的过程定义为模式提取，这是本文的主

题。本文针对的是道路网中的网格模式。

网格模式是道路网中的典型模式之一。从道

路（线）的角度描述，网格由一组近似平行的道路

与另一组近似平行的道路，以近似垂直的方式相

交构成。从道路围成的网眼（面）的角度描述，网格

由一系列形状、空间位置、尺寸相似的网眼构成，网

眼的形状趋于矩形，网眼的组合满足特定的排列方

式。对于网格模式的识别，已提出了两种方法［３４］。

这两种方法均是基于面的搜索方法，即通过道路网

中的网眼去识别网格模式。基于面的搜索方法在

构面的时候容易受到干扰，从而影响识别结果。克

服这个限制是本文的第二个出发点。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图论的网格模式提取方

法，该方法根据道路间的关系将道路组织成一系

列的图，运用交、联、提取连通分量和极大完全子

图等图论算子完成模式提取。此方法是基于线的

搜索方法。

１　图论的一些基本概念

根据图论的基本概念［６，７］，定义几种图：① 关

系图，图的顶点对应于实体，图的边对应于某种关

系。文献［８］提出的以顶点表示完整道路、以边表

示道路交叉点所形成的图实质上是一种关系图，

图的顶点对应于道路，边对应于道路相交关系。

② 道路网图，图的顶点对应于道路（段）的端点，

图的边对应于道路（段）。本文假定道路（段）仅在

端点相交。③ 道路相交关系图，图的顶点对应于

道路（段），图的边对应于道路（段）是否相交的关

系。④ 道路方位相似关系图，图的顶点对应于道

路（段），图的边对应于道路（段）间的角度差小于

某个阈值的关系。道路的方位定义为坐标原点在

左下角的坐标系中道路与水平坐标轴的角度差，

其范围为 ［０°，１８０°）。两条道路间的角度差定义

为两条道路的角度间的差值，其范围为［０°，９０°］。

如图１（ａ），道路１和道路３的角度差为０°，道路４

与道路５的角度差为５°。图１给出了这些图的简

单示例。

２　基于图论的网格模式提取

从文献［４，５，９］中可以发现，网格具有封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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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道路网图与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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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本文方法以道路（段）为基本元素，生成一系

列的关系图，通过图论的基本算子进行网格模式

的提取。这个思想的逻辑是构成“平行道路组”的

所有道路（段）方位相似，而这个方位相似蕴涵了

道路平行和共线两种情况，所以可以提取“近似平

行道路组”。具体步骤如下所示。

１）数据预处理。根据道路网图的定义组织

数据，受文献［９］的启发，迭代删除道路网图中的

桥和孤立点。迭代删除的意思是删除一个桥后，

重新检查剩余的道路网是否还存在桥，如果是的

话，继续删除，直到不存在桥和孤立点为止。这一

步是为了删除悬挂道路和现实意义上起“桥”作用

的道路。因为网格模式具有封闭性，其中没有桥

或悬挂街道。这一步可能导致原始道路网图变为

非连通图，对于各个道路网连通分量，生成相应的

道路相交关系图。

２）关系图生成。计算任意两条道路之间的

角度差，道路可以不相交。设置角度差阈值，这个

阈值小于或等于２０°。对于每一个道路网连通分

量，根据角度阈值生成道路方位相似关系图，提取

道路方位相似图中的连通分量。如果道路方位相

似图中只有一个连通分量，则表明要么不存在网

格，要么阈值过大，需要重新设定。这一步的目的

是将所有可能形成网格的道路提取出来，当然可

能包含大量最后不在结果中的道路。

３）平行道路组的生成。对道路方位相似图

的每一个连通分量，提取它们的极大完全子图。

此步骤的思想是强制道路形成一些特定组，该组

内的所有道路（段）两两都具有方位相似关系（无

论道路（段）之间是平行还是共线）。这是由“在一

组平行的道路中，其中每条道路（段）必然与所有

该组内的其他道路方位相似”这个观察结论得出

的，当然，这不包括呈环形的平行道路组。这一步

是缩小形成网格的道路的范围。

４）网格模式的提取。对从道路方位相似图

中提取的极大完全子图，计算它们的平均方位，选

择方位差８０°～９０°的两个极大完全子图，作 “联”

操作，然后与道路相交关系图作“交”操作。这一

步是将两组近似垂直的平行道路组合到一起，形

成网格模式假设。

５）数据后处理。对步骤４）中的道路构面（多

边形），迭代删除构面后道路网图中的桥和孤立

点。

此方法生成的网眼多边形将由模式判别进一

步判断是否属于网格模式。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

说明步骤２）～５）。对于第一步，可以参见文献

［９］。图２是示例数据。

图２　示例

Ｆｉｇ．２　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

设定阈值为２０°，生成道路方位相似关系图，

提取其连通分量。第一个连通分量包括道路

（段）：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

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２４、２５、２６、２７、２８、２９、

３０、３１、３２、３３、３４、４１、４２、４３、５６、７９。生成该连通

分量的极大完全子图，结点包括：１、２、３、４、５、６、７、

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

２３、２４、２７、２８、２９、３０、３１、３２、３３、３４、５６、７９，对应的

道路（段）如图３所示。

第二个连通分量包括道路（段）：３５、３６、３７、

３８、３９、４０、４４、４５、４６、４７、４８、４９、５０、５１、５２、５３、５４、

５５、５７、５８、５９、６０、６１、６２、６３、６４、６５、６６、６７、６８、６９、

７０、７１、７２、７３、７４、７５、７６、７７、７８。生成该连通分量

的极大完全子图，结点包括：３５、３６、３７、３８、３９、４０、

４５、５０、５１、５２、５３、５４、５５、５７、５８、５９、６０、６１、６２、６３、

６５、６６、６７、６８、６９、７０、７１、７２、７３、７４、７５、７８，对应的

道路（段）如图４所示。

对这两个极大完全子图作“联”操作，然后与

道路相交关系图作“交”操作，对应的道路如图５

所示。构面后，迭代删除桥和孤立点，得到初步结

果（见图６）。

３　实验与讨论

实验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操作环境下进行，实验

数据是美国城市Ａｄａ的一部分，数据从网上免费

５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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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第一个极大完全子

图对应的道路（段）

Ｆｉｇ．３　Ｒｏａ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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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第二个极大完全子

图对应的道路（段）

Ｆｉｇ．４　Ｒｏａ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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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联”操作和“交”操

作后对应的道路（段）

Ｆｉｇ．５　Ｒｏａ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Ｊｏｉｎ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图６　初步结果

Ｆｉｇ．６　Ａ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下载。一系列关系图的生成用 ＶｉｓｕａｌＣ＋＋ ６．０

扩展ＤｏＭａｐ平台开发完成，连通分量以及极大完

全子图的提取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７．１ 平台下利用

ＧｒａｐｈＴｈｅｏｒｙＴｏｏｌｂｏｘ完成。实验数据与模式

提取结果如图７所示，生成道路方位相似关系图

的角度阈值为２０°，极大完全子图的方位差阈值

为８０°，粗线是模式提取结果。

图７　实验数据与实验结果

Ｆｉｇ．７　Ｄａｔａ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方法能有效地进行网格

模式的提取，除椭圆环标识部分处，与视觉识别结

果相似。图７所示椭圆环部分，是视觉识别中不

会将它们判断为属于网格模式的网眼。模式提取

后，只有单个网眼呈矩形，其周围不存在矩形网

眼，那么它也不属于网格模式，如椭圆环犃 所包

括的网眼就不构成网格模式。由模式提取后形成

的网眼，其形状与矩形偏差太大，那么它也不属于

网格模式，如椭圆环犅包括的网眼。

下一步研究就是为了排除这些网眼进行基于

知识的模式判别。基本思想是利用机器学习方法

学习“属于网格的网眼多边形”这一概念，判断网

眼多边形是否是网格的一部分。

对于网格模式识别的准确率和效率，需要综

合两步进行考虑。就模式提取这一步而言，从图

７中可以看出，模式提取方法将由两组平行线组

合而成的网格模式识别出来，其准确率较高。

本文方法的优点为：① 将人们在视觉识别中

运用到的识别方法，即寻找两组方向近似垂直的

平行线，用基于图论的操作表达出来了。② 它是

一种从整体到局部的方法，需要设定的参数只有

方位相似关系的角度阈值和两组道路间的方位差

阈值，参数意义明确，人们在对该参数的设定上不

会出现太大异议。更进一步，两个参数的设定可

以实现自适应的效果，即从十分严格的网格到退

化的网格。③ 克服了基于面的搜索方法在构建

多边形时的限制。

本文提出的模式提取方法主要存在的缺点为：

对于如图８所示的两种情况的提取与肉眼识别有

差异。肉眼识别的结果见图８（ａ）、８（ｂ），运用本方

法进行模式提取的结果见图８（ｃ）和８（ｄ）。其改进

有待于研究如何将Ｇｅｓｔａｌｔ原则中的图形背景原则

和闭合原则应用到道路网模式的识别中。

图８　两种情况

Ｆｉｇ．８　Ｔｗｏ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６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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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图论的网格模式提取方

法，该方法首先进行数据预处理，删除悬挂道路，

然后利用道路间的关系将其组织成一系列的关系

图，随后运用交、联、提取连通分量和极大完全子

图等图论算子完成模式提取。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包括：① 基于知识的

网格模式判别；② 对其他道路网模式（如辐射模

式和环模式），探讨如何基于图论进行模式提取。

参　考　文　献

［１］　ＳａｒｋａｒＳ，Ｂｏｙｅｒ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Ｂａｙｓｉ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

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１９９３，１５（３）：２５６２７４

［２］　ＳａｒｋａｒＳ，ＢｏｙｅｒＬ．Ａ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ｏｒＰ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ｖｅ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Ｅｎｕｍｅｒ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ｏ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

Ｍａｎａｎｄ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１９９４，２４（２）：２４６２６６

［３］　蒋朝晖．从形态学角度浅议城市路网模式［Ｊ］．国外

城市规划，２００６，２１（４）：９８１０３

［４］　ＨｅｉｎｚｌｅＦ，ＡｎｄｅｒＫ Ｈ．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ｉｎｇＳｐａｃｅｖｉａ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Ｐａｔ

ｔｅｒｎｓｉｎ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Ｍ］／／ＭａｃｋａｎｅｓｓＷＡ，Ｒｕ

ａｓＡ，ＳａｒｊａｋｏｓｋｉＬＴ．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２００７

［５］　ＹａｎｇＢｉｓｈｅｎｇ，ＬｕａｎＸｕｅｃｈｅｎ，ＬｉＱｉｎｇｑｕａｎ．ＡｎＡ

ｄａｐ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Ｒｏａ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０，３４（１）：４０４８

［６］　孙惠泉．图论及其应用［Ｍ］．北京：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７］　Ｓｅｄｇｅｗｉｃｋ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ｉｎＣ
＋＋ Ｐａｒｔ５：ＧｒａｐｈＡｌ

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Ｍ］／／林琪．Ｃ
＋＋算法：图算法．北京：清

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８］　ＪｉａｎｇＢｉｎ，ＣｌａｒａｍｕｎｔＣ．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

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ｒｂａｎ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

［Ｊ］．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ａ，２００４，８（２）：１５７１７３

［９］　ＸｉｅＦｅｎｇ，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

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０７，

３９（３）：３３６３５６

第一作者简介：田晶，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地图自动综合、

模式识别。

Ｅｍａｉｌ：ｙｕｔａｋａ２０１０＠１６３．ｃｏｍ

犌狉犻犱犘犪狋狋犲狉狀犈狓狋狉犪犮狋犻狅狀犻狀犚狅犪犱犖犲狋狑狅狉犽狊狑犻狋犺犌狉犪狆犺

犜犐犃犖犑犻狀犵
１，２
　犛犗犖犌犣犻犺犪狀

１
　犃犐犜犻狀犵犺狌犪

１，２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ｐｌａｙ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ｍａｐ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ｇｒｉｄｉ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ａｓｅｔｏｆｍｏｓｔｌｙ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ｌｉｎｅｓ，

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ｃｒｏｓｓｅｄｂｙａｓｅｃｏｎｄｓｅｔｏｆ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ｌｉｎｅｓｗｉ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ｙｒｉｇｈｔａｎｇｌｅ．Ｗ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ａ

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ｇｒｉ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ｒａｐｈｔｈｅｏｒｙ．Ｆｉｒｓ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ｒｏａｄｓ

ａｒｅｃ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ｒｏａ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ｄｇ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ｒｏａｄ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ｇｒｉ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ｉ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ｖｉａｓｏｍｅｇｒａｐｈ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ｆｉｎｄｉｎｇ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ｍａｘｉｍ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ｓｕｂｇｒａｐｈ，ｊｏｉ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ｖａｌｉｄｉ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ｇｒｉ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ｄｖａｎ

ｔａｇｅｓａｎｄ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ｇｒｉ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ｇｒａｐｈ；ｇｒａｐｈ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ＴＩＡＮＧＪｉｎｇ，Ｐｈ．Ｄ，ｌｅｃｔｕｒｅｒ，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ｍａｐ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Ｅｍａｉｌ：ｙｕｔａｋａ２０１０＠１６３．ｃｏｍ

７２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