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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建筑群的邻近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相似性理论的基础上，利用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和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建立

了基于相同特征量的邻近关系相似性模型和基于等距离关系曲线的邻近关系相似性模型，用于邻近关系相

似性的定量化计算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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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关系是空间对象在特定概念层次上的核

心特征［１］，反映对象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空

间邻近关系是一个重要方面。空间邻近关系包含

以下两部分：① 隶属于拓扑关系，即拓扑邻近关

系；② 定性的度量关系，即几何邻近关系。计算

几何中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及其对偶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是空间邻近关系分析的数据基础，广泛用于空间

对象间邻近区域、邻近关系的探测［２］。在地图综

合中，保持综合前后空间关系的一致性是一个重

要约束，由于拓扑关系的定义和计算较明确，因

此，综合操作一般都能够保持制图对象之间的核

心拓扑特征保持不变。但在空间中大量存在的几

何邻近关系其定义多依赖于上下文环境，具有一

定的不确定性，位移的距离远近，邻近关系不一定

改变。尤其对于对象群，其分布具有随机性，在移

位操作时都会尽量避免原本相离的对象变为相邻

或相交，避免拓扑关系冲突，而移位前后拓扑相离

关系保持不变时，其对象之间的几何邻近关系是

否有变化、以及变化的程度大小则考虑得不多，且

缺少定量化的研究。因此，研究空间对象群移位

前后邻近关系的变化程度，建立邻近关系相似性

的定量计算模型，对制图综合中空间关系的一致

性评价和综合方案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心理学家认为相似性判断可能是人类认知中

最主要的概念［３］。从基本的色彩和模式感知到对

象和现象的认知、记忆提取、类比推理和问题解

决，这些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含有相似性的概念［４］。

相似的事物通常都有类似的表现，因此，相似性在

决策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Ｔｖｅｒｓｋｙ指出，相

似性是一种直觉和主观判断，没有严格的数学模

型［５］。相似性的度量中有以下两个主要的概念：

① 两个对象或概念之间的共性和差异；② 对象

或概念之间的距离［６］。相似性的度量模型可以分

为几何模型（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ｏｄｅｌ）、要素模型（ｆｅａ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网络模型（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对准模型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转换模型（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等５类。以上模型为邻近关系相似性的度

量提供了理论基础。

１　基于相同特征量的邻近关系相似

性模型

　　根据相似性的基本理论，两个被表达的对象

或概念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是相似性度量的重要指

标。要素模型就是用两事物的共性和差异来度量

相似性，最常用的是Ｔｖｅｒｓｋｙ等提出的要素匹配

模型（ｆｅａｔｕｒ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ｌ）
［５，７］，该模型中每

个概念被表达为具有不同要素的集合。若犃、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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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概念犪、犫的集合要素，则概念犪和犫的相似

性可用的集合操作有犃－犅、犃∩犅、犅－犃，其计算

公式为：

狊（犪，犫）＝

　
犳（犃∩犅）

θ犳（犃∩犅）＋α犳（犃－犅）＋β犳（犅－犃）
（１）

式中，犳函数是对集合取基数或者是集合中各种

要素显著的、突出功能的反映。

设对象集合为｛犘狀｝，由于某些对象的位置移

动，使得对象之间的邻近关系产生变化。基于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可定义对象的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邻近
［８］，犽取

整数，值越小，两对象越邻近。为了度量某对象犘

与周围对象的邻近关系是否变化，变化程度如何，

可以将对象犘的各阶邻近关系作为特征量，用变

化前后对象犘相同的各阶邻近关系数目来表达和

计算某个对象变化前后空间邻近关系的相似度。

设对象群移位前犘的第犽（犽＝１，２，…，狀）阶

邻近关系特征量集合为犃犽，移位后第犽阶邻近关

系的特征量集合为犅犽，移位前后对象犘相同的第

犽阶邻近关系特征量集合可由集合犃犽和犅犽求交

得到，表示为犃犽∩犅犽。设犳（犡）是对任意集合犡

求集合元素个数的取值函数，则对象犘的第犽阶

邻近关系相似度犛犽按照相似度计算的要素匹配

模型可表达如下：

犛犽 ＝

犳（犃犽 ∩犅犽）

θ犳（犃犽 ∩犅犽）＋α犳（犃犽－犅犽）＋β犳（犅犽－犃犽）

（２）

式中，θ、α、β分别为３个集合犳（犃犽∩犅犽）、犳（犃犽－

犅犽）、犳（犅犽－犃犽）的权重。

以对象犘的总体邻近关系相似度Ｓｉｍ犘可由

犘 的各阶邻近关系相似度共同决定，实际中根据

具体情况可给各阶邻近关系相似度犛犽赋以不同

的权值犠犽，得到加权的关于对象犘 的总体邻近

关系相似度Ｓｉｍ犘的计算公式如下：

Ｓｉｍ犘 ＝
１

犽∑
狀

犽＝１

犠犽犛犽 （３）

第犽（犽＝１，２，…，狀）阶邻近关系的权值犠犽取值的

基本思想是犽值越大，犠犽越小，表示邻近关系的

阶数越大，对总体邻近关系相似性的影响越小。

故可设 犠１＝狀／犖，犠２＝（狀－１）／犖，… ，犠狀＝

１／犖，其中犖＝１＋２＋…狀。

选择如图１所示的建筑群为实验对象，建立

建筑物对象之间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可求得移位

前建筑物犘的各阶邻近关系犃犽。在两次移位中，

建筑群分别发生了不同数目、方向和距离的移位，

分别如图２和图３所示，图中的箭头方向表示移

位方向，箭头长短表示了移位距离的大小。从图

中可知，第一次移位的对象数目及移位距离均少

于第二次。以两次移位后的对象位置分别建立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计算移位后对象犘的各阶邻近

关系犅犽。分析移位前后犘的各阶邻近关系的变

化情况，分别计算集合犳（犃犽∩犅犽）、犳（犃犽－犅犽）、

犳（犅犽－犃犽）的值。

设式（３）中的权值θ、α、β相等，且均等于１／３，

依据式（３）分别计算对象犘两次移位后的各阶邻

近关系相似度犛犽如表１所示。可见，第一次移位

后对象犘的１阶、２阶、３阶邻近关系相似度均为

１，说明移位对以上邻近关系没有影响，且４阶、５

阶、６阶邻近关系相似度平均值为０．９左右，可以

推断第一次移位后的总体邻近关系相似度应该比

较大。而第二次移位后对象犘 的各阶邻近关系

相似度在０．４３～０．８６之间，其中３阶、４阶、５阶、

６阶邻近关系相似度都在０．５左右或以下，可以

推断总体邻近关系相似度应该小于第一次移位后

的相似度。

图１　移位前的建筑群及

其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

Ｆｉｇ．１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Ｉｔｓ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图２　建筑群第一次移位

及其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

Ｆｉｇ．２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Ｉｔｓ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图３　建筑群第二次移位

及其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

Ｆｉｇ．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Ｉｔｓ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６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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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移位前后的各阶邻近关系相似度和总体

邻近关系相似度

Ｔａｂ．１　Ｅａｃｈ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犛１ 犛２ 犛３ 犛４ 犛５ 犛６ Ｓｉｍ犘

第一次移位 １ １ １ ０．９３ ０．８５ ０．９１ ０．９７

第二次移位 ０．８６ ０．７８ ０．５１０．５ ０．４３ ０．５１ ０．６６

　　以上实验数据中邻近阶数犽＝６，因此，取犠１

＝
６

２１
，犠２＝

５

２１
，犠３＝

４

２１
，犠４＝

３

２１
，犠５＝

２

２１
，犠６＝

１

２１
，将对象 犘 的各阶邻近关系相似度犛犽代入

式（４），计算第一次和第二次移位后对象犘 的总

体邻近关系相似度Ｓｉｍ犘分别为０．９７和０．６６，说

明第一次移位后建筑物犘的邻近关系变化小，第

二次移位后邻近关系变化大，与两次移位后各阶

邻近关系相似度反映的情况一致。同时也验证了

邻近关系的差异大小与对象群中移位对象的数目

以及移位距离有关，即移位对象数目越多，距离越

远，邻近关系变化越大。

２　基于等距离关系曲线的邻近关系

相似性判断

　　空间对象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每个

对象都有自己的生长区域。Ｖｏｒｏｎｏｉ图（ＶＤ）表

达了对象之间在相互竞争中形成的一种空间剖

分。对象ＶＤ的公共边承载了跟视觉认知模式相

似的描述，包括位置差异、大小差异、方向差异、形

状差异［９］。艾廷华提出了“等距离关系曲线”的概

念，通过提取相对于特定参考目标不同级别目标

间的ＶＤ边界得到类似于等高线的曲线簇，认为

位于两相邻曲线间的目标与参考目标之间有相同

的距离关系，将这种曲线簇称为“等距离关系曲

线”［１０］。如果某目标沿着曲线的法线方向逃离参

考目标，每跨越一条曲线，距离关系上增加一个级

别，两目标相距更远。同时，将相邻曲线间包含的

ＶＤ元多边形数目定义为“关系间距”，采用关系

间距作为距离关系的分辨率，关系间距越小，分辨

率越高。关系间距的定义为我们在不同尺度下度

量关系相似性提供了基础。因此，可以基于等距

离关系曲线建立对象群之间邻近关系的相似性度

量模型。

我们定义对象越过的等距离关系曲线的个数

为该对象在移位过程中的越级数，对象越过一条

等距离关系曲线为越级１，越过两条等距离关系

曲线为越级２，依次类推，越过犽条等距离关系曲

线为越级犽（犽为整数，理论上无穷大），越级数统

一表示为Ｓｐａｎ犻（犻＝１，…，犽）。在一次移位变化

中，对象群中越级１，越级２，…，越级犽的对象个

数分别表示为犖（Ｓｐａｎ犻）（犻＝１，２，…，犽）。用越

级总数（Ｓｕｍ＿Ｓｐａｎ）来度量对象群每次移位后对

象间的邻近关系与移位前的差异，越级总数越大，

说明变化前后邻近关系差异越大，越不相似；越级

总数越小，说明邻近关系差异越小，越相似。越级

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Ｓｕｍ＿Ｓｐａｎ＝∑
犽

犻＝１

犖（Ｓｐａｎ犻）×犻 （４）

　　选取一个建筑群作为实验对象，其中共有

２１７个建筑物，对其进行 ＶＤ剖分，生成２１７个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以建筑群中心所在的建筑物犘

为参考对象、关系间距为１提取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边

界，生成了该对象群的等距离关系曲线，如图４中

一组闭合的粗实线所示。

假设中心建筑物不动，其他对象进行移位操

作，且在移位过程中建筑物之间的相离关系仍然

保持不变，第一次移动６个建筑物的位置，第二次

有１４个建筑物移位。在图５和图６中建筑物的

轮廓线加粗表示被移位，黑色加粗边框代表移位

前的建筑物位置，在黑色加粗边框内填充代表移

位后的建筑物位置。对两次移位后的建筑群进行

ＶＤ剖分，得到移位后的等距离关系曲线，在图５

和图６中同样用粗实线表示。

比较移位前后的等距离关系曲线图，发现第

一次移位后的等距离关系曲线与移位前的相差不

大，类似“谷地”“山脊”的起伏情况只集中在３个

地方，并且分布范围较小，而第二次移位后等距离

关系曲线产生波动的位置较多，且分布范围大。

由于部分对象的位置移动造成了对象群相对

于群中心对象邻近关系级别的变化，第一次移位

后，只有“越级１”产生，第二次移位后，建筑物邻

近关系从“越级１”到“越级５”均有发生，在图中分

别用浅粉色、红色、深红色、褐色到黑色来代表越

级数为１、２、３、４、５的建筑物。本实验中如图６所

示个别对象的移位在制图上是不允许的，仅用于

反映越级数的差异。

分析移位后每个对象相对于建筑群中心的邻

近关系越级情况，将邻近关系发生越级的对象和

越级数整理如表２所示，并计算两次移位的对象

越级总数。从表２可以得出，群对象中少量对象

的位置变化会对整个对象群的邻近关系产生很大

的影响，并且被移位的对象个数越多、移位量越

大，其对整个对象群邻近关系的影响就越大。第

７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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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移位总越级数较小，且只发生了邻近关系“越

级１”的情况，表明移位操作的幅度不大，移位前

后建筑物犘 的各阶邻近关系差异小，更加相似；

第二次移位总越级数明显增大，除了有９１个对象

邻近关系“越级１”之外，还有３１个对象“越级２”，

更有“越级３“、“越级４”、“越级５”的情况，表明部

分移位操作幅度大，移位前后对象犘的各阶邻近

关系差异大，因此，相似性小。

图４　建筑群移位前等

距离关系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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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ｏｕｒＧｒａｐｈＢｅｆｏ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图５　第一次移位后等

距离关系曲线图

Ｆｉｇ．５　Ｉｓｏ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ＣｏｎｔｏｕｒＧｒａｐｈ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图６　第二次移位后等

距离关系曲线图

Ｆｉｇ．６　Ｉｓｏ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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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ｃｏｎ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表２　移位前后邻近关系相似性计算

Ｔａｂ．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移位对

象数

越级

１

越级

２

越级

３

越级

４

越级

５

越级

总数

第一次移位 ６ １１ ０ ０ ０ ０ １１

第二次移位 １４ ９１ ３１ １ １ １ １２５

３　结　语

本文在相似性理论的基础上，利用Ｄｅｌａｕｎａｙ

三角网和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建立了基于相同特征量的邻

近关系相似性模型和基于等距离关系曲线的邻近

关系相似性模型，使得邻近关系的相似性判断定

量化和智能化。以上两种模型都适用于对象群移

位前后邻近关系相似性的比较和判断，均以对象

群中某对象为中心的各阶邻近关系为研究对象。

比较两种方法可知，基于相同特征量的邻近关系

相似性模型先根据变化前后各阶邻近关系的相同

特征量计算出各阶邻近关系相似度，再加权求平均

得到中心对象总体邻近关系相似度。基于等距离

关系曲线的邻近关系相似性模型以移位前后邻近

关系产生“越级”的对象来计算邻近关系的差异，越

级数犽越大，说明邻近关系变化的幅度越大，越级

总数越高，则对象犘的总体邻近关系差异越大。

由于越级总数是个绝对值，与基于相同特征量的邻

近关系相似性模型所得到的比率值相比，其可度量

性要弱，并且只计算邻近关系级别的变化，因此，

基于等距离关系曲线的邻近关系相似性判断方法

较粗，适合于较概略的邻近关系差异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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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ａｒｅａｔｈａｎｔｈｅｖａｌｌｅｙａｒｅａ，ａｎｄａｔ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ｏｕｔｌｅｔ

ｔｈｅｅｒｒｏｒａｃｈｉｅｖｅｓｉｔｓｍａｘｉｍｕｍ；ｆｌｏｗ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ｈｅｖａｌｌｅｙａｒｅａｃｏｎｔａｉｎｓｓｏｍｅｓｙｓｔｅｍｅｒｒｏｒ．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ｇｒｉｄｂａｓｅ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ｆｌｏｗｌｅｎｇｔｈ；ｅｒｒｏｒ；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ＬＩＵＸｕｅｊｕ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Ｈｉｓｍａｊ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ｒｅＤＥＭ，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ｅｒｒａｉ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ｙ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

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ｘｕｅｊｕｎ＠ｎｊｎｕ．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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