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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空间线群目标的空间统计特征为基础，对线群目标的空间关系和几何特征进行了描述。利用拓扑

关系概念邻域图定义线群之间的拓扑关系相似度，利用方向均值定义线群之间的方向关系相似度以及利用

“环形方差”定义线群目标之间的距离相似度。结合线群的长度和平均长度、线群密度及线群曲折度，建立了

线群目标相似度计算模型，对线群目标相似度进行了整体度量。实验结果表明，相似度计算结果与地物特征

比较一致，符合人们的直观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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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似性是进行分类、归纳和类比推理的基础。

空间相似性在空间认知中起着同样的作用［１］。一

直以来，空间相似关系被人们研究得较少，这主要

是由于空间相似关系的可计算性差以及地理空间

的复杂性导致的。空间相似性在模式识别、图像

检索以及地理信息检索中都有研究，但侧重性各

有不同。Ｂｒｕｎｓ等基于空间关系概念邻域图提出

了一种空间场景相似性的计算方法［２］。Ｌｉ等在

此基础上考虑空间拓扑关系、方向关系和距离关

系的优先等级进行了完善，提出了ＴＤＤ模型
［１］。

该方法充分考虑到地理目标的空间关系，计算简

单，但对参加相似性比较的场景目标的要求比较

严格，对空间目标的空间分布和几何特征考虑不

足，有一定的局限性。

线状要素是地图上大量存在的基本的地图要

素，统计分析方法是对大量数据（群组目标）进行

处理分析的有效工具。本文引入空间统计分析的

有关概念，注重对线群目标的整体描述，利用空间

统计特征来对空间线群目标的空间关系和几何特

征进行描述。

１　空间线群目标的相似性定义

综合文献［３］，有空间相似性定义如下：

定义１　设两个地理空间目标犃１、犃２，其特

征集合分别为犆１、犆２，且犆１、犆２ 均非空。若犆１∩

犆２＝犆狀≠，称相似特征集犆狀 为目标犃１、犃２ 的

空间相似关系。空间相似关系的强弱可用相似度

衡量，其值域为［０，１］，其大小具有模糊性。

在地理信息科学中，空间实体的描述数据一

般分为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两类。空间数据主要

包括描述空间实体的几何特征数据，如位置、维数

等，以及描述空间实体之间空间关系的数据，如拓

扑、方向、距离关系数据等。对应到空间相似关

系，空间实体之间的相似特征集合可概括为几何

特征相似、空间关系相似和属性（语义）相似。

关于空间目标相似性中空间关系的作用，有

两个原则：① 空间目标之间的拓扑、方向和距离

关系是最关键的，因为这几种关系抓住了空间场

景的本质［４］。② 拓扑关系起主导作用，其他可度

量的关系起提炼作用［２］，故在空间线群特征集合

犆中，空间拓扑关系、方向关系和距离关系必不可

少。关于空间线群的几何特征，主要讨论线群分

布密度、曲折系数、线的长度和平均长度。关于空

间实体之间的语义相似性，文中暂不考虑。综上

所述，有如下定义：

定义２　空间线群目标特征集合犆可概括为

｛空间关系集合｜（空间拓扑关系，空间方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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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距离关系），几何特征集合｜（线的长度和平均

长度，曲折系数，线群密度）｝。

２　空间线群目标相似度计算模型

依据定义１，对空间线群目标相似性的判断

转换为对空间线群目标相似度的计算。依据定义

２，需要分别计算空间线群目标的空间关系相似

度，即拓扑相似度、方向相似度、距离相似度以及

几何特征相似度。

２．１　线群空间关系相似度

２．１．１　拓扑相似度

线状目标之间的拓扑关系可简单分为相离、

相邻、相交和重合，其概念邻域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线状目标之间的拓扑关系概念领域图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ｏｆ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ｉｎｅＯｂｊｅｃｔｓ

在拓扑关系概念邻域图中，沿连线方向连续

形变（放大、缩小、平移）将会得到相邻的拓扑关

系。如图１所示，相邻是相离的一阶邻居，而相交

和相离是二阶邻居，故可认为相邻和相离之间的

相似程度高于相交和相离之间的相似程度［５］。按

此思想，在图１的基础上建立对应的差异矩阵如

表１所示。对线群中的每条线根据其拓扑情况分

别赋予表中对应的权值，如对一个总数为狀的线

群犃 来说，其第犻条线分别与另外的３条线是相

邻、相邻和相交的拓扑关系，则该线目标的拓扑权

值犜犃犻＝１＋１＋２＝４。按照该计算方法，对于目标

总数分别为狀和犿 的线群１和２，拓扑相似度可

定义为：

Ｓｉｍ＿ｔｏｐｏ＝１－狘犎２－犎１狘／ｍａｘ（犎２，犎１）（１）

其中，犎１＝∑
狀

犻＝１

犜犃犻／狀；犎２＝∑
犿

犻＝１

犜犅犻／犿；Ｓｉｍ＿ｔｏｐｏ

即为两个空间线群目标之间的拓扑相似度，实际

上是对线群目标拓扑权值的统计平均。

２．１．２　方向相似度

借鉴经典统计学中均值的概念，采用独立于

空间线群目标之外的直角坐标系对线群目标整体

进行统计，计算线群目标的方向均值，利用方向均

表１　线状目标之间的概念邻域差异矩阵

Ｔａｂ．１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Ｄ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ｉｎｅＯｂｊｅｃｔｓ

相离 相邻 相交 重合

相离 ０ １ ２ ３

相邻 ０ １ ２

相交 ０ １

重合 ０

值的象限角度对空间方向关系进行定量描述。

方向均值类似于经典统计学的平均数的概

念［６］，即对一组矢量的方向求平均值。根据坐标

几何学，一组矢量的方向均值是指将所有矢量按

照平行四边形法则进行相加而得到的结果矢量的

方向。如图２所示，一组矢量最后相加的结果的

矢量为犗犚，其方向为θ，θ即为这组矢量的方向均

值，它代表了这组矢量的平均方向。其计算公

式［６］为：

ｔａｎθ犚 ＝∑ｓｉｎθ狏／∑ｃｏｓθ狏 （２）

式中，狏为线群矢量集。方向均值θ可定量描述

一组线群目标的空间方向特征，但因空间方向均

值的取值范围是［０，３６０°］，即方向均值θ为０°和θ

为１８０°的线群目标是不同的，且θ为９０°的线群比

θ为１８０°的更相似于θ为０°的线群，这与人们的

直观空间认知不一致［１］。同时，计算出的角度必

须进行归一化处理。对计算出的角度取余弦值可

满足以上两点，即线群目标之间的方向关系相似

度计算公式为：

Ｓｉｍ＿ｄｉｒ＝ｃｏｓθ１－θ２ （３）

其中，θ１、θ２ 分别为两组线群目标的方向均值。可

以看出，当两组线群目标的方向均值呈直角相交

时，相似度为０，而当两者重合或者呈１８０°时，认

为两者完全相似，即相似度为１。

图２　方向均值的计算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ａ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

２．１．３　距离相似度

方向均值反映了一组线群目标的方向“集中

趋势”，但不能有效地描述组成线群的各个矢量目

标之间方向的不一致。借鉴经典统计学中方差的

定义，引入环形方差［６］的概念来描述组成线群的

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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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矢量分布方向与线群集中分布方向之间的距离

远近程度。接式（２），环形方差即线群目标之间的

距离关系度量值的计算公式为：

犛狏 ＝１－（犗犚／狀） （４）

其中，狀为组成线群矢量集狏的矢量个数；犗犚＝

（∑ｓｉｎθ狏）
２＋（∑ｃｏｓθ狏）槡

２。环形方差即距离相似

度的值域为［０，１］，当距离相似度为０时，表明组

成线群的所有矢量目标之间的方向相同，都和线

群的集中方向一致，即和线群的集中方向之间的

距离为０；当距离相似度为１时，表明组成线群的

所有矢量目标之间的方向完全相反，结果矢量为

一位于坐标原点的点，可认为此时组成线群的各

矢量目标与线群的集中方向的距离最远。

对线群目标之间的距离关系度量值进行归一

化处理，可得到线群目标之间的距离相似度计算

公式为：

Ｓｉｍ＿ｄｉｓ＝１－ 犛狏１－犛狏２ ／ｍａｘ（犛狏１，犛狏２（ ））

（５）

２．２　线群几何特征相似度

按定义２，本文主要研究线群长度和平均长

度、曲折度和分布密度。① 长度犔是线状要素的

基本特征，犔＝∑
狀

犻＝１

（狓犻＋１－狓犻）
２＋（狔犻＋１－狔犻）槡

２；

② 平均长度珚犔 反映了该要素的平均状态，珚犔＝

（∑
狀

犻＝１
犔犻）／犖；③ 曲折度反映了线状要素的弯曲程

度是其分布形态的统计特征［７］，可以简单定义为

线的实际长度和其直线长度的比值，即 Ｎｕｏ＝

∑犔／∑犛；④ 线群密度可以定义为单位区域内线

的长度，犇＝∑犔／犃。

对于两组空间线群目标几何相似度的计算，

可以分别计算各自的长度、平均长度、曲折度和密

度，然后进行归一化处理：

Ｓｉｍ＿Ｇ＝１－
犌１－犌２
ｍａｘ（犌１，犌２）

（６）

式中，犌１、犌２ 分别为线群１、２的几何特征值，可以

是长度、平均长度、曲折度或密度。分别计算出两

组线群的长度、平均长度、曲折度和密度相似度

后，在无显著偏向性的情况下，可以取其平均值作

为最后的几何特征相似度数值。

２．３　线群总体空间相似度

按照前面的两个原则，突出空间关系在空间

目标描述中的关键作用和拓扑关系在空间关系中

的关键作用，在对线群目标相似性作整体度量时，

对由定义２确定的特征集合元素分别赋予不同的

权值。在空间关系相似度的计算中，对拓扑关系

方向关系和距离关系分别赋予０．４、０．３、０．３的权

值；在空间相似度的整体计算中，对空间关系相似

度和几何特征相似度分别赋予０．６、０．４的权值，

据此得到线群目标空间相似度的计算式为：

Ｓｉｍ＝０．６×［Ｓｉｍ＿ｔｏｐｏ×０．４＋（Ｓｉｍ＿ｄｉｒ＋

Ｓｉｍ＿ｄｉｓ）×０．３］＋０．４×Ｓｉｍ＿Ｇ （７）

３　多尺度线群目标相似度实验

在数字化环境下，地图综合结果评价问题的

实质是如何实现原图与结果图的比对，即原图和

综合结果图之间的相似度计算的问题。

图３（ａ）为原始水系，图３（ｂ）、３（ｃ）为水系目

标在连续变小的比例尺下经综合得到的结果。分

别进行各集合元素相似度的计算，结果如表２所

示。由式（７）计算可得出线群（犪，犫）、（犪，犮）的空间

相似度分别为０．９３、０．８８，几何特征相似度分别

为０．７４、０．６５３，总体相似度分别为０．８５５、０．７８９。

图３　水系综合图

Ｆｉｇ．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ｉｖｅｒｓ

表２　线群目标特征集合中各集合元素相

似度的计算结果

Ｔａｂ．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ＥａｃｈＬｉｎｅＧｒｏｕｐ

线群
拓扑

关系

方向

关系

距离

关系

总长度

／ｍ

平均长度

／ｍ

曲折

度

犪 ２．１１ １０１．３８３ ０．５９５ ８７４５ ６２ １．１０

犫 ２．１５ １１５．３９７ ０．４９０ ５５４７ １０２ １．０９

犮 ２．００ １２１．１９０ ０．４３１ ４５８５ １３８ １．０９

　　由表２和各相似度的计算结果可知，由于犪、

犫、犮属于同源目标，除了总长度和平均长度之外，

各方面的相似度都比较高；而在制图综合过程中

使用了选取法，舍弃了较小的支流，总长度逐渐变

小，平均长度逐渐变大。从拓扑关系角度来看，舍

弃的结果便是相交和相邻等高拓扑权值的拓扑关

系变为低拓扑权值的拓扑关系或者失去，表现在

图３中，就是拓扑关系的度量值逐渐变小。从距

离关系的角度来看，就是组成河流线划的各矢量

之间的方向更加一致，与线群的主要集中方向之

间的距离更近，表现在图３中，就是距离关系的数

４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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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逐渐变小，同时“舍弃”也导致其方向关系不断

发生变化。从比例尺跨度的角度来看，图３（ａ）到

图３（ｂ）的尺度跨度较图３（ａ）到图３（ｃ）的尺度跨

度大，计算结果也是Ｓｉｍ（犪，犫）＞Ｓｉｍ（犪，犮）。总体

看来，各项计算结果和实际情况比较吻合。

将上述的“距离”理解为“尺度距离”，即欲制

图综合得到的目的图的比例尺与源地图目标的比

例尺之间的跨度（即“尺度距离”）越大，两者之间

的相似度越低。本文实验结果也验证了这一规

律。制图综合中的质量保持就是要尽可能地保持

这种相似性。

４　结　语

本文针对空间线群目标之间的相似性提出了

一种线群目标相似度计算模型。需要进一步研究

的主要内容是：① 对于由定义２确定的特征集合

元素需要进一步完善；② 进行相似度计算时，各

集合元素的权值评估；③ 加入空间语义相似性的

度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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