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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计算几何的角度提出了一种改进的图斑合并（聚合和融合）方法。图斑聚合采用缓冲区合并的思

想，可以有效地合并“桥梁”区域，并保持图斑的自然弯曲形态；图斑融合通过骨架线剖分小图斑，以共享边和

地类为共同作用因子，将小图斑逐个合并到原始图斑的拓扑相邻图斑中。此算法有效地维持了图斑边界的自

然弯曲，并顾及了图上显示地类的父类整体变化情况。

关键词：地图综合；图斑合并；缓冲区；骨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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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利用图的综合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

图斑多边形的合并和删除［１４］。这方面的研究成

果主要集中在图斑的聚合和融合（删除）两方

面［５９］。图斑聚合的目的是消除图斑之间的狭窄

间隙，融合的目的是删除小面积图斑。本文在前

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几何合并的角度出发，提出了

一种顾及图斑自然形态以及显示地类的父类整体

变化情况的图斑合并方法。

１　图斑多边形邻近关系和操作定义

土地利用数据综合中涉及到的空间冲突主要

为图斑面积小于最小上图面积以及不相邻图斑的

间距过小，导致中间“桥梁图斑”不能分辨。对空

间冲突的处理主要考虑拓扑和语义两个方面，满

足处理条件的图斑之间的关系称为拓扑相邻或语

义邻近。

设制图区域中所有图斑多边形集合为Ｌａｎｄ

ＰｏｌｙｇｏｎＳｅｔ＝｛犘１，犘２，犘３，…，犘犽｝，取任意两个图

斑多边形犘犻和犘犼，犛为图斑最小上图面积，犇 为

最小图斑间距。犘犻的边界定义为犅 （犘犻）；犘犻和犘犼

边界之间的最小距离为Ｄｉｓｔ（犘犻，犘犼）；犘犻的图上

面积定义为 Ａｒｅａ（犘犻），所属权属单位定义为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犘犻），犘犻所属地类名称定义为 Ｌａｎｄ

Ｎａｍｅ（犘犻）；犘犻和犘犼的拓扑相邻值和语义邻近关

系分别用ＴｏｐｏＮｅｉ（犘犻，犘犼）和ＳｅｍＮｅｉ（犘犻，犘犼）表

示，均可取值１和０，取１时分别表示犘犻和犘犼之

间存在拓扑相邻关系和语义邻近关系，取０表示

犘犻和犘犼之间不存在这两种关系；犘犻的多边形区域

定义为Ｐｏｌｙ（犘犻），以半径犇 作犘犻的缓冲区，定义

为Ｂｕｆｆｅｒ（Ｐｏｌｙ（犘犻），犇）；多边形的缓冲区和它本

身的并集称为多边形的扩展区，定义犘犻的半径为

犇 的扩展区为 Ｅｘ（犘犻，犇）＝Ｐｏｌｙ（犘犻）∪Ｂｕｆｆｅｒ

（Ｐｏｌｙ（犘犻），犇）；犘犻和犘犼的半径为犇 的扩展区交

集定义为ＩＥ（犘犻，犘犼，犇）＝Ｅｘ（犘犻，犇）∩Ｅｘ（犘犼，

犇）。

１．１　空间关系定义

任意行政区域的范围和面积在微观上表现为

属于该行政区域的所有地类图斑的集合，因此，图

斑的合并也仅限于在同一权属区域内进行。在定

义邻近关系前，声明对任意图斑犘犻和犘犼，当且仅

当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犘犻）＝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犘犼）时，才有如

下拓扑相邻和语义邻近关系的定义：

１）若犅（犘犻）与犅（犘犼）满足条件犅 （犘犻）∩

犅（犘犼）≠ ，则称犘犻与犘犼拓扑相邻。

２）若ＬａｎｄＮａｍｅ（犘犻）＝ＬａｎｄＮａｍｅ（犘犼），并

且犅 （犘犻）∩犅 （犘犼）＝，０＜Ｄｉｓｔ（犘犻，犘犼）＜犇，则

称犘犻与犘犼语义邻近。

１．２　操作和规则定义

土地利用数据综合要处理的主要对象之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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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最小上图面积的图斑。根据图斑面积和图斑

之间的间距等参数，本文定义了两种合并操作：语

义邻近的图斑聚合，拓扑相邻的图斑融合［８］。拓

扑相邻的图斑融合包括同类图斑之间的融合和不

同类图斑之间的融合。为了在规则中便于区分，

拓扑相邻的同类图斑合并定义为Ｕｎｉｏｎ。

规则１　若ＴｏｐｏＮｅｉ（犘犻，犘犼）＝１，且Ｌａｎｄ

Ｎａｍｅ（犘犻）＝ＬａｎｄＮａｍｅ（犘犼），则犘犻与犘犼属于拓

扑相邻的同类图斑，进行合并操作，即Ｕｎｉｏｎ（犘犻，

犘犼）。

规则２　若ＳｅｍＮｅｉ（犘犻，犘犼）＝１，则犘犻与犘犼

属于语义邻近的图斑，当Ａｒｅａ（犘犻）＋Ａｒｅａ（犘犻）＞

犛时，进行聚合操作，即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犘犻，犘犼）。

规则３　若ＴｏｐｏＮｅｉ（犘犻，犘犼）＝１，且Ｌａｎｄ

Ｎａｍｅ（犘犻）≠ＬａｎｄＮａｍｅ（犘犼），则犘犻与犘犼属于拓

扑相邻的不同类图斑，当 Ａｒｅａ（犘犼）＜犛 或

Ａｒｅａ（犘犻）＜犛时，进行融合操作，即 Ａｍａｌｇａｍａｔｅ

（犘犻，犘犼）。

一般地，图斑的拓扑相邻或语义邻近的对象

都是以图斑集合的形式存在的，规则１、２、３均可

由图斑两两之间的操作扩展到图斑犘犻与其具有

拓扑相邻或语义邻近的图斑集合犘 之间的操作。

规则３的扩展需要对图斑进行剖分。

２　图斑合并算法

２．１　语义邻近图斑聚合

本文采用缓冲区的方法来检测和合并语义邻

近的图斑。定义与任意图斑犘犻语义邻近的图斑

集合为ＳＮＳ（犘犻）＝ ｛犘犿，犘狀，…，犘犽｝，犘犻的语义

邻近图斑集合的半径为犇 的扩展区定义为Ｅｘ

（ＳＮＳ（犘犻），犇），犘犻的扩展区与犘犻的语义邻近图斑

集合的扩展区并集为 ＵＥ（犘犻，ＳＮＳ（犘犻，犇））），聚

合的结果多边形为Ｎｅｗ（犘犻）：

Ｅｘ（ＳＮＳ（犘犻），犇）＝Ｅｘ（犘犿，犇）∪

Ｅｘ（犘狀，犇）∪ … ∪Ｅｘ（犘犽，犇） （１）

ＵＥ（犘犻，ＳＮＳ（犘犻，犇））＝

Ｅｘ（犘犻，犇）∪Ｅｘ（ＳＮＳ（犘犻），犇） （２）

Ｎｅｗ（犘犻）＝ＵＥ（犘犻，ＳＮＳ（犘犻，犇））－

Ｂｕｆｆｅｒ（ＵＥ（犘犻，ＳＮＳ（犘犻，犇）），－犇） （３）

　　显然，ＵＥ（犘犻，ＳＮＳ（犘犻，犇））的结果最终是一

个多边形区域。

本文采用的缓冲区聚合算法为：① 以图斑犘犻

为基准、犇为半径，作图斑的外缓冲区Ｂｕｆｆｅｒ（Ｐｏ

ｌｙ（犘犻），犇）；② 寻找与犘犻的缓冲区相交的同类图

斑集合ＳＮＳ（犘犻）；③ 生成犘犻和ＳＮＳ（犘犻）的扩展

区Ｅｘ（犘犻，犇／２）和Ｅｘ（ＳＮＳ（犘犻），犇／２），根据式

（２）得到ＵＥ（犘犻，ＳＮＳ（犘犻，犇／２）），如图１所示，虚

线边界所包围的区域是满足聚合条件的图斑犘１

和犘２的扩展区合并的结果；④ 求 ＵＥ（犘犻，ＳＮＳ

（犘犻，犇／２））的半径为－犇／２的内缓冲区 Ｂｕｆｆｅｒ

（ＵＥ（犘犻，ＳＮＳ（犘犻，犇／２）），－犇／２），求得聚合后

的新多边形 Ｎｅｗ（犘犻），如图２中阴影区域所示，

即为犘１、犘２聚合后的新多边形；⑤ 对与新多边形

产生空间冲突的底图斑进行拓扑修正。

从图１、２可以看出，缓冲区聚合方法可以有

效地填补语义邻近图斑犘１和犘２之间的桥梁区

域，使其在视觉上成为一个整体。新多边形是在

正负缓冲区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需要对聚合操作

区域的拓扑关系进行维护，对产生覆盖或重叠的

区域（如填补的桥梁区域）进行切割操作，消除多

边形之间出现的细小裂隙。

图１　扩展区合并

Ｆｉｇ．１　Ｕｎｉｏｎｏｆ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图２　合并结果

Ｆｉｇ．２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在进行算法步骤④的过程中，可能由于桥梁

区域过窄，如图３所示的犃、犅两点，作内缓冲时，

会出现如图４所示的自相交区域，图５是自相交

区域放大图。对这种出现自相交的区域，本文直

接将其删除，图６所示即为删除自相交区域后的

聚合结果。

图３　狭窄区域

Ｆｉｇ．３　ＮａｒｒｏｗＡｒｅａ
　　

图４　内缓冲区的内边界

Ｆｉｇ．４　Ｉｎｎｎｅｒ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ＩｎｎｅｒＢｕｆｆｅｒ

图５　自相交区域

Ｆｉｇ．５　Ｓｅｌｆ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图６　聚合结果

Ｆｉｇ．６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２．２　拓扑相邻的图斑融合

土地利用数据的特点是无重叠、全覆盖、无缝

隙［８］，但是在原始数据获取的过程中可能将本应

７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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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的相邻同类地块分割，导致小图斑数量增加，

直接对数据进行聚合和融合会延长处理时间。相

邻同类图斑合并的目的是处理本应合并的两个图

斑，将其还原为一个整体，称之为预处理。根据操

作规则１，满足条件的两个图斑就可进行合并。

本文主要是以地类为处理顺序，依次对每一类用

地的所有图斑进行检测，合并满足条件的图斑。

２．２．１　图斑剖分算法

土地利用图的综合需要保证各地类及其父类

的总面积变化在一定的范围内，采用骨架线剖分

的方法，对小图斑进行剖分，不能笼统地以共享弧

段长度为基准合并剖分得到的小多边形集合，应

优先考虑将剖分得到的小图斑集合合并到与其相

邻且同父类的图斑集合中。本文借鉴文献［８］的

剖分方法，但不对原始骨架线的端点进行修正，直

接为其增加新的分支，如图７所示，在待剖分图斑

的每一条边界弧段连接节点处（犃１、犃２、犃３和犃４）

的黑色粗线段即为新增的骨架线分支示意。图８

是利用新增分支后的骨架线切割犘０得到的小图

斑集合（图斑犆１～犆８）。

２．２．２　小图斑合并

在描述合并过程之前，设图斑犘０为待剖分图

斑，与其同权属单位的相邻图斑集合为 ＮＳ（犘０）

＝ ｛犘１，犘２，犘３，…，犘狀｝，与其同权属单位并且同

父类的相邻图斑集合为ＮＳ′（犘０）＝ ｛犘犿，犘狀，…，

犘犽｝，显然犖犛′（犘０）ＮＳ（犘０）。为了描述简便，

犘０被剖分后，定义得到的小图斑多边形集合

ＣＳ（犘０）＝ ｛犆１，犆２，犆３，…，犆狀｝，犆１、犆２、犆３、…、犆狀

分别代表小图斑多边形对象。与 ＮＳ（犘０）＝

｛犘１，犘２，犘３，…，犘狀｝中任意图斑犘犻拓扑相邻的小

图斑集合表示为ＮＣＳ（犘犻）。犘犻与ＮＣＳ（犘犻）合并

后的新多边形表示为Ｎｅｗ（犘犻），则：

Ｐｏｌｙ（Ｎｅｗ（犘犻））＝Ｐｏｌｙ（犘犻）∪ＮＣＳ（犘犻）＝

Ｐｏｌｙ（犘犻）∪Ｐｏｌｙ（犘犿）∪ … ∪Ｐｏｌｙ（犘狀）（４）

其中，ＮＣＳ（犘犻）＝ ｛犘犿，…，犘狀｝。

本文中，图斑 犘犻被剖分后，将小图斑集合

ＣＳ（犘犻）以具有共享弧段作为条件，与 ＮＳ（犘犻）或

ＮＳ′（犘犻）之间的合并称为基于共享弧段的合并，

简写为ＡｒｃＢａｓｅｄＣｏｍｂｉｎｅ（犘犼，Ψ ），其中，Ψ 可以

取ＮＳ（犘犻）或ＮＳ′（犘犻）。

从维持显示地类的父类总面积平衡的角度来

考虑，应至少包含以下两个合并规则。

规则４　若ＮＳ′（犘０）＝，则Ψ＝ＮＳ（犘０）。

规则５　若ＮＳ′（犘０）≠ ，则Ψ＝ＮＳ′（犘０）。

其中，规则５包含了ＮＳ′（犘０）＝ ＮＳ（犘０）的

情况。

如图９所示，当ＮＳ′（犘０）＝时，小图斑以共

享边为基准合并到ＮＳ（犘０）中的所有图斑中。图

１０为当ＮＳ′（犘０）ＮＳ（犘０）时的合并结果，假设

ＮＳ′（犘０）＝ ｛犘１，犘２，犘３，犘５｝，图斑犘４与图斑犘０

不同父类。小图斑基于共享弧段的合并算法为：

① 被剖分图斑犘犻的 ＮＳ′（犘犻）是否为空，若是，转

到步骤②，若否，转到步骤③；② 将ＣＳ（犘犻）中的

小图斑以共享边为基准合并到ＮＳ（犘０）中的所有

图斑中，合并结束；③ 获取 ＮＳ′（犘犻）中任意图斑

犘犽的ＮＣＳ（犘犽）；④ 合并图斑犘犽和ＮＣＳ（犘犽）（犘犽

∈ＮＳ′（犘犻）），生成新的图斑集合｛Ｎｅｗ（犘犿），

Ｎｅｗ（犘狀），…，Ｎｅｗ（犘犽）｝，其中，ＮＳ′（犘犻）＝

｛犘犿，犘狀，…，犘犽｝；⑤ 用新图斑集合｛Ｎｅｗ（犘犿），

Ｎｅｗ（犘狀），…，犖犲狑（犘犽）｝替换ＮＳ′（犘犻）中的原始

图斑集合｛犘犿，犘狀，…，犘犽｝；⑥ 以剩余未被合并的

小图斑集合为基准，在 ＮＳ′（犘犻）中寻找与每个小

图斑具有最长共享弧段的图斑，将小图斑合并到

该图斑中；⑦ 重复步骤⑥，直到所有的小图斑都

被合并。图１０是当ＮＳ′（犘０）≠时的合并结果。

图７　修正的骨架线

Ｆｉｇ．７　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ｏｆ犘０
　　

图８　骨架线切割结果

Ｆｉｇ．８　ＣｕｔｂｙＳｋｅｌｅｔｏｎ

图９　合并结果

（ＮＳ′（犘０）＝）

Ｆｉｇ．９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Ｕｎｉｏｎ

（ＮＳ′（犘０）＝）

　　

图１０　合并结果

（ＮＳ′（犘０）≠ ）

Ｆｉｇ．１０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Ｕｎｉｏｎ

（ＮＳ′（犘０）≠）

３　实验与结论

本文采用的实验数据来源于某县１∶１００００

的土地利用数据，图１１是原始数据，取最小上图

面积为５０００ｍ２，最小图斑间距为２０ｍ，进行图

斑合并后，得到图１２所示的结果。从两图的对比

中可以看出，符合条件的图斑都被合并，合并后的

图斑边界没有明显的棱角折线，都保持与原始数

据比较相似的自然弯曲形态。图斑融合过程首先

考虑将剖分的小图斑以共享弧段为基准合并到同

父类的相邻图斑中，合并前后各显示地类的父类

８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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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变化不大，使结果图中的图斑分布尽可能地

与原始数据在视觉上保持一致。

本文的实验过程主要考虑的是图斑的几何合

并，语义上的内容涉及不多。今后的研究重点主

要是几何和语义共同作用下的土地利用数据合并

问题。

图１１　原始数据图

Ｆｉｇ．１１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ａｔａ

　　　　　
图１２　合并结果

Ｆｉｇ．１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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