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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同一线状要素的不同比例尺表达，借鉴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ｕｃｋｅｒ线状要素简化算法思想分别建立ＢＬＧ树，

通过对两ＢＬＧ树从根结点到叶子结点进行层次匹配将两线状要素对应分割成多对线段。在此基础上，借助

线性插值算法进行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变换。实验结果证明，此方法有效保持了原线状要素的结构特征，提高了 Ｍｏｒ

ｐｈｉｎｇ变换精度，改善了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变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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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８３．１；Ｐ２０８

　　近年来，Ｍｏｒｐｈｉｎｇ技术在地图制图领域中的

应用日渐引起关注［１１０］。Ｍｏｒｐｈｉｎｇ变换的首要

任务是对不同数据源上两对应要素分别选取特征

点并对其进行匹配，以建立特征点间的对应关系。

目前已有的矢量数据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变换方法在选取

特征点并建立对应关系时大多基于线状要素的细

部信息，而忽视了整体结构信息［４６］。在这种情况

下，特征点间极易出现误匹配，并影响后续特征点

的匹配，进而极大地影响了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变换的精

度。因此，本文在顾及线状要素整体结构信息的

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线状要素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变换

方法。

１　研究策略

对于一线状实体，不妨将其大比例尺表达线

状要素记为犃，小比例尺表达线状要素记为犅。

考虑到线状要素犃、犅 间的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变换实质

上是对它们进行一系列不同程度的形状内插，因

此，本文所研究的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变换问题转换为对

犃和犅 进行形状内插。不妨令犳：０，［ ］１ →犃 为

一连续函数，且犳（）０ 和犳（）１ 分别为犃的起点和

终点；令犵：０，［ ］１ →犅为一连续函数，且犵（）０ 和

犵（）１ 分别为犅的起点和终点。对犃和犅 建立对

应关系，使得犃上的一点犳（）狌 ，在犅上的对应点

为犵（）狌 ，其中０≤狌≤１。此时，即可通过一定的

移位路径内插生成线状要素犆狋，本文以对应点间

的直线作为移位路径进行形状内插，不妨令犺：

０，［ ］１ →犆狋，且犺狋，（ ）０ 和犺狋，（ ）１ 分别为犆狋的起点

和终点，建立犆狋与犃、犅的关系为
［５］：

犺狋，（ ）狌 ＝ １－（ ）狋犳（）狌 ＋狋犵（）狌

０≤狌≤１且０≤狋≤１ （１）

式中，犺狋，（ ）狌 为与犳（）狌 、犵（）狌 对应的内插点；狋

指示了形状内插的程度。显然，当狋＝０时，内插

结果犆狋即为犃；当狋＝１时，犆狋即为犅；而狋从０增

加到１的过程就对应了犃渐变为犅 的过程。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同一线状要素的不同比

例尺表达在形态结构上的区别仅在于较大比例尺

的表达更为细致，但这种区别并不影响线状要素

的整体结构。从整体上看，不同比例尺表达上的

结构具有相似性，具体表现为高层次上的整体结

构特征近乎一致，较低层次上的局部结构特征相

近。因此，两线状要素的结构特征可以为建立特

征点间的对应关系提供重要约束信息，这亦是本

文方法能够提高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变换精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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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基于犅犔犌树的 犕狅狉狆犺犻狀犵变换方

法

２．１　犅犔犌树相关概念

ＢＬＧ树是为线状要素简化而建立的一种从

根结点到叶子结点、由粗到精层次化表达其形态

结构的二叉树［１１］。一般采用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ｕｃｋｅｒ算

法构建ＢＬＧ树
［１１１３］，如图１所示。其中，ＢＬＧ树

的根结点代表线状要素首尾连接产生的线段，是

对原线状要素最概括的表达；中间结点代表由某

一段折线首尾连接产生的直线段，是对线状要素

一定程度的概括表达；叶子结点对应了线状要素

的每一个直线段，是对线状要素的详细表达。

考虑到本文是要将两线状要素对应分割成多

对线段，并对每一对线段的详细表达进行处理，因

此，ＢＬＧ树结点中存储的线段有所不同。不妨规

定，结点存储了相应的折线段，而并非概括表达的

直线段，如图１（ｂ）中的结点 ，存储的线段为

折线 ，而不是直线狆０狆２。

图１　线状要素的结构表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ｉｎｅａｒＦｅａｔｕｒｅ

２．２　匹配指标

根据ＢＬＧ树的形态结构难以准确进行结点

匹配，必须结合线段特征引入度量结点相似性的

指标。本文选用长度作为度量依据。由于线段的

小比例尺表达是大比例尺表达的一种概括形式，各

对应线段概括程度相当的情况下，其长度比值应该

收敛于一个固定值。为了估算这个收敛值，本文定

义了线长比。将线段犪与线段犫的长度之比称为

它们的线长比，记为Ｒａｔｉｏ犔 犪，（ ）犫 ，表达为：

Ｒａｔｉｏ犔 犪，（ ）犫 ＝
Ｌｅｎｇｔｈ（）犪
Ｌｅｎｇｔｈ（）犫

（２）

式中，Ｌｅｎｇｔｈ（犪）、Ｌｅｎｇｔｈ（犫）分别为线段犪、犫的长

度。不妨规定犪为大比例尺表达线段，犫为小比

例尺表达线段，则Ｒａｔｉｏ犔 犪，（ ）犫 为大、小比例尺表

达线段长度之比，而线长比Ｒａｔｉｏ犔 犃，（ ）犅 即为线

状要素大、小比例尺表达对应线段长度之比的收

敛值，称为总线长比。进而利用参数犜犔结合总线

长比Ｒａｔｉｏ犔 犃，（ ）犅 设定阈值范围犝，使得当Ｒａｔｉ

ｏ犔 犪，（ ）犫 ∈犝 时，认为两线段为对应线段，相应的

两结点即为对应结点，其中，犝 表达为：

犝 ＝ Ｒａｔｉｏ犔 犃，（ ）犅 × １－犜（ ）犔［ ，

Ｒａｔｉｏ犔 犃，（ ）犅 ／１－犜（ ）］犔 　犜犔 ∈ ０，［ ）１ （３）

　　显然，当参数犜犔取值较小时，阈值范围犝 较

小，一些对应线段可能无法正确识别；当犜犔较大

时，阈值范围犝 也较大，此时差异较大的两个线

段将被视为对应线段。

２．３　结点匹配

结点匹配是一个递归过程，旨在在保证准确

的前提下尽可能匹配到低层次的结点，从而将两

线状要素尽可能细化地对应分割为多对线段。定

义数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Ｓｅｇｍｅｎｔ记录分割后的对

应线段。首先，将两ＢＬＧ树的根结点作为对应结

点。针对当前对应结点，如果它们都有孩子结点

且左右孩子结点分别对应，则结点匹配成功，并将

对应的孩子结点作为当前对应结点进行更深层次

的结点匹配；否则，将两对应结点中存储的线段作

为对应线段记录添加到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Ｓｅｇｍｅｎｔ

中。

整个结点匹配过程完成后，得到一个对应线

段数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Ｓｅｇｍｅｎｔ，该数组的每一个

元素记录一对对应线段，则每对对应线段的两始

点和两终点分别为一对中间匹配控制点，其本身

亦是一对对应特征点。因此，在结点匹配过程中，

完成了对两线状要素中间匹配控制点的提取及匹

配，进而对每对对应线段利用线性插值算法建立

对应关系，并统一按参数狋进行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变换。

３　实验与分析

本文采用线性插值算法［５］选取并建立对应特

征点，以对应特征点间的直线作为移位路径；将直

接使用线性插值算法所得结果与基于ＢＬＧ树分

割成对应线段后再分段使用线性插值算法得到的

结果进行对比。采用文献［５］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指标

对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变换结果进行评价。对于一个线状

要素犲：０，［ ］１ →犈，使得 （）犲狌 ＝犵（）狌 －犳（）狌 ，狌∈

０，［ ］１ ，则线状要素犈 的长度 犈 即为 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ｉｏｎ指标值。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指标反映了对应特征

点间“移位矢量”的变化情况，在移位路径为对应

特征点间直线的情况下，其越小说明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

变换效果越好。

１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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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模拟算例

实验数据采用具有分形特征的线状数据［１４］，

如图２所示。其中，图２（ａ）的线状要素犃顶点较

多，表达较细致；而图２（ｂ）的线状要素犅具有较

少顶点，是犃的一个概括表达。

图２　线状实体的不同比例尺表达

Ｆｉｇ．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ＬｉｎｅａｒＥｎｔｉｔｙ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ａｌｅｓ

图３显示了本文方法中参数犜犔以０．０２为间

隔，从０到０．９８取不同值时的相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指标值。从图３中可以看出，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指标值

从高到低分为１３９．４、１０２．１、９７．２和８５．９四个梯

度。分析发现，同一梯度内，Ｍｏｒｐｈｉｎｇ变换结果

相同，而不同梯度间的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变换结果则有

变化。从每个梯度中选取一个参数犜犔（分别选取

犜犔＝０、０．１６、０．２０和０．２４），将在该参数下识别

的对应特征点结果以对应线［１５］的形式显示出来，

其中每一条对应线的两端点代表一对对应特征

点。由于两线状要素的每一个顶点都有一根对应

线与之连接，造成对应线密集，不易分辨，因此仅

显示与两线状要素对应分形特征点连接的对应

线，如图４所示。可以看出，图４（ａ）中仅有线状

要素的首尾顶点精确匹配，其他对应特征点则偏

差较大；图４（ｂ）中则有犅的中点与其在犃 上的

对应分形特征点精确匹配，其他对应特征点仍存

在一定偏差；在图４（ｃ）中，犃 和犅 左半部分的对

应分形特征点已全部精确匹配，右半部分对应特

征点仍有较小偏差；图４（ｄ）中，犃 和犅 的所有对

应分形特征点都实现了精确匹配，这也是犃和犅

各分形特征点能达到的最佳匹配。将这４种情况

下狋取０．５时的形状内插结果显示出来，如图５

所示。分析可以发现，图５（ａ）的内插结果仅仅保

持了线状要素的大致延伸结构，其分形特征点无

从识别；图５（ｂ）的内插结果得到较大改善，分形

结构基本得到保持，但在细节方面仍有一定偏差，

如犚１区域的凸起部分向右存在一定偏移；图５（ｃ）

的内插结果则较为准确，其中左半部分的对应分

形特征点被精确保持，仅右半部分存在较小偏差，

如犚２区域的凸起部分向右存在一定偏移；在图５

（ｄ）中，各对应分形特征点被精确保持，是本文方

法得到的最优结果，同时也是线状要素犃和犅 之

间能达到的最佳形状内插结果。

图３　模拟算例中犜犔 取不同值时

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值

Ｆｉｇ．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ｆｒｏ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犜犔

值得注意的是，当犜犔＝０时，线状要素犃 和

犅 的ＢＬＧ树仅在根结点发生结点匹配，此时的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变换结果即为直接使用线性插值算法

得出的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变换结果，其对应特征点结果

和狋＝０．５时的形状内插结果如图４（ａ）和图５（ａ）

所示。由此可见，本文方法有效保持了原线状要

素的结构特征，提高了内插精度，改善了 Ｍｏｒ

ｐｈｉｎｇ变换效果。

图４　模拟算例中本文方法犜犔＝０、０．１６、０．２０和０．２４时的对应特征点结果

Ｆｉｇ．４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Ｐｏｉｎｔ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Ｌｉｎｅａｒ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

ｏｎＢＬＧｔｒｅｅｗｉｔｈ犜犔＝０，０．１６，０．２０ａｎｄ０．２４ｉ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３．２　实际算例

实际算例采用中国铁路长林线作为实验数

据，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如图６所

示。其中，图６（ａ）为该段铁路的１∶５００万比例

尺表达，图６（ｂ）为１∶１０００万比例尺表达，这一

段铁路数据起伏较大，不同比例尺表达间差异明

显，较易体现出不同算法实验结果的差别。

根据本文方法，参数犜犔以０．０２为间隔从０

２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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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模拟算例中本文方法犜犔＝０、０．１６、０．２０、０．２４且狋＝０．５时的形状内插结果

Ｆｉｇ．５　Ｓｈａｐｅ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Ｌｉｎｅａｒ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ＬＧｔｒｅｅｗｉｔｈ

犜犔＝０，０．１６，０．２０，０．２４ａｎｄ狋＝０．５ｉ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图６　长林线铁路数据

Ｆｉｇ．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ＣｈａｎｇｌｉｎＲａｉｌｗａｙ

到０．９８分别取不同值时，得到一系列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

变换结果，并计算其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指标值，如图７

所示。显然，当犜犔＝０．１０时，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指标有

最小值６４．２ｋｍ，取此时的Ｍｏｒｐｈｉｎｇ变换结果为

本文方法的最终结果，其对应特征点结果如８（ａ）

所示，将直接使用线性插值算法得到的对应特征

点结果列于图８（ｂ）。比较可以发现，图８（ａ）的对

应线分布更加匀称，对应特征点结果更加合理。

图９和图１０显示了图６（ａ）中虚线框犚３标记区域

狋＝０．２５、０．５和０．７５时的形状内插结果。为了

更好地观察各内插结果的变化情况，图中以实线

代表当前内插结果，虚线代表前一状态内插结果。

可以看出，在不同程度的内插结果中，图９中“Ｉ”

号箭头所示特征点不断右移，最后成为右侧直线

的一部分；“Ⅱ”号箭头所示特征点不断向上移动，

最后几乎成为其上“右拐”处的转折特征点；图１０

中“Ⅲ”号箭头所示特征点得到有效保持，最后成

为小比例尺表达上与之对应的特征点；“Ⅳ”号箭

头所示特征点则逐渐退化，最后成为该处小比例

尺表达直线上与之对应的一部分。显然，图１０所

示的形状内插结果更加合理。此时，线性插值算

法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指标值为７９．１ｋｍ，基于ＢＬＧ

树的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变换方法取得了更好的效果。

图７　长林线实验中犜犔 取不同值时

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值

Ｆｉｇ．７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ｆｒｏｍＣｈａｎｇｌ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犜犔

图８　长林线实验中的对应特征点结果

Ｆｉｇ．８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Ｃｈａｎｇｌ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图９　线性插值算法区域犚３ 的形状内插结果

Ｆｉｇ．９　Ｓｈａｐｅ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Ｌｉｎｅａｒ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犚３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顾及ＢＬＧ树结构特征的线

状要素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变换方法。实验结果表明，基

于ＢＬＧ树的方法使形状内插结果有效保持了原

线状要素的结构特征，提高了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变换精

度，改善了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变换效果。值得一提的是，

在进行结点匹配时，当相应的两线段长度之比在

剔除总线长比影响后如果小于０．５或大于２，可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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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基于ＢＬＧ树的线性插值算法区域犚３ 的形状内插结果

Ｆｉｇ．１０　Ｓｈａｐｅ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Ｌｉｎｅａｒ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

ｏｎＢＬＧｔｒｅｅｆｏｒ犚３

为其一定不是对应结点。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可

仅在参数ＴＬ取０到０．５之间寻找最优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

变换结果。

下一步研究工作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① 充分挖掘线状要素的形态结构特征信息，以提

高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变换精度；② 研究不同程度形状内

插结果与比例尺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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