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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基于主成分分析的网格模式识别方法。首先利用形状参量和关系参量描述道路网中的网眼；

然后生成网眼数据的主成分；最后，根据主成分分析构造参量权重的思想，导出网眼属于网格模式隶属度，根

据该参数识别网格模式。实验结果表明，识别结果与肉眼识别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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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群目标分布模式的识别与隐式信息的发

现是空间数据挖掘感兴趣的研究课题。道路网模

式的识别对于网络分析、网络导航、数据匹配、地

图更新与缩编具有实用价值。运用拓扑分析识

别、挖掘、揭示和发现道路网中的隐式模式一直是

研究的热点［１］，经典的隐式模式包括小世界网络、

无标度网络、道路网中的二八模式等［１３］。隐式模

式的识别通常通过对特定参量的统计分析或计算

来进行。如小世界网络通过计算平均路径长度和

聚合系数两个参量来确定；无标度网络通过统计

网络中点的连通度的分布是否满足幂律分布来确

定。常见的显示模式包括网格模式、辐射模式、环

模式等［４５］。文献［６］运用参量平均网格系数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ｒｉｄ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来度量道路网是否呈现

网格模式，平均网格系数较大的城市，其整体呈现

网格模式。Ｈｅｉｎｚｌｅ等
［７］以连通度为４的道路交

叉点为起点，搜索包含该结点的网眼，然后通过其

中一个网眼，寻找符合质心排列一致的邻近网眼，

综合考虑网眼间的相似性，完成网格的识别。

Ｙａｎｇ等
［８］将相邻网眼排列一致性、相邻网眼形状

相似性、网眼自身形状指标集成为一个参数，根据

该参数搜索邻近网眼，完成网格模式的识别，参数

的阈值可以人为设定，以达到自适应的效果，该方

法克服了Ｈｅｉｎｚｌｅ方法
［７］不能从复杂结点识别网

格的局限。

主成分分析是一种重要的多元统计方法，它

将多个参量转化为几个不相关的主成分，达到降

维和删除重复信息的目的。主成分分析常见的应

用包括检验参量间的相关性、删除贡献较少的参

量、构造参量的权重等［９１０］。

本文提出了一种运用主成分分析进行网格模

式识别的方法。该方法将道路网中的多边形作为

５维参量空间中的向量，运用主成分分析确定网

眼多边形属于网格模式的隶属度，挖掘网格模式。

１　网眼多边形的属性参量定义

基于实际的观察，属于网格模式的网眼多边

形具有以下特征：① 自身呈矩形状；② 与周围的

网眼多边形“排列一致”；③ 该网眼与“排列一致”

的网眼在形状和尺寸方面相似。网眼多边形属性

参量的定义主要从上述３个方面考虑。下面我们

结合机器视觉的研究成果，介绍参量的定义与计

算方法，如表１。下述参量与尺度无关，参量值的

大小具有绝对性。

２　运用主成分分析识别网格模式

２．１　主成分分析用于构造参量权重

主成分分析法可以用于构造参量的权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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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网眼参量

Ｔａｂ．１　Ｍｅｓｈ’ｓＭｅａｓｕｒｅ

参量 计算方法 说明

矩形度（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Ｒ）

描述多边形呈矩形的程度。其计算方

法主要有４种，根据 Ｒｏｓｉｎ［１１］的建议，

选择 网 眼 面 积 与 其 最 小 外 接 矩 形

（ＭＢＲ）面积的比值。取值范围（０，１］

Ｒ（犕）＝Ａｒｅａ（犕）／Ａｒｅａ（ＭＢＲ（犕））

Ａｒｅａ（）是面积计算函数，ＭＢＲ（）返回最小外接矩形

凹凸度（ｃｏｎｖｅｘｉｔｙ，Ｃ）

描述多边形的凹凸程度，其计算方法详

见文献［１２］，这里选择常用的计算方

法，即网眼面积与其凸壳（ＣＨ）面积的

比值。取值范围（０，１］

Ｃ（犕）＝Ａｒｅａ（犕）／Ａｒｅａ（ＣＨ（犕））

Ａｒｅａ（）是面积计算函数，ＣＨ（）返回凸壳

排列一致度（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ａｒ

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ｄｅｇｒｅｅ，ＣＡＤ）

描述两个网眼是否排列得像网格的程

度，其计算方法为：将两个相邻网眼合

并成新的多边形，计算该多边形的矩形

度与凹凸度，将计算得到的矩形度与凹

凸度相乘，然后乘以小网眼与大网眼的

面积比值。取值范围［０，１］

ＣＡＤ（犕１，犕２）＝Ｒ（犕３）Ｃ（犕３）ｍｉｎＡｒｅａ（（犕１，

犕２））／ｍａｘＡｒｅａ（（犕１，犕２））

ｍｉｎＡｒｅａ（）是最小面积计算函数，ｍａｘＡｒｅａ（）是最大

面积计算函数

周围排列度最大的网眼的

矩形 度 （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ｏｆ

ｍｅｓｈｈａｖｉｎｇｌａｒｇｅｓｔＣＡＤ，

ＲＭＨＬＣＡＤ）

与该网眼排列一致度最大的网眼的

矩形度。取值范围（０，１］

ＲＭＨＬＣＡＤ＝Ｒ（ＩＤ（Ｍａｘ（ＣＡＤ（犕，犕′））））

犕′是与犕 相邻的网眼多边形，相邻的意思指有公共

边，Ｍａｘ（）是计算最大值函数，ＩＤ（）是返回多边形标

识函数

周围排列度最大的网眼的

凹凸度（ｃｏｎｖｅｘｉｔｙｏｆｍｅｓｈ

ｈａｖｉｎｇｌａｒｇｅｓｔＣＡＤ，ＣＭ

ＨＬＣＡＤ）

与该网眼排列一致度最大的网眼的

凹凸度。取值范围（０，１］

ＣＭＨＬＣＡＤ＝Ｃ（ＩＤ（Ｍａｘ（ＣＡＤ（犕，犕′））））

犕′是与犕 相邻的网眼多边形，相邻的意思指有公共

边，Ｍａｘ（）是计算最大值函数，ＩＤ（）是返回多边形标

识函数

基本思想是将高维数据化简为低维。第一主成分

代表了数据变异最大的方向，并且与原始变量相

关性相关性最强，用它来描述，信息损失最小。因

此，可以使用最大特征值λ１对应的特征向量γ１的

各分量作为参量的权重。在用γ１的各分量作为

权重时，必须满足所有分量都大于０的条件，否则

γ１的各分量不能作为各参量的权重
［１１１３］。

范金城和梅长林［１４］在对企业效益的研究中也

用到了类似的思想。对企业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

后，第一主成分的各分量为正，他们认为第一主成

分是反映各企业总效益大小的综合指标，将原始数

据各个参量的值代入第一主成分，由第一主成分的

得分对各企业排序，能从整体上反映企业间的效益。

同样地，假如由表１参量描述的道路网网眼

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后，第一主成分的各分量也

为正，那么可用第一主成分作为网眼综合指标，其

得分值反映网眼是否属于网格模式。

２．２　识别步骤

１）数据预处理。受Ｘｉｅ等
［１５］研究的启发，重

复删除道路网图中的桥和孤立点。重复删除的意

思是删除一个桥后，重新检查剩余的道路网是否

还存在桥和孤立点，若有，继续删除，直到不存在

桥和孤立点，对处理完的道路网构建多边形拓扑

结构。对于已有线面关系的数据可以跳过；

２）对每个网眼，计算表１定义的参量；

３）对网眼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

４）依据主成分分析构造参量权重的思想，导

出网眼属于网格模式的隶属度；

５）设定阈值，大于阈值的即为属于网格模式

的网眼。

３　实　验

３．１　两组数据的主成分分析

实验在 ＷｉｎｄｏｗＸＰ操作环境下进行，实验

数据是深圳市部分道路网和武汉市部分道路网。

数据处理功能和参量计算用ＡｒｃＥｎｇｉｎｅ二次开发

实现。运用统计分析软件ＳＰＳＳ（版本号１６．０）进

行主成分分析及相关的图表生成。对深圳和武汉

市部分道路网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

１）深圳市部分道路网的３９９个网眼。对其

进行主成分分析，主成分累计贡献率如表２，第一

表２　累计贡献率

Ｔａｂ．２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方差解释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深圳

数据

主成

分

１ ０．０７６ ７３．７７６ ７３．７７６

２ ０．０１３ １２．２５７ ８６．０３３

３ ０．０１０ ９．７４６ ９５．７７９

４ ０．００３ ２．８６８ ９８．６４７

５ ０．００１ １．３５３ １００．０００

武汉

数据

主成

分

１ ０．０５７ ７５．８８６ ７５．８８６

２ ０．００８ １１．１６７ ８７．０５３

３ ０．００７ ９．５１１ ９６．５６４

４ ０．００２ ２．４８９ ９９．０５３

５ ０．００１ ０．９４７ １００．０００

５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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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成分解释样本总方差的７３．７７６％，前两个主

成分累计贡献率达到８６．０３３％。为了阐明主成

分，成分系数与相关系数都应进行考察。前两个

主成分的成分系数如表３，前两个主成分与原始

参量间的相关系数如表４。

２）武汉市部分道路网的４２７个网眼。对其

进行主成分分析，主成分累计贡献率如表２，第一

个主成分解释样本总方差的７５．８８６％，前两个主

成分累计贡献率达到８７．０５３％。为了阐明主成

分，成分系数与相关系数都应进行考察。前两个

主成分的成分系数如表３，前两个主成分与原始

参量间的相关系数如表４。

表３　成分系数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Ｒ Ｃ ＣＡＤ ＲＭＨＬＣＡＤ ＣＭＨＬＣＡＤ

深圳数据第一主成分 ０．４６４ ０．２０３ ０．７８３ ０．３３７ ０．０９１

深圳数据第二主成分 ０．６８４ ０．４９１ －０．５００ －０．０５３ －０．０６１

武汉数据第一主成分 ０．３９４ ０．０９２ ０．８８０ ０．２５１ ０．０５０

武汉数据第二主成分 ０．８６１ ０．２４６ －０．４７０ ０．１９０ ０．０１１

表４　相关系数

Ｔａｂ．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Ｒ Ｃ ＣＡＤ ＲＭＨＬＣＡＤ ＣＭＨＬＣＡＤ

深圳数据第一主成分 ０．８３７ ０．６０９ ０．９５６ ０．７２７ ０．４４６

深圳数据第二主成分 ０．５１０ ０．６０９ －０．２５２ －０．０４７ －０．１２５

武汉数据第一主成分 ０．７５８ ０．４０７ ０．９８１ ０．６００ ０．３６４

武汉数据第二主成分 ０．６２１ ０．４０７ －０．１９６ ０．１７０ ０．０３０

３．２　由主成分分析导出网眼参量的权重

通过对深圳市部分道路网和武汉市部分道路

网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１）两组数据的第一主成分每个参量的成分

系数均为正（表３第二行和第四行），可以将其解

释为网眼综合参数，它反映了网眼是否属于网格

模式的综合指标，且第一主成分与每个参量的相

关系数均很大（表４第二行和第四行），第一主成

分贡献率很高（７３．７７６％，７５．８８６％）。

２）两组数据的第一主成分虽然在成分系数

和相关系数上的绝对大小不同，但其相对大小相

同，顺序依次为ＣＡＤ、Ｒ、ＲＭＨＬＣＡＤ、Ｃ、ＣＭＨＬ

ＣＡＤ。这一点接近人的认知，在识别网格模式

时，网眼的排列的重要性最高，对于一些经过仿射

变换得到的不规则网格，人的识别着重于识别网

眼的排列关系。虽然本文与Ｙａｎｇ等
［１０］的研究在

计算排列一致性时方法不同，但得到的结论类似，

反映出排列一致性对网格模式识别的重要性。

据§２．１的思想，第一主成分的各分量可作

为网眼参量的权重。

３．３　网眼隶属度的导出和识别结果

第一主成分代表网眼综合参数，将网眼参量

的值代入第一主成分，得到该主成分的值，将其除

以第一主成分成分系数之和，可导出网眼属于网

格模式的隶属度的计算公式：

Ｇｒｉｄ＿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犪１犚＋犪２犆＋犪３ＣＡＤ

＋犪４ ＲＭＨＬＣＡＤ＋犪５ＣＭＨＬＣＡＤ）／

（犪１＋犪２＋犪３＋犪４＋犪５）

式中，犪犻为第一主成分的各个分量。该公式分子

部分就是第一主成分的值，之所以除以分母，其实

是将第一主成分值归一化。注意到，对于不同的

道路网数据，犪犻的值是不一样的。Ｇｒｉｄ＿Ｍｅｍｂｅｒ

ｓｈｉｐ的取值范围为（０，１］，根据上述公式，将原始

数据代入计算，得到各个网眼属于网格模式的隶

属度，取阈值为０．７，隶属度大于０．７的网眼填充

表示，如图１和图２，对应识别结果，识别结果与

肉眼识别近似，某些地方不尽人意。

　　　　　　
图１　识别结果（深圳数据）

Ｆｉｇ．１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Ｄａｔａ）
　　　　　　

图２　识别结果（武汉数据）

Ｆｉｇ．２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Ｗｕｈａｎｄａｔａ）

６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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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局　限

１）对网眼的描述参量，还有其他一些形状参

量和排列程度参量可供选择，如紧凑度、延展度、

方向等没有考虑，应该对更多的描述参量进行主

成分分析，使得方法具有更高程度的通用性。

２）从实验数据的选择来说，虽然来自两个不

同地区，其地理特征不同，但从图形上看，这两组

数据都是道路网中蕴涵网格模式的情况，那么本

方法目前只能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具有一定的通用

性，该方法能否用于美国城市，如旧金山，整个城

市呈现规则网格模式的识别还需进一步验证。

３）由第一主成分导出的隶属度在逻辑上有

一点问题，即其取值范围是（０，１］，从人的思维来

说，应该可以取值０，因为存在完全不属于网格模

式的网眼；由于对于多边形来说，Ｒ、Ｃ、ＲＭＨＬ

ＣＡＤ、ＣＭＨＬＣＡＤ等４个参量大于０，所以导致

隶属度大于０。对于隶属度阈值的设定，０．７是根

据实验得到的，需要进一步确定。

４）方法的使用范围有限。对数据进行主成

分分析，根据构造权重的要求，第一主成分的成分

系数必须为正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该方法，否则，不

能使用该方法。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主成分分析的网格模式识

别方法。该方法将道路网中的网眼看作５维向

量，采用矩形度、凹凸度、排列一致度、周围排列度

最大的网眼的矩形度、周围排列度最大的网眼的

凹凸度描述参量，对网眼进行主成分分析并对主

成分的含义进行了解释，根据主成分构造参量权

重的思想，由第一主成分导出网眼属于网格的隶

属度计算公式，对深圳和武汉道路网的一部分进

行了两组实验，识别结果与肉眼识别近似。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① 考虑更多的网眼参量；② 对更多的道路网

样本进行实验，验证方法的通用性。③ 对识别结

果的定量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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