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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邻域相似性的居民地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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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增量更新过程中只对变化对象进行更新的特点，从更新对象的邻域空间相似性入手，以居民地要素

为例，对更新对象和源对象的几何相似性及其邻域内对象之间的空间关系相似性进行了形式化表达和计算，基

于评估可信度最大化原则确定了对象评估顺序，并根据邻近对象的不同特点设计了两阶段评估流程。实验表

明，该方法将评估区域限定在了更新对象邻域范围内，能够有效地发现尺度变换过程中实体及其空间关系错误，

提高了更新系统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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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数据增量更新是由一系列操作组成的，主

要针对局部对象的数据变换过程［１］。由于更新过

程复杂、人机交互频繁，容易出现误差甚至是造成

错误。因此，如何对更新后的数据进行质量评估，

发现问题并引导系统进行改正，成为更新系统开发

必须面对的问题。居民地要素是空间数据的重要

组成部分。本文以居民地要素为例，对空间数据增

量更新质量评估的流程、方法进行研究，为全要素

更新质量评估进行技术和方法准备。

空间数据更新质量评估包括更新过程评估、更

新算法评估和更新结果评估，其中前两项评估工作

主要在系统开发过程中完成，重点关注更新结果评

估［２］。更新结果质量评估涉及的方面比较多，如更

新后空间数据的精度、拓扑关系保持、对象面积、方

位及主要特征保持等。总体而言，可以用新旧对象

的几何相似性和更新区域及源区域的空间关系相

似性来表达，这两者又可以概括为更新对象与源对

象的邻域空间相似性。因此，首先给出邻域空间相

似性的表达及度量方法，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增量更

新质量评估方案。

１　邻域空间相似性及其度量

更新对象邻域空间相似性表示和度量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更新对象邻域的确定，第二是

邻域内对象之间空间关系相似性的表达和计算，第

三是更新对象和源对象之间几何和语义相似性的

计算方法。本节只考虑对象几何相似性的评估。

１．１　空间关系相似性及其度量

本文所说的空间关系相似性，是指不同表示方

式的同名空间对象对（群）之间的空间关系，这些关

系虽不严格一致，但也不违背制图规则的要求，是

不会形成空间冲突的关系［３］。空间关系相似性往

往用离散化的概念距离来表示，如吕秀琴等基于拓

扑关系的概念邻域对多尺度空间对象的拓扑相似

关系进行了研究［４］；孟妮娜对制图综合中拓扑、方

向和距离关系相似性的集成表达和度量进行了研

究［５］。此处借鉴其研究思路，具体的度量方式采用

文献［３］中提及的方法。

１．２　空间对象几何相似性及其度量

空间对象几何相似性度量方法一般是从方向、

位置、大小、形状等指标入手，通过计算各指标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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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并加权求和来获取对象整体相似度［６７］。各指标

相似性的具体方法采用文献［８］中的方案。

２　更新质量评估方法

利用邻域空间相似性来进行更新质量评估的

总体思路是对更新区域和更新源上对应区域进行

相似性计算和评价，若满足相似性指标判定质量合

格，不满足则需要人工辅助鉴定并重新执行更新流

程。

２．１　质量评估区域的确定

根据空间场的概念，一般认为与更新对象邻近

（存在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连接）的所有对象都可能对

其造成影响［９］。因此，评估区域是更新对象及其邻

近对象所包围的区域，而与其对应的则是源图上与

这些对象关联的大尺度对象及其邻域。如图１所

示，地图 Ｍａｐ犾上居民地对象犃为变化对象，增量更

新后生成相邻尺度地图 Ｍａｐ狊上的居民地对象犃′，

对两图分别构建约束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发现犃′的

邻近对象为犅′、犆′、犇′、犈′、犉′，通过相邻尺度之间的

关联发现它们的对应对象分别为犅、犆、犇、犈、犉。那

么，该增量更新过程的评估区域为犃′加上与犅′、

犆′、犇′、犈′、犉′及其与犃′的空间关系，源区域为 Ｍａｐ狊

上的犃与犅、犆、犇、犈、犉及其与犃的空间关系。

图１　 更新评估区域示例图

Ｆｉｇ．１　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Ｕｐｄａｔ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

２．２　邻域空间相似性的形式化表达

对更新对象邻域评估的主要任务是计算邻域

空间关系相似性和对象几何相似性，对照图１，如

果以（犃′）来表示更新对象犃′的邻近对象集，有

（犃′）＝ ｛犅′，犆′，犇′，犈′，犉′｝，犃′的对应对象犃的邻

域对象集为（犃）＝｛犅，犆，犇，犈，犉｝。那么，犃′相对

于犃的邻域空间相似性狏（犃，犃′）可以表示为：

狏（犃，犃′）＝ ∑
犡∈（犃），犡′∈（犃′）

犛犚（犚（犃，犡）－

犚（犃′，犡′））犛犌（犃，犃′） （１）

式中，犛犚（犚（犃，犡）－犚（犃′，犡′））、犛犌（犃，犃′）分别

表示犃′与犃的邻域空间关系相似性和几何相似

性；表示集成关系。

２．３　指标相似性的组合使用方式

文献［１０］使用了加权求和判断全局（混合）相

似性的方法进行匹配。但是在更新质量评估的环

境下，相似性评价要面对总相似性阈值和权值准确

设定的难题，且其评价结果无助于问题的准确定

位。因此，本文采用各指标相似性逐项评估的方

法。首先计算各指标的相似性，然后依次判定是否

满足要求，标记不合格指标项。所有的指标评估完

成后，进行错误检查和错误纠正。

２．４　质量评估的顺序

在实际的更新过程中，由于更新对象做过尺度

变换，因此未更新对象作为参照对象的可信度要大

于单个更新对象；另外，更新对象的邻近对象越多，

可以认为对其约束和评价就越全面；基于这两项指

标，对更新对象的邻域评估可信度进行量化，设未

更新参照对象的可信度为３，邻近已评估成功更新

对象的可信度为２，邻近未评估更新对象的可信度

为１，评估失败对象的可信度为０，待评估对象的邻

域评估可信度定义为其邻域参照对象可信度之和。

首先利用邻近对象中未更新对象的多少进行排序，

未更新对象个数相同的情况下按照待评估对象邻

域可信度进行排序，可信度高的先评估，评估完之

后将其作为参照对象评估其他对象，保证了整个评

估质量的可信度最大化。采用该方法，评估将从待

评估区域边缘逐渐向区域中心推进。

２．５　质量评估流程

增量更新对象的质量评估流程如下。首先以

更新后数据为基础，从任一更新对象出发，采用

§２．１方法进行邻近更新对象探测，对探测到的对

象进行聚集（用链表进行关联），形成一个更新区

域；通过相邻尺度数据之间的关联，找到更新数据

源上与更新区域相对应的源区域。根据邻近性原

则对更新区域进行扩展，找到更新区域邻近的未更

新对象并进行标注，同步确定评估源区域。最后根

据评估可信度最大化原则对评估对象进行排序。

把空间关系评估分为两步，前段评估只用邻近的未

更新对象以及已评估成功对象进行空间关系评价，

待邻近的更新对象评估完成后再补充缺失的空间

关系评价，这一部分称为后段评估。标注两阶段评

估中有任一项指标失败的对象，若都成功则按顺序

评估下一对象，直到遍历完区域内的所有对象为

止。

７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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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验和分析

实验样图为图２（ａ）所示的采集于上世纪九十

年代某城市的１∶２５０００地图，图２（ｂ）为近年采集

的１∶１００００新图，图２（ｃ）为采用图２（ｂ）经增量更

新后产生的１∶２５０００新图。图２（ｄ）上彩色的居

民地对象为级联更新后在尺度１∶５万上标记为删

除的对象，图２（ｅ）上彩色的居民地对象为标记为新

建的对象，它们由１∶１００００上的新建对象化简或

合并而来，图２（ｆ）上彩色的居民地对象为标记为修

改的对象。其中，新建对象和修改对象为图２（ｃ）的

更新对象，是本次质量评估的目标。由于数据较

多，因此将集中对图中右上角的新建对象和修改对

象进行评估。

经过更新对象探测和聚集之后，新建对象和修

改对象连接成片，形成了如图２（ｇ）上紫色对象所

示的更新对象群以及包围它们的绿色未更新对象

群，整个质量评估区域如图２（ｇ）中彩色居民地对

象所示。利用相邻尺度同名对象之间的关联，更新

对象所对应的源对象群和评估源区域如图２（ｈ）中

彩色居民地对象所示。图２（ｉ）和图２（ｊ）是以上两

图进行开窗放大并编号后的图形。采用§２．４所述

的质量评估排序方法确定的评估顺序、更新对象的

对应对象以及邻域对象如表１所示。为表述方便，

将图２（ｇ）分别命名为 Ｍａｐ犾狀和 Ｍａｐ狊狀，其中的居民

地对象称为狉犻和犚犼。

表１　质量评估顺序及评估结果

Ｔａｂ．１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序号
更新

对象

对应

对象

邻域

对象

几何相似性

面积 方向 位置 形状

１ 犚１２ 狉２１，狉２２，狉２３ 犚１５，犚１６，犚１７，犚１８，（犚５，犚９，犚１０） ０．８１１６ ０．９７４５ １２．０６ ０．８５１３

２ 犚１３ 狉２５ 犚１９，犚２０，犚２１，（犚１１） ０．８９５２ ０．９４０９ １１．３１ ０．９３０７

３ 犚１１ 狉２０，狉２４ 犚１９，犚１８，犚１３，（犚７，犚８，犚１０） ０．８６８２ ０．９７７５ １３．５８ ０．８３２１

４ 犚５ 狉９，狉１０，狉１６ 犚１４，犚１５，犚１２（犚１，犚２，犚６，犚９） ０．６８３２ ０．９６８６ １７．０２ ０．６５４７

５ 犚１０ 狉１８，狉１９ 犚１８，犚１２，犚１１（犚６，犚７，犚８，犚９） ０．６６０３ ０．９７７６ １２．９１ ０．８６０７

６ 犚９ 狉１７ 犚１８，犚１２，犚５，犚１０，（犚７，犚６） ０．９４８８ ０．９９０２ １２．１３ ０．９５５８

７ 犚１ 狉１，狉５ 犚１４，犚５，（犚２，犚６） ０．８５１６ ０．９２３７ ６．１６ ０．８８３４

８ 犚６ 狉１１，狉１２，狉１３ 犚１，犚２，犚５，犚９，犚１０，犚７，（犚３） ０．８２００ ０．９８８０ １３．８３ ０．８１０３

９ 犚７ 狉１４ 犚８，犚９，犚１０，犚１１（犚２，犚３，犚４，犚６） ０．８６０８ ０．９９９２ １０．１７ ０．９４０８

１０ 犚２ 狉２，狉６ 犚１，犚５，犚７（犚３，犚６） ０．９８６２ ０．９８２４ １２．４７ ０．８７４６

１１ 犚３ 狉３，狉７ 犚２，犚６，犚７，犚８，（犚４） ０．８６５３ ０．９９２２ １３．２０ ０．８２３５

１２ 犚８ 狉１５ 犚１０，犚１１（犚３，犚４，犚７） ０．９４２２ ０．９４７０ １１．８２ ０．９２５６

１３ 犚４ 狉４，狉８ 犚３，犚７，犚８ ０．８０４９ ０．９７０１ １１．３１ ０．８４５９

　　在进行邻域空间关系相似性计算前，首先进行

更新对象几何相似性评估，只有几何相似性评估通

过的对象，才能参与空间关系相似性计算。由于数

据源和更新对象的比例尺不同，因此变化对象尺度

变换会造成一对多对应情况，对于这种情况，采取

文献［１１］所述的居民地合并算法对源对象进行合

并。如图２（ｋ）所示，Ｍａｐ狊狀中居民地对象犚１２对应

于Ｍａｐ犾狀中对象狉２１、狉２２、狉２３，将这３个对象合并并和

犚１２置叠，然后依照§１．２所述的方法分别计算它们

的方向、位置和形状相似性，面积相似性采用合并

前各对象面积之和与犚１２的面积进行比较，图２（ｉ）

和图２（ｊ）中更新对象及源对象的几何相似性计算

结果如表１所示。若以０．８、０．８、０．８作为面积、方

向和形状的相似度阈值，以图上４ｍｍ作为质心距

离的最大取值范围，以０．８作为距离相似度阈值，则

对于１∶５万地图符合要求的最大图上质心距离为

０．８ｍｍ，实地距离为２０ｍ（为计算方便，距离直接

采用实测欧式距离）。用以上参数来衡量，对象犚５

的面积和形状相似度不符合要求，犚１０的面积相似

度不符合要求。因此，这两个对象将被标注以进行

人工判定，同时它们也不能参与随后的空间关系相

似性评估。

空间关系相似性评估比较复杂，以对象犚１２

为例，其邻近对象为犚１５、犚１６、犚１７、犚１８、犚５、犚９、

犚１０，除去几何相似性评估失败的犚１０和犚５之外，

还要和其余所有对象进行方向、距离和拓扑关系

计算，并和其对应的对象进行相似性比较。表２

列出了对象犚１２的邻近对象及它们的对应对象。

例如邻近对象犚５对应于 Ｍａｐ犾狀中的狉２７，犚１６对应

于狉２９、狉３０、狉３１、狉３２，将存在一对多的对应对象进行

合并后，对象犚１２的邻域及其对应对象的邻域如

图２（ｌ）、图２（ｍ）所示。按照§１．１所述空间关系

的量化表示方式，对象犚１２及其对应对象的空间

关系相似性如表２所示。若以方向关系概念邻域

距离不超过２，拓扑关系概念邻域距离不超过１，

距离关系概念邻域距离不超过２来衡量（一般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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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最小可视距离为０．２ｍｍ，对１∶５万地图数

据，距离关系的阈值为２倍的最小可视距离，则实

地距离为不超过１０ｍ），居民地对象犚１２的空间关

系相似性满足评估要求。

图２　实验用图

Ｆｉｇ．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表２　居民地犚１２的空间关系相似性计算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ｏｆ犚１２

空间关系相似度
方向关系 距离关系 拓扑关系

前 后 差 前 后 差 前 后 差

犚１５ 狉２７ ７ ８ １ １６．６１ １２．８０ ３．８１ ０ ０ ０

犚１６ 狉２８ ６ ６ ０ ２１．５７ １９．０ ２．５７ ０ ０ ０

犚１７ 狉２９，狉３０，狉３１，狉３２ ５ ５ ０ １７．３ １３ ４．３ ０ ０ ０

犚１８ 狉３３，狉３４ ３ ３ ０ ２０．８ １９．４８ ０．３２ ０ ０ ０

犚５ 狉９，狉１０，狉１６ — — — — — — — — —

犚９ 狉１７ １ ２ １ ４５．３１ ３６．３２ ８．９９ ０ ０ ０

犚１０ 狉１８，狉１９ — — — — — — — — —

４　结　语

本文针对增量更新过程只对变化对象进行更

新的特点，从更新对象的邻域空间相似性入手，对

更新对象邻域内对象的几何相似性和对象间的空

间关系相似性进行了形式化表达和计算，基于评

估可信度最大化原则确定了待评估对象的评估顺

序和评估方法，并分两阶段进行了评估，最后实验

证实了该方法的优越性。

由于更新质量评估是以多指标相似性评价为

基础的复杂过程，因此，各指标的相似性计算方法

和准确性都会影响评估结果的置信水平。此外本

文只对居民地对象更新的质量评估方法进行了研

究，在实际更新过程中会涉及多要素及要素间互

相制约的空间关系，这将是下一步需要重点关注

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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