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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基于弯曲的线要素几何信息量的度量方法。首先利用拐点识别线要素弯曲，将线要素几何结

构分解为一组有序弯曲。进而基于地图信息产生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特征本质，从元素层次的弯曲形态、邻域

层次的弯曲拓扑和整体层次的弯曲分布来描述弯曲序列的空间特征，并提出相应的几何信息分类，即弯曲几

何形状信息、弯曲几何拓扑信息和弯曲几何分布信息。然后针对不同类型的几何信息，分别建立各层次空间

特征描述指标，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信息量度量方法。实验验证了本文方法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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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具有记录、表达和传输空间信息的基本

功能，地图空间信息量的度量已成为国际ＧＩＳ和

制图学界的一个基础研究专题［１］。通过文献分析

可以发现［２－５］，现有方法大都基于信息熵理论［６］，

主要从地图层次考虑地图全局的信息量，没有考

虑空间要素自身的空间信息量。然而，空间要素

的几何形态表达着重要的地理空间特征，蕴含丰

富的几何信息，这部分信息亦是地图空间信息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制图综合中，单个要素的信息

量通常是具体的综合操作关注的重点，可为空间

要素的取舍或简化提供依据。为此，本文提出了

一种基于弯曲的线要素几何信息量的度量方法。

１　研究策略

线要素的几何结构由一系列弯曲构成，因此，

以弯曲作为结构单元对线要素进行划分是一种符

合认知的方法［７］。首先将线要素分解为一组有序

弯曲，结合地图空间信息产生的本质特征（即差异

性和多样性）［８］，从三个层次来描述弯曲序列的特

征，分别为元素层次的弯曲几何形态特征、邻域层

次的弯曲几何形态差异和整体层次的弯曲几何分

布多样性。针对每个层次给出相应的定量描述指

标，并建立相应的空间信息量度量方法，对应的几

何信息分别称为弯曲几何形状信息、弯曲几何拓

扑信息和弯曲几何分布信息，这些不同层次的信

息构成线要素的整个几何信息，如图１所示。

图１　线要素几何信息量度量的研究策略

Ｆｉｇ．１　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ａＬｉｎｅ

２　线要素的结构识别与特征描述

２．１　基于拐点的线要素弯曲序列识别

基于弯曲的线要素几何结构划分方法很多，

本研究利用拐点来识别线要素上的弯曲结构，进

而获得线要素的弯曲序列。定义拐点为线的绕动

方向发生变化的点，并以绕动方向发生变化的直

线段的中点代表［９１１］，相邻拐点之间的曲线段即

为一个弯曲。图２中直线段犃犅的绕转方向由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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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针变为顺时针，犆犇 的绕转方向由顺时针变为

逆时针，分别取其中点犕 和犖 为拐点，相邻拐点

犕 和犖 之间形成一个弯曲。将线要素划分得到

的弯曲依次记为犮１，犮２，…，犮狀，则该线要素几何上

可表达为弯曲序列（犮１，犮２，…，犮狀）。如图２所示，

线要素可表达为（犮１，犮２，犮３，犮４，犮５）。

图２　基于拐点的弯曲序列识别

Ｆｉｇ．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ｎｄｓＢａｓｅｄｏｎ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ｓ

２．２　弯曲的几何特征定量描述

选用弯曲度和弯曲面积比两个相互独立的指

标描述弯曲几何特征。对于一个弯曲犮犻，弯曲底

线宽度为连结弯曲两端点的线段长度，定义其弯

曲度犳犮犻为弯曲长度犾犮犻与弯曲底线宽度犱犮犻的比

值，表达为：

犳犮犻 ＝犾犮犻／犱犮犻，１≤犻≤狀 （１）

由式（１）可知，弯曲度取值为（１，＋∞）。弯曲度具

有缩放不变性，故不能区分不同尺寸的弯曲。因

此，引入弯曲面积比指标描述弯曲大小，定义弯曲

面积比狉犮犻为弯曲的面积犛犮犻与线要素弯曲序列的

弯曲面积均值犛犮犻的比值，表达为：

狉犮犻 ＝犛犮犻／犛犮犻，１≤犻≤狀 （２）

进而，线要素的几何形状度量可分解为两个序列，

分别为弯曲度序列（犳犮
１
，犳犮

２
，…，犳犮狀）和弯曲面积

比序列（狉犮
１
，狉犮

２
，…，狉犮狀）。

３　基于弯曲特征的线要素几何信息

量的度量

３．１　信息量度量的模型基础

基于概率的信息熵模型为：

犐＝∑
狀

犻＝１

狆犻ｌｏｇ狆犻 （３）

式中，狆犻为事件犻发生的概率。考虑特征对信息

量的影响，提出改进的信息量计算方法：

犐＝ｌｏｇ（犞＋１） （４）

式中，犞 为标准化的特征描述指标值。事实上，

“概率”是随机事件的典型特征，Ｓｈａｎｎｏｎ信息熵

正是这一典型特征的对数。针对线要素不同类型

的几何信息，采用不同形式的信息量计算模型。

３．２　元素层次弯曲几何形状信息量的度量

由于弯曲程度、弯曲尺寸越大，线要素载负的

几何形状信息量越大。将弯曲度与弯曲面积比指

标分别代入式（３），同时考虑到这两个特征指标相

互独立，两部分信息量具有可加性，可得到线要素

元素层次几何形状信息量，表达为：

犐ＧＳ（犔）＝∑
狀

犻＝１

（ｌｏｇ２犳犮犻 ＋ｌｏｇ２（狉犮犻 ＋１）） （５）

式中，狀为弯曲数量；犐ＧＳ（犔）为弯曲几何形状信息

量。规定对数底数取２时，信息量单位为ｂｉｔ。

３．３　邻域层次弯曲几何拓扑信息量的度量

线要素无序性程度越大，线要素蕴含的几何

拓扑信息量就越大。弯曲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弯曲

度和弯曲尺寸的差异，如图３（ｂ）中弯曲几何拓扑

信息量更大。

将相邻两个弯曲之间的差异分别根据弯曲

度、弯曲尺寸各分为三类。以弯曲度为例，差异在

１０％以内即认为大致相等，用“０”表示；超过１０％

的根据大小关系分别用“－１”和“１”表示，即可得

到相邻弯曲的弯曲度差异性序列（ｄｉｆｆ１，ｄｉｆｆ２，…，

ｄｉｆｆ狀－１）。进而将相等的相邻元素作为一个子序

列，得到反映弯曲序列的无序性程度的子序列集

（犵１，犵２，…，犵犿），其中，第犻个子序列犵犻的元素数

目占元素总数的比例为：

犘犻＝狋犻／狀－１ （６）

将式（６）代入式（３）可得基于相邻弯曲间弯曲尺寸

差异的弯曲几何拓扑信息量：

犐ＧＴ（犔狉）＝－∑
犿

犻＝１

狋犻／ｌｏｇ２（狋犻／（狀－１））／（狀－１）

（７）

类似地，可以计算基于相邻弯曲间弯曲度差异的

线要素几何拓扑信息量，记为犐ＧＴ（犔犳）。于是，线

要素的弯曲几何拓扑信息量可以表达为：

犐ＧＴ（犔）＝犐ＧＴ（犔犳）＋犐ＧＴ（犔狉） （８）

３．４　整体层次上弯曲几何分布信息量的度量

由于弯曲的几何形态分布越多样，相应的线

要素信息量越大，称这类信息为弯曲几何分布信

息。如图４（ｂ）、４（ｃ）的弯曲几何分布更多样化，

其几何分布信息量更大。

按照弯曲度和弯曲面积比对各个弯曲进行分

类，然后统计各类弯曲的比例，各类别弯曲的比例

越均衡，则多样性程度越大。以弯曲面积比为例，

规定分类区间长度为Δ狉＝０．１，统计弯曲面积比

掉入各个区间的比例，代入式（３），即可得到基于

弯曲面积比的弯曲几何分布信息量：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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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相邻弯曲间尺寸

关系的差异性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

Ｓｉｚ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图４　线状目标中弯曲

分布的多样性

Ｆｉｇ．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犐ＧＤ（犔狉）＝－∑
１０

犻＝１

（犖犻ｌｏｇ２（犖犻／狀））／狀 （９）

式中，犖犻为第犻类弯曲的数量，并令０ｌｏｇ２０＝０。

类似地，可以计算基于弯曲度的弯曲几何分布信

息，记为犐ＧＤ（犔犳）。于是，线要素弯曲几何分布信

息量为：

犐ＧＤ（犔）＝犐ＧＤ（犔犳）＋犐ＧＤ（犔狉） （１０）

式中，犐ＧＤ（犔）为线要素犔的弯曲几何分布信息。

４　实验与结果分析

为验证所提度量方法的合理性，设计了两个

实验，基于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２００８的Ｃ＃．ＮＥＴ开发

环境，使用ＡｒｃＥｎｇｉｎｅ９．３二次开发实现。

实验一　本实验设计了６个线要素，如图５

所示，实线为线要素，虚线为弯曲划分得到的弯曲

底线，各类几何信息量计算结果如表１所示。

图５　不同几何形态的线要素

Ｆｉｇ．５　ＳｉｘＬｉｎｅａｒ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ｈａｐｅ

表１　实验一结果／ｂｉｔ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１／ｂｉｔ

线要

素

弯曲几何

形状信息量

弯曲几何

拓扑信息量

弯曲几何

分布信息量

曲折

率

犃 ２．１ ０ ０ １．１

犅 ２．３ ０ ０ １．４

犆 ４．０ ０ ２．０ １．３

犇 １４．５ ０ ０ ２．８

犈 １３．５ ０ ４．６ ２．９

犉 １３．３ ３．０ ４．６ ２．８

　　１）弯曲几何形状信息量分析

犃与犅 均为１个弯曲，犅 的弯曲度较大，因

而几何形状信息量较大。犆有２个弯曲，其弯曲

几何形状信息量为４．０ｂｉｔ。与犃、犅 和犆 相比

较，犇、犈和犉 的弯曲尺寸、弯曲度、弯曲数量都更

大，它们的弯曲几何形状信息量均较大。结果总

体上符合人的认知。然而，作为描述几何形态的

曲折率指标出现了与实际的几何形态复杂性程度

不一致的情形，如犆和犅 的曲折率大小明显与几

何复杂度相反。

２）弯曲几何拓扑信息量分析

弯曲几何拓扑信息量产生于相邻弯曲几何形

态之间差异的多样性。犇 上相邻弯曲“大致相

等”，犈上相邻弯曲的弯曲度和弯曲尺寸关系都为

“左小右大”，并呈现一种逐渐变化的趋势。因此，

犇和犈 的弯曲几何拓扑信息量为０。犉上相邻弯

曲的弯曲度和弯曲尺寸的关系则更多样，其弯曲

几何拓扑信息量为３ｂｉｔ。计算结果说明了该度

量指标的合理性，而曲折率指标则完全不能区分

这种几何特征差异。

３）弯曲几何分布信息量

弯曲几何分布信息量是指整体上由弯曲几何

形态多样性造成的几何信息量。犃 和犅 只有１

个弯曲，不存在弯曲几何形态的多样性。犆有２

个弯曲，且弯曲度和弯曲尺寸均具有差异，故弯曲

几何分布信息量为２．０ｂｉｔ。犇 的所有弯曲的几

何形态相同，故其弯曲几何分布信息量为０。犈

和犉 上弯曲的几何形态多样性最大，故其弯曲几

何分布信息量都为４．６ｂｉｔ。因此，本文提出的弯

曲几何分布信息量指标与认知相符。

从本实验可知，本文依据信息产生的几何特

征对线要素几何信息分类度量，各种类型几何信

息相互独立，选定的度量指标能够合理度量相应

的几何信息量，得到的结果符合人的认知。

实验二　图６（ａ）为某市１∶１００００城区局部

区域道路数据，包含６个线要素。分别对它们作

弯曲划分，如图６（ｂ）所示，实线为线要素，虚线为

弯曲底线。采用本方法计算得到各类型的几何信

息量如表２所示。

表２　六个道路线要素的几何信息量／ｂｉｔ

Ｔａｂ．２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

ＳｉｘＲｏａｄＬｉｎｅｓ／ｂｉｔ

线要素
弯曲几何形状

信息量

弯曲几何拓扑

信息量

弯曲几何分布

信息量

１ ２．０ ０ ０

２ ２．０ ０ ０

３ ３．２ ０ １

４ ３．４ ０ １

５ ５．３ ０．９ １．５

６ ９．８ ３．７ ４．０

　　由图６和表２可知，线要素１接近直线状，其

弯曲几何形状信息量为２．０ｂｉｔ，弯曲几何拓扑信

息量和弯曲几何分布信息量都为０，几何形态最

为简单。线要素６的弯曲几何形状信息量为９．８

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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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ｔ，弯曲几何拓扑信息量为３．７ｂｉｔ，弯曲几何分

布信息量为４．０ｂｉｔ，为所有线要素中最大。线要

素２～５的各类型几何信息量介于线要素１和６

之间，而从图形的几何形态亦可看出它们的几何

形态复杂性也介于两者之间，即本实验结果与认

知相符，表明本文所提出的信息度量方法有效。

图６　某市１∶１００００城区道路数据

Ｆｉｇ．６　ＵｒｂａｎＲｏａｄＤａｔａａｔａ１∶１００００ＳｃａｌｅｉｎａＣｉｔｙ

５　结　语

本文以线要素的弯曲特征为基础，提出改进

的线要素弯曲划分方法。基于地图信息来源的差

异性本质，考虑弯曲序列中弯曲本身空间结构的

复杂性和弯曲之间的空间几何形态差异，提出线

要素几何信息的定量度量方法。实验证明了本文

方法的可靠性。

本文后续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① 运用

本文提出的方法从几何信息的角度对一些经典综

合算法进行测评，进一步检测本方法的实用性；

② 扩展本文方法，研究一类空间要素（如道路网）

乃至一幅地图（如地形图）的几何信息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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