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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人在识别同名道路时的视觉注意机制入手，提出一种基于层次路划结构关系约束的城市路网自动

匹配方法。该方法遵循从突出到一般的原则，利用道路自然延伸形态模式构造比＂路段＂粒度更大的要素单

元＂路划＂，首先计算较大粒度的路划结构间的映射关系，继而结合概率松弛迭代优化机制建立结点之间的细

部关系。试验结果表明：使用路划为单位进行相似性计算时，候选路划与最大参照解之间的差异率比候选路

段与其最大参照解之间的差异率更为显著。在首层路划选取比例为１０％时，能够保证首层路划匹配关系的

稳健性，通过分层稳定参照空间与层次路划结构关系提高了对匹配关系的辨识能力，在局部结构相似而全局

路划结构差异显著的区域具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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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网空间目标匹配是矢量道路地图集成、

融合、更新及基于位置服务的导航等应用的核心

和关键技术。针对道路网匹配问题，许多学者从

几何特征、拓扑特征、语义特征及多特征综合的角

度，通过相似性度量建立同名道路实体间的匹配

关系［１６］。但局部相似性特征度量容易使道路匹

配陷入局部寻优，因此，全局一致性思想在路网匹

配中逐步发展［７１１］，空间目标局部形态相似性的

过度关注得到了较大改善。该匹配方法的主要问

题表现在：（１）对非系统偏差较大的情形表现不

佳。非系统偏差容易造成局部相似性度量特征失

效，进而影响局部邻域结构的一致性调整策略。

特别是在局部邻域结构相似的情况下，多个候选

目标之间存在高度模糊性与不确定性，造成候选

路段与实际匹配路段对应关系选取困难。（２）从

局部入手直接以路段或者结点为单位进行匹配处

理此类匹配情况时仍存在局限。

针对以上两点局限，本文参考人在识别同名

道路时的视觉注意机制：（１）从突出到一般的原

则。人在寻找同名道路时具有层次性，结构显著

的道路比微小道路在视觉上更好辨认并易于确定

匹配关系；（２）充分利用邻域结构特征辅助匹配。

以层次路划结构关系来约束道路网的粗匹配与精

匹配过程，有效克服非系统偏差造成的局部相似

性特征度量失效问题。

１　算法思想

路划是一组方向上延续、空间上连续的路段

集合。目前概率松弛匹配法多采用局部路划策略

进行邻域结构约束［９，１０］。局部路划是根据特定的

终止条件形成的限定路划。在路段 犕∶犖（犕＞

０，犖＞０）匹配关系下，以 犕 条路段为参照，在目

标集中搜索满足路划特征的犖 条路段，称为局部

路划约束。而全局路划是根据路划生成条件而产

生的自然路划，与局部路划相比，不设定额外的终

止条件，不受路段长度的制约。

本文以自然路划为匹配单元，有利于识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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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中的显著结构，比路段或局部路划更易于建立

匹配关系。图１中，在阴影区域，以路段或局部路

划为匹配单元的相似性测度失效；若将视域范围

扩大至自然路划，则有利于求解匹配关系。道路

节点处于交错的路划结构之中，两条或更多自然

路划可唯一确定一个道路节点。因此，路划结构

关系是节点间关系的重要邻域上下文和约束条

件。

图１　局部路划与自然路划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ｌＳｔｒｏｋｅ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ｔｒｏｋｅ

道路数据中的层次特征可以通过路划结构为

人所感知。层次化的处理方法符合人们识别同名

道路时从突出到一般的次序。构造“自然路划”匹

配单元。首先，从道路结构空间中提取层次路划

结构，计算每一层路划的公共部分，寻求较大粒度

的路划结构间匹配关系，并建立分层稳定参照空

间；然后，依层次路划结构关系将候选节点约束在

相似路划之间，避免不满足路划约束条件的节点

对的干扰，并将基于参照的空间关系度量融入相

似性计算方法中；最后，利用概率松弛法的全局一

致性调整优势对节点间的匹配关系进行迭代优

化。算法过程如图２所示，包括层次稳定路划计

算与点间匹配关系计算两大部分。

２　层次稳定路划结构计算

层次稳定路划结构计算包括路划生成、路划

分层以及公共路划计算三个步骤。

１）路划生成

因道路网络模型表达的需要，一条道路往往

被道路交叉口打断成断续路段。路划生成则是利

用判据规则将这一系列具有自然延伸形态的路段

重新组织成连续道路。本文将相邻路段平均方向

偏角小于４５°的路段认定为同一路划。

２）路划分层

路划分层采用从高等级道路向下层辐射的方

式，即首先选取高等级路划，与该层邻接的路划为

下层路划，依此类推。图３为路网层次示意图，该

区域有一条一层路划犛１穿过，其邻接路划犛２ 与

图２　算法匹配流程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犛３ 为第二层路划集。同理，与犛２、犛３ 邻接的犛４

为第三层路划集。若路划在其所属的层内没有找

到匹配对，则该路划降级到下一层继续参与匹配。

图３　路网层次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３）公共路划计算

公共路划集为同层路划内部点和次层邻接路

划提供参照。按照判据规则计算得到的路划在参

照集与目标集中可能存在差异。为确保参照集的

一致性，必须进行公共路划集的提取。公共路划

的目的是计算在容差范围内两条相似路划的连续

重叠部分。其匹配类型涵盖单对路划和多对路划

两种，而单对路划则包含完全匹配和部分匹配两

种情况，见图４。

　　公共路划求解算法如下。

输入　参照路划集Ｓｅｔ１、目标路划集Ｓｅｔ２

输出　公共路划集犘Ｓｅｔ

２６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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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公共路划匹配类型

Ｆｉｇ．４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Ｓｔｒｏｋｅ

变量说明　ｓｉｇｎ（公共路划开始标记）、ｆｉｒｓｔ

（公共路划首点）、ｌａｓｔ（公共路划尾点）、ｍａｔｃｈ狊犽１、

ｍａｔｃｈ狊犽２（狊犽１、狊犽２ 的公共路划数组）。

算法步骤如下。

（１）遍历Ｓｅｔ１ 所有路划，对当前路划狊犽１ 的

每一个路段ｓｇ１，基于其缓冲范围对目标路段进

行相交及在内查询，形成结果集ＳｅｇＳｅｔ２。

（２）若ＳｅｇＳｅｔ２＝φ，即狊犽１ 在本层路划集中没

有候选匹配集，则将狊犽１ 从Ｓｅｔ１ 中移除，将狊犽１ 降

级至下层路划集进行计算。

（３）若ＳｅｇＳｅｔ２≠φ ，依次取出每一个路段，

并获取该路段所属路划索引号，得到路划狊犽２。计

算路划（狊犽１，狊犽２）之间的相似性与公共路划。若

（狊犽１，狊犽２）已经计算过，则继续下一个路段。

（４）置ｓｉｇｎ＝０，犿犆狀狋＝０。从狊犽１ 的首点狆

开始，若ＩｓｐＩｎ（ＢｕｆＡｒｅａ狊犽２）＝ｔｒｕｅ且ｓｉｇｎ＝０，置

ｓｉｇｎ＝１，记ｆｉｒｓｔ为当前点索引号，代表公共路划

的开始位置；若ＩｓｐＩｎ（ＢｕｆＡｒｅａ狊犽２）＝ｆａｌｓｅ且ｓｉｇｎ

＝０，表示未找到公共路划的首点，不做处理；若

ＩｓｐＩｎ（ＢｕｆＡｒｅａ狊犽２）＝ｆａｌｓｅ且ｓｉｇｎ＝１，则停止搜

索，在当前点附近容差范围内搜索最近的拓扑节

点和顶点，拓扑节点优先级高于顶点，若无则根据

狊犽２ 末点截取虚拟节点，并记ｌａｓｔ为当前点索引

号；若ＩｓｐＩｎ（ＢｕｆＡｒｅａ狊犽２）＝ｔｒｕｅ，且ｓｉｇｎ＝１，且当

前点为尾点时，记ｌａｓｔ为当前点。当ｓｉｇｎ＝１，且

ｌａｓｔ有值时，第一段公共路划计算结束，将从ｆｉｒｓｔ

至ｌａｓｔ间的点计入 ｍａｔｃｈ狊犽１ 数组中。继续搜索

下一段公共路划匹配对。

（５）同理，处理狊犽２，得到 ｍａｔｃｈ狊犽２ 数组。计

算ｍａｔｃｈ狊犽１ 中每条路划与 ｍａｔｃｈ狊犽２ 中每条路划

的相似性，并计入路划相似性矩阵。

（６）当处理完Ｓｅｔ１ 中全部路划，将Ｓｅｔ１ 中每

条路划计算所得｛ｍａｔｃｈ狊犽１、ｍａｔｃｈ狊犽２｝对加入

犘Ｓｅｔ中。算法结束。

３　基于概率松弛法的点间关系计算

１）候选点集的计算

假设已分别从两幅待匹配道路网数据犃、犅

中计算得到所有层级的公共路划集犘Ｓｅｔ。犘犪犻

代表犃 中一个拓扑结点，犃犆犛代表犘犪犻 经过的所

有层 级 的 路 划 集 合 （犃犆犛  犘Ｓｅｔ），犃犆犛 ＝

犛犪１，犛犪２，…，犛犪｛ ｝犿 ，其中犛犪犻表示犘犪犻 经过的某

个层级的某一条路划，犛犪＝ 犘犪１，犘犪２，…，犘犪｛ ｝犿 。

犅犆犛代表犃犆犛在犘犛犲狋中的对应路划集合（犅犆犛

犘犛犲狋）。犛犫＝ 犘犫１ ，犘犫２，…，犘犫｛ ｝狀 ∈犅犆犛为其中一

条候选路划。犘犫Ｓｅ狋为犅犆犛的拓扑结点集合，以

犘犪犻为中心对犘犫Ｓｅ狋进行缓冲区查询，得到犘犪犻

的初始候选结点集合犘犫Ｓｅｔ。初始候选点集的选

取在传统缓冲区法的基础上增加了路划约束条

件，缩小了候选点集的范围。

２）点间相似性计算

对犃中每一个结点犘犪犻 计算其与犘犫Ｓｅｔ中

结点的初始概率。路划结构的关系相较于点对而

言更易于确定，而点必定是路划上的端点或者内

部结点，因而，点间匹配概率的设定将引入所在路

划结构的约束，参考点与候选点所在的路划对之

间的相似性越大，点间的匹配概率越大。另外，通

过公共路划的计算为路划上的点提供一致的线性

参照，故可将点在路划上的线性距离作为一个初

始依据。因此，初始概率选取两个指标来综合度

量：点所属路划的相似度犛犻犿狊犽与点的线性参照距

离相似度犛犻犿狊犱。

路划的整体相似性由点所在路划的平均相似

性来描述。假设狀为点所在路划的个数，路划相似

性由犛犻犿狊犽度量，点在路划上的线性参照距离由

犛犻犿狊犱度量。点间的相似性则对点隶属全部路划的

相似性度量取均值。设犘犫犼∈犅犆犛为犘犪犻的一个候

３６６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选点，则犘犪犻与犘犪犼点间的相似性犛犻犿犘犪犻，犘犫犼如 式（１）所示。式中，狊犽犘犪犻表示犘犪犻所在的第犽条路划。

犛犻犿
犘犪
犻，犘犫犼

＝

∑
狀

犽＝１

ｍａｘ
狊
犿
犘犫
犼
∈犅犆犛

［ε１（犛犻犿狊犽 （狊
犽
犘犪犻
，狊犿犘犫

犼
））＋ε２犛犻犿狊犱 （狊

犽
犘犪犻
，狊犿犘犫

犼
）］

狀
（１）

　　对犘犪犻所隶属的每条路划狊
犽
犘犪犻
而言，在犘犫犼 所

隶属的路划集中选取与狊犽犘犪犻相似值最大的路划

狊犿犘犪
犼
值，并计算犘犪犻 与犘犫犼 在狊

犽
犘犪犻
与狊犿犘犪

犼
之上的

犛犻犿狊犱值。其中，ε１ 取值０．６，ε２ 取值０．４。

地图存在局部差异时，绝对位置相似性的可

靠性也随之降低。点在路划上的线性参照距离相

似性犛犻犿狊犱采用点在对应路划上的位置到该路划

起始点参照距离的相似性来描述：

犛犻犿狊犱 ＝
１

１＋ω狋（犱｛犘犪犻，犘犪
×
犻
｝－犱｛犘犫犻，犘犫

×
犻
｝）２

（２）

式中，ω狋设定为误差因子的倒数，该值设定全局

距离平均值；犱表示参照距离。

路划整体相似性犛犻犿狊犽考虑利用几何相似性

度量指标犛犻犿犾犻狀犲来衡量。线形相似度犛犻犿犾犻狀犲采用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进行度量。由于同名路划的生成

方向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在计算线形相似度时，

通过计算两条路划正正（两条路划均从正向起

算）、正反、反反、反正４个方向的线形相似度，选

取最大相似值的路划对。

在上层公共路划确定的基础上，计算下层路

划相似性时考虑将基于上层公共路划的相对差异

融入相似性计算中。可以通过两个测度来定位新

一层次的路划：（１）交点在公共路划上所处的相对

参照位置，也即路划与上层公共路划的交点到起

点间的累积距离长度与公共路划长度之比；（２）路

划与公共路划的夹角。如式（３）所示，当所计算的

两条路划不属于初始待配集（Ｌａｙｅｒ≠１）时，则两

条路划在上层路划上交点的相对位置相似度

犛犻犿犾狅犮，基于上层路划的相对方向相似度犛犻犿犱犻狉与

路划相似度犛犻犿狊犽将共同作用于相似性度量。其

中，ε１ 取值０．２，ε２ 取值０．４，ε３ 取值０．４。

犛犻犿狊犽 ＝

犛犻犿狊犽，犔犪狔犲狉＝１

ε１犛犻犿犾狅犮＋ε２犛犻犿犱犻狉＋ε３犛犻犿狊犽，犔犪狔犲狉≠
｛ １

（３）

式中，犛犻犿犾狅犮为路划与上层路划的交点到上层路划

起点间的累计距离相似度，计算方式与犛犻犿狊犱相

似。即图５中ｌｏｃ１ 与ｌｏｃ２ 的相似度。当两条路划

同时与上层多条同名路划相交时，需要计算平均

位置相似度。同理，相对方向相似度犛犻犿犱犻狉，即两

条路划基于上层路划的相对偏离角度，用待匹配

路划与上层路划夹角的相似度来度量，即图５中

θ１与θ２ 的差异，当两条路划同时与上层多条同名

路划相交时，需要计算平均方向相似度。

图５　相对指标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定义初始概率犘
（０）

犘犪
犻
，犘犫
犼

为节点犘犪犻 与每一个

候选点犘犫犼的匹配程度：

犘
（０）

犘犪
犻
，犘犫
犼
＝

犛犻犿犘犪犻
，犘犫
犼

∑
犘犫
犼∈犅犆犛

犛犻犿犘犪犻
，犘犫
犼

（４）

　　３）迭代优化与匹配关系确定

通过点关系候选与相似性计算，较大概率的

点间关系主要集中在路划结构相似的拓扑点间，

在全局路划结构参照关系对点间关系的约束力较

弱的特殊情况下，必须依靠局部结构的一致性来

进一步增强细部关系，即通过局部邻域的一致性

对匹配结果进行优化。利用式（５）进行迭代运算，

定义当两次迭代矩阵变化小于阈值时退出迭代。

犘犘犪犻，犘犫犼
（狉＋１）

＝
狆犘犪犻，犘犫犼

（狉）
＋犛犘犪犻，犘犫犼

（狉）

１＋ ∑
犘犫
犼∈犅犆犛

犛犘犪犻，犘犫犼
（狉）

（５）

　　迭代通过邻居点对的整体支持度对初始概率

进行调整。犛
（狉）
犘犪犻
，犘犫
犼
描述了在第狉次迭代时，点犘犪犻

与犘犫犼各匹配邻接点对其匹配提供的平均支持

度。在进行邻居点集犃×与犅×选择时，在相同路

划走向上搜索最小长度等价的节点对（犘犪×犻 ，

犘犫×犼 ），即搜寻符合条件的动态犿 阶邻居点对以

适应路段的犕∶犖 情况。迭代更新完成后，对点

间关系进行选取。在点的相似性概率矩阵中对每

个结点选取概率最大者，即匹配可能性最大的匹

配对，并将其对应点记录从概率矩阵中剔除，继续

下一个结点的选取。由于路划犛犪＇与犛犫＇中含有的

内部节点个数不同，路段间的犕∶犖 关系则可由

点间１∶１关系推演得到。

４　试验与结果分析

为验证算法的有效性，本文选取一组武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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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数据进行验证。匹配道路数据源的时间分别

是２００６年与２０１１年，根据元数据显示，两份数据

来自不同的单位。地图偏差在０～１０５ｍ区间内

不等。同名道路还存在大量犕∶犖 的匹配情况。

试验选择三个典型区域：区域犪为格网特征明显

的区域；区域犫为格网特征与非格网特征混合的

区域；区域犮为辐射模式区域。分别如图６（ａ）、６

（ｂ）、６（ｃ）所示。具体信息如表１所示。

图６　典型实验区域

Ｆｉｇ．６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ｒｅａｓ

表１　典型区域统计信息表

Ｔａｂ．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Ａｒｅａｓ

研究区域 源／目的 节点数 路段数 总长度／ｍ 路划数

犪 源 １２３ １８４ １００１４８ ５４

目的 ６２９ ８０９ １８２０７５ ２７３

犫 源 ２５９ ４０４ ９２６５７ ９６

目的 ８４２ １１５２ １３７７１２ ３５７

犮 源 ９１ １１１ ５０２１８ ４２

目的 ４３８ ５３６ ９８３７７ ２０２

４．１　路划与路段差异率分布对比

为确定首层路划的合理选取比例，以典型区

域犪为例进行测试。选取Ｄ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

ＨｉｔＲａｔｅ、ＨｉｔＡｖｇ三个指标来评价不同选取比例

及缓冲区范围作用下路划与潜在候选解的差异分

布关系。

１）解的差异率ＤＲ：

ＤＲ＝
Ｍａｘ－犞
Ｍａｘ

×１００％ （６）

式中，Ｍａｘ为单条路划候选集中相似值最高者，

记为参考值；犞 为单条路划候选集中除 Ｍａｘ以外

的其他解。

２）使用 ＨｉｔＲａｔｅ单条路划在ＤＲ范围内命

中的候选路划比率。在式（７）中，满足某一缓冲区

范围的选取条件记为Ｃｏｎ犫，满足某一长度比例的

路划选取条件记为Ｃｏｎ狆，满足某一ＤＲ范围条件

记为Ｃｏｎ犱狉，犕［Ｃｏｎ
狆
∩Ｃｏｎ犫

］代表满足Ｃｏｎ犫与Ｃｏｎ狆的

解的总数，犖［Ｃｏｎ
狆
∩Ｃｏｎ犫∩Ｃｏｎ犱狉

］代表满足Ｃｏｎ犫与Ｃｏｎ狆

且落在某一ＤＲ范围内的解的数目。

ＨｉｔＲａｔｅ＝
犖［Ｃｏｎ

狆∩Ｃｏｎ犫∩Ｃｏｎ犱狉
］

犕［Ｃｏｎ
狆∩Ｃｏｎ犫

］
×１００％ （７）

　　３）使用ＨｉｔＡｖｇ评价单条路划在ＤＲ范围内

命中的候选路划数量平均值：

ＨｉｔＡｖｇ＝
犖［Ｃｏｎ

狆∩Ｃｏｎ犫∩Ｃｏｎ犱狉
］

犖狊犳［Ｃｏｎ狆∩Ｃｏｎ犫］
×１００％ （８）

式中，犖狊犳［Ｃｏｎ狆∩Ｃｏｎ犫］表示参照数据中符合条件的路

划总数目。

Ｃｏｎ犫选取５０和３００，单位为ｍ。Ｃｏｎ狆取值５％

～３０％，计算ＨｉｔＲａｔｅ与ＤＲ之间的分布关系，结果

见图７（ａ）。图７中图例Ｂ５０＿Ｐ５代表Ｃｏｎ犫＝５０且

Ｃｏｎ狆＝５％。当Ｃｏｎ犫＝５０时，在（０．５，１］差异率范

围内，ＨｉｔＲａｔｅ均值达到０．９２，说明９０％以上的候

选路划与其最大参照解具有显著几何差异。在［０，

０．１）差异率范围内，ＨｉｔＲａｔｅ均值仅达到０．０１，说明

候选路划与参照解非常近似的情况比例极少。当

Ｃｏｎ犫＝３００时，其 ＨｉｔＲａｔｅ比率与ＤＲ范围之间关

系的分布趋势与Ｃｏｎ犫＝５０时近似，说明缓冲区范

围对于路划ＨｉｔＲａｔｅ影响微小。

在单个ＤＲ区域内，ＨｉｔＲａｔｅ值随着Ｃｏｎ狆 取

值的增大而增大。当Ｃｏｎ狆 取值为５％、１０％时，

在［０，０．５）区间 ＨｉｔＲａｔｅ值趋近于０。说明路划

及其候选路划之间的差异率显著，在［０，０．５）之间

几乎没有分布，故进行首层路划比例选取时，使用

１０％作为首层路划选取的比例，能够保证首层路

划匹配关系的稳健性与正确率。

与图７（ｂ）的路段差异率分布关系图进行比

较，发现路段差异率在［０，０．１）范围内时，ＨｉｔＲａｔｅ

均值达到图７（ａ）中相同范围内 ＨｉｔＲａｔｅ值的２０

倍。图７（ｃ）展示了路划与路段在 ＨｉｔＡｖｇ指标上

的差异。图７（ｃ）中图例犛代表路划，犚 代表路

段，数值代表缓冲距大小。可以发现，随着缓冲距

大小的增加，路段的 ＨｉｔＡｖｇ值显著增加，而路划

的ＨｉｔＡｖｇ值仅有微小增长，与上文中路划差异

度分布对缓冲区大小不敏感的结论一致。可见，

单个路段在缓冲区范围内的潜在候选数目远远大

于单条路划在相同缓冲区范围内的候选数目，且

候选路划与参照解之间的差异比路段的差异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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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路划与路段差异率分布对比

Ｆｉｇ．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显著，以路划为单位进行相似性度量比以路段为

单位进行相似性度量具有更好的辨识度，且对缓

冲区大小的敏感度较低，这对于数据偏差较大的

区域非常有利。

４．２　算法比较分析

１）算法选择

本文选取４种算法，从是否使用路划、使用局

部路划、使用全局路划、使用层次策略４个角度，

进行算法的对比分析，４种算法均采用概率松弛

框架实现。具体见表２。

表２　算法及其策略

Ｔａｂ．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算法标记 使用路划 局部 全局 使用层次

ＰＲ１ 是 否 否 否

ＰＲ２ 是 是 否 否

ＳＰＲ 是 否 是 否

ＨＳＰＲ 是 否 是 是

　　２）试验环境及评价指标

本文基于 ＭａｐＧＩＳ１０二次开发平台与Ｖｉｓｕ

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２０１０实现了上述４种算法，试验ＰＣ的

处理器主频２．６ＧＨｚ，内存４ＧＢ。

选取６个指标来评价匹配准确度：真乐观匹

配 （正确匹配的要素）、假乐观匹配 （错误匹配的

要素）、假消极匹配 （本应匹配而没有匹配的要

素）及不确定匹配 （人工无法确定的匹配要素）。

计算匹配的准确率犘与召回率犚 为：

犘＝
犜犘

犜犘＋犉犘＋犃犕
×１００％ （９）

犚＝
犜犘

犜犘＋犉犖
×１００％ （１０）

　　３）试验结果

４种匹配算法的概率矩阵迭代终止阈值均设

定为０．０５。当满足终止条件时，不同算法的准确

率和缓冲距的关系曲线如图８所示。对准确率进

行比较发现，区域犪最低、区域犮最高、区域犫居

中。这说明规则格网模式在偏差较大时因其局部

结构的高度相似性而难以获得较好的匹配效果，

而辐射模式因局部结构辨识度高而易取得良好的

匹配效果。

图８　准确率与缓冲距关系曲线

Ｆｉｇ．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

Ｂｕｆｆｅ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试验结果显示，在三个试验区域内，ＰＲ２算

法的最优解质量均优于ＰＲ１。可见，在概率松弛

框架下，使用局部路划结构明显增强了匹配关系。

ＨＳＰＲ算法的求解质量明显优于 ＳＰＲ 算法。

ＳＰＲ算法直接建立全局路划之间的匹配关系，在

不划分层次的情况下，中小路划之间的误匹配会

影响节点之间的关系，降低准确率。而 ＨＳＰＲ算

法全局路划与层次策略相结合的方式对于匹配效

果有着积极的影响。

区域犫结果显示，ＨＳＰＲ 算法的最优解比

ＰＲ２算法提高６．３％，区域犪内 ＨＳＰＲ算法比

ＰＲ２算法提高３．１％，区域犮内 ＨＳＰＲ 算法与

ＰＲ２算法的准确率持平。这是由于区域犫的格网

区域全局路划结构差异明显，而区域犪的规则格

网区域全局路划结构差异较小，区域犮因局部路

划结构与全局路划结构均具有明显差异而准确率

较高。这说明，ＨＳＰＲ算法在全局路划差异显著

的区域具有优势，ＰＲ２算法在局部路划差异微小

的区域效果不理想。

６６６１



　第４０卷第１２期 杨　林等：一种基于层次路划结构关系约束的矢量道路网自动匹配方法

从图８可以看出，缓冲距范围在［２５，５０］时，

三区域内ＰＲ１算法均失效，无法获得匹配解，而

其他算法也只取得较低的匹配率。随着缓冲距的

增加，其值在［１００，２００］时，４种算法均获得犘曲

线的峰值。缓冲距在［３００，４００］时，４种算法准确

率均呈下降趋势，ＰＲ２算法的下降趋势较快，

ＨＳＰＲ算法的下降趋势平缓。说明ＰＲ２算法受

缓冲距大小影响较大，而 ＨＳＰＲ算法对缓冲距大

小敏感度低。

当缓冲距为２００ｍ时，ＨＳＰＲ算法在区域２

内的单次迭代时间为１７．６５ｓ，迭代８次收敛。试

验结果显示，路划生成时间占算法总耗时的平均

比例仅为８％。故可知ＨＳＰＲ算法的效率受路划

策略的影响非常微小。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犗

（狀狀＋狊狀·狀狊狀ｌｏｇ狀狊狀），与同类算法相比效率理想。

图９选取区域犫的局部范围，展示了 ＨＳＰＲ

算法的匹配过程，以及层次路划的稳定参照和结

构约束作用。在图９（ａ）中，节点狅１在候选区域

中存在多个候选节点｛犱１１，犱１２，犱１３，犱１４，犱１５，

犱１６｝，从局部几何相似度以及一级邻域结构判定

匹配关系都非常困难，极易产生误匹配。本文算

法的匹配过程如下：图９（ｂ）为一级路划匹配关

系，图９（ｃ）为二级路划匹配关系。｛狅１，犱１４｝、

｛狅１，犱１３｝在首层路划计算过程中，受到路划

｛犗犛１，犇犛１｝的约束进入候选集，且具有高的路划

相似性分值。在二级路划计算过程中，｛狅１，

犱１４｝、｛狅１，犱１２｝受到路划｛犗犛２，犇犛２｝的约束进入

候选集，且路划相似性分值较高。而｛狅１，犱１３｝、

｛狅１，犱１２｝因所隶属二级路划｛犗犛２，犇犛７｝、｛犗犛２，

犇犛５｝相似度较低，故综合相似性值下降。｛狅１，

犱１１｝、｛狅１，犱１５｝、｛狅１，犱１６｝在首层没有与犗犛１匹

配的路划，故首层计算中未进入候选集。在二级

路划计算中因犇犛４、犇犛５、犇犛７均在犗犛２的候选

范围内，则｛狅１，犱１１｝、｛狅１，犱１５｝、｛狅１，犱１６｝进入候

选集，因路划犇犛２与犇犛４、犇犛５、犇犛７路划相似

度值较低故而综合相似性值显著下降。上述６

个匹配对要素间相似性值如表３所示，犛ｓｅｌｆ为源

要素与目的要素的局部结构的相似性值，取值

非常接近。犛狊犽１表示一层路划相似值，犛狊犱１表示一

层路划线性参照距离相似值，犛犻犿犘犪犻，犘犫犼表示源与

目的综合相似值，节点为狅１。在层次路划结构

的约束下，｛狅１，犱１４｝与其他５个匹配对之间的

相似性值增加了区分度。可见，在局部结构相似

而难以辨识匹配关系时，层级路划的结构约束起

了积极的作用。节点狅２同理。

表３　要素相似度值

Ｔａｂ．３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Ｖａｌｕｅｏｆ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 犇 犛狊犽１ 犛狊犽２ 犛狊犱１ 犛狊犱２ 犛ｓｅｌｆ 犛犻犿犘犪犻，犘犫犼

狅１ 犱１１ ０ ０．３２ ０ ０．４８ ０．８６ ０．１９

狅１ 犱１２ ０ ０．９４ ０ ０．９２ ０．８９ ０．４６

狅１ 犱１３ ０．９９ ０．３２ ０．９１ ０．３３ ０．８７ ０．６３

狅１ 犱１４ ０．９９ ０．９４ ０．９２ ０．９３ ０．８７ ０．９５

狅１ 犱１５ ０ ０．４１ ０ ０．６７ ０．８６ ０．２６

狅１ 犱１６ ０ ０．３８ ０ ０．５６ ０．７２ ０．２２

图９　基于稳定路划结构的匹配过程

Ｆｉｇ．９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ｔａｂｌｅＳｔｒｏｋｅ

５　结　语

本文方法的特点在于依据道路层次生长结构

建立路划结构的分层计算策略，并建立了以公共

路划为参照的点间相似性计算方法。试验结果表

明，使用路划为单位进行相似性度量时，候选路划

与参照解之间的差异比路段更加显著，与参照解

差异率在［０，０．１）范围时，单条路段命中的候选路

段比率约是单条路划的７倍。且该方法对缓冲区

大小的敏感度较低，对于数据偏差较大的区域非

常有利。在概率松弛框架下，使用局部路划结构

明显增强了匹配关系，然而该算法在局部路划差

异微小的区域效果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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