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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建筑物群的综合过程中，建筑物群的移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在分析已有算法的基础上，探讨

了建筑物群移位的一个新的自适应实数编码遗传算法，在该算法中，考虑了建筑物与街道之间的空间关系和

建筑物群排列在图形表达上的格式塔原则，在适应度函数的设计上也考虑了多重因素的影响，使得移位结果

更符合地图制图规范和地图感受规律。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在移位空间充足时能精确收敛到最优解，移位

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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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综合中，由于比例尺的减小或一些综合

算子的运用，会产生各种空间冲突，如地图目标间

的相互压盖，或者目标间距离太小而无法辨认。

空间冲突的解决是地图综合研究的重要内容。解

决空间冲突问题的综合算子有多种，如移位、收

缩、合并、删除等，其中移位算子是解决空间冲突

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算子。针对街区建筑物移位

的空间冲突处理，已有很多专家学者进行了相关

研究［１１０］。

移位在本文被视为一个连续性问题，即建筑

物在一个给定的移位空间范围内，通过连续的移

动获得较好的位置来解决冲突。因此，移位问题

的复杂度就取决于地图上建筑物的个数多少和移

位范围的大小。从大量的可能解中找到最优解，

这是一个启发式搜索的问题。

遗传算法（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ＧＡ）作为一种

随机搜索算法，具有很强的全局搜索能力，特别适

合求出问题的最优解，用ＧＡ求解移位问题是可

行的［６］，而ＧＡ的实数编码方式更适合于连续性

问题的求解。但ＧＡ本身存在易早熟和陷入局部

最优的缺点，为了克服这个不足之处，本文提出了

一个对交叉概率和变异概率进行自适应调整的方

法，并将其引入实数ＧＡ中进行建筑物移位问题

的求解。同时，在求解可能解（或候选解）的过程

中，充分利用地图感受规律（格式塔原则），试图提

高求解的收敛速度，并得到了很好的移位效果。

１　格式塔原则

本文只讨论地图综合过程中因街道符号的加

宽所产生的空间冲突问题。通过移位解决空间冲

突，移位后的建筑物群还应符合地图感受规律和

视觉认识规律，这主要体现在３个方面：①建筑物

与街道的邻近相接关系。若有冲突，移位后的建

筑物应该继续保持与街道相接的关系，这是一种

“完形”性原则；②建筑物群排列方式的保持在移

位前后要保持一致，这是一种“连续”性原则。如

图１中，图１（ａ）表示正确的移位结果，移位后既

保持了“完形”原则，又保持了“连续”性原则；图

１（ｂ）无视建筑物群的直线排列分布特征来移位，

破坏了“连续”性原则；图１（ｃ）则考虑了建筑物群

的直线排列特征，但移位后没有满足原图中建筑

物与街道的相接，不符合“完形”原则。关于如何

识别直线排列建筑物群的空间分布模式不在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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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范围之内，文献［１１］给出了这方面的研究；

③地图目标的位置，当移位量小于视觉可识别距

离时，可以认为该目标在视觉上没有移位，但在计

算模型中仍然属于“有移位”，这属于地图感受规

律，也需要在移位模型中考虑。

图１　呈直线排列建筑物群的３种移位结果

Ｆｉｇ．１　Ｔｈｒｅ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Ｃｌｕｓｔｅｒ

在本文所研究的移位模型中，结合ＧＡ的计

算特点，分别在评价函数和算法过程中考虑上面

所提到的规律。

２　自适应实数编码遗传算法

２．１　编码

编码是将各分区中建筑物的每种移位方案转

换成ＧＡ种群中的一个个体，每个个体对应一种

移位方案。依上文所述，本文采用实数编码构造

ＧＡ种群的个体。建筑物移位用犡方向移位量和

犢 方向移位量两个变量表示其移位信息，两个变

量构成一个基因，所有建筑物的基因组合在一起

构成一个个体。

为了计算和限制每个建筑物可能的移位量，

需要明确建筑物的移位范围。首先逐个计算出与

街道冲突的建筑物为了解决冲突分别在犡 和犢

方向的移位量；然后从中找出在犡和犢 方向上的

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Δ犡ｍｉｎ、Δ犢ｍｉｎ、Δ犡ｍａｘ、

Δ犢ｍａｘ，它们就是分区内建筑物的移位范围。

２．２　交叉、变异

交叉算子采用了中间重组方法［１２］，在第狊

代，两个个体中进行交叉操作的分量分别为犆狊狏和

犆狊狑，交叉后的对应分量分别为犆
狊＋１
狏 和犆

狊＋１
狑 ，如式

（１）和式（２）所示，其中α１、α２是取值为［０，１］之间

的均匀随机分布数。

犆狊＋１狏 ＝犆
狊
狏＋α１×（犆

狊
狑 －犆

狊
狏） （１）

犆狊＋１狑 ＝犆
狊
狏＋α２×（犆

狊
狑 －犆

狊
狏） （２）

　　交叉之后的个体以很小的概率发生变异。移

位量变异公式见式（３）和式（４）：

犡′犻＝犡犻＋
Δ犡ｍｉｎ×（２α－１）

λ
（３）

犢′犻＝犢犻＋
Δ犢ｍｉｎ×（２α－１）

λ
（４）

其中，犡′犻、犢′犻为变异后的移位量；犡犻、犢犻为变异前

的移位量；α为［０，１］之间的均匀分布随机数；λ为

变异步长，其值越小，变量变异的幅度越大。

２．３　适应度函数

本文中目标函数为：

犳＝犳１狑１＋犳２狑２＋犳３狑３ （５）

其中，犳１表示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的冲突个数，本

文采用缓冲区探测冲突，当两个建筑物之间的最

小距离小于给定的最小距离阈值时，则冲突存在；

犳２表示建筑物与街道之间的冲突个数，当建筑物

与街道有重叠或建筑物与街道间的最小距离小于

给定阈值时，冲突存在；犳３表示所有建筑物的移位

量之和，犳３越大，移位后的地图相比原地图而言

破坏越大，具体计算公式见式（６），本文计算的距

离为实际距离（ｍ）；狑１、狑２和狑３分别表示相应的

权重值。

犳３ ＝∑
狀

犻＝１

（ ｄ狓犻槡
２
＋ ｄ狔

２
槡 犻 ） （６）

　　可见，目标函数是求最小值，而ＧＡ中是适应

度值越大，个体越容易被选中，所以需要从目标函

数中变换出适应度函数。因此，选取目标函数的

倒数犉＝１／犳作为适应度函数。

移位要在解决空间冲突的前提下尽量保持地

理对象间的空间关系和空间分布规律不变。为了

使算法对冲突更敏感，权重 狑１和 狑２的值大于

狑３，利用狑３来约束移位量大小，使建筑物群在冲

突已解决的情况下尽量少移位。由于主要冲突来

自道路符号扩宽后与建筑物之间的冲突，因此建

筑物与道路的冲突被认为比建筑物之间的冲突更

重要，要优先解决，三个权重关系为狑２＞狑１＞

狑３。其中，狑３的设置对移位效果的影响也很大，

若狑３的值太小，较大的移位量虽然能解决冲突，

但对原始地物间的空间关系破坏较大，同时，过大

的移位量使与街道相接的建筑物移位后离开街道

的距离太大，为了保持格式塔中的“完形”原则，当

建筑物被力拉回与街道相接时，破坏了建筑物与

其周围其他建筑物间的空间关系；若狑３的值过

大，虽然移位量变小，但又不利于空间冲突的解

决。

２．４　自适应概率调整

ＧＡ存在过早收敛的缺点。ＧＡ中的交叉概率

和变异概率对系统性能有重要影响。交叉概率越

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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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以越快收敛到最优解区域，但过高的概率也

可能导致过早收敛；交叉概率小，搜索过程缓慢。

变异率太大，会使遗传算法变为随机搜索，引起算

法不稳定；变异率太小，又不易产生新的个体［１２］。

本文引入一个度量种群多样性的指标［１３］，根据种

群多样性的变化来自适应地调整交叉概率和变异

概率，从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过早收敛的问题。

通过适应度空间分布的方差来度量种群多样

性变化。设第狋代种群个体为狓１、狓２、…、狓狀，适

应度值分别为犳１、犳２、…、犳狀，第狋代所有个体的

平均适应度值为犳＝
１

狀∑
狀

犻＝１

犳犻，第狋代个体的适应

度方差为犇＝
１

狀∑
狀

犻＝１

（犳犻－犳）
２，并记下从第１代

到第狋代为止最大的适应度方差犇ｍａｘ，定义指标

Δ＝犇狋／犇ｍａｘ表示种群的多样性特征。Δ的取值在

［０，１］之间。Δ越大，种群的多样性越高，种群个

体间差异较大，比较分散；Δ越小，种群的多样性

越低，说明种群各个体趋于一致或者趋于局部最

优，过早收敛的可能性较大。因此，算法的交叉概

率犘犮和变异概率犘犿可以随Δ 值的变化而变化。

当Δ较小时，增大犘犮、犘犿；当Δ较大时，减小犘犮、

犘犿。

犘犮 ＝犽１－Δ／２，犘犿 ＝犽２－Δ／２０ （７）

其中，犽１、犽２为常数，分别为人为设定的犘犮、犘犿的

最大值。犘犮和犘犿在进化中根据种群多样性指标

Δ的变化情况线性地调整自身大小：当种群适应

度趋于一致、多样性降低时，增加犘犮、犘犿，使ＧＡ

能探索新的区域，克服过早收敛；当种群适应度分

散时，降低犘犮、犘犿，从而在局部区域调整解，增加

算法的收敛速度。

但是，当犘犮、犘犿增大时，最优个体被破坏的概

率也变大，为了保护每一代生成的最优解，本文采

用精英选择的方式，将每一代中的最优解直接复

制到下一代。

２．５　运算效率的提高

ＧＡ的运行时间主要与种群大小、迭代次数

和适应度函数有关。种群越大，迭代次数越多，适

应度函数计算越耗时，ＧＡ运行时间就越长。但

较大的种群数目可以同时处理更多的解，容易找

到全局最优解。因此，为了提高ＧＡ的运行效率，

可以通过提高适应度函数的计算效率来实现。

对每个多边形及其重心编号，做重心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则每个多边形在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中有一

个与其编号对应的区域，如图２所示。然后判断

其他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或者街道是否与其相接或相

交来判断是否相邻，若相邻，则加入其邻近关系

中。由于邻近关系是对称关系，即犃 与犅 相邻，

则犅也与犃 相邻，在存储和查找中都会造成浪

费，因此，在寻找邻近关系时，只从区域编码大于

自身的区域中查找。计算适应度时，只需判断每

个多边形的相邻多边形或街道即可，而无需遍历

所有要素，节省算法的运行时间。

３　实验与分析

３．１　实验数据

实验图如图３所示（目标比例尺为１∶５万），

图上最小可分辨距离为０．２ｍｍ，交叉率最大值

犽１设为０．９，变异率最大值犽２设为０．１。权重狑１、

狑２、狑３的值分别为２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１，权重如此设

计是为了充分考虑空间冲突的处理。

实验前，先找出在原始图中与街道相接的建

筑物，如图３、图４、图５中灰色填充的建筑物，用

ＧＡ移位后还需将其拉回，使其仍然保持与街道

相接；然后识别出规则排列的建筑物群，在每次迭

代中，随机选取其中一个建筑物的移位量作为整

组建筑物群的移位量，即将规则排列建筑物群视

为一个整体移位。

图２　街区内多边形重

心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Ｆｉｇ．２　 Ｖｏｒｏｎｏｉ

Ｇｒａｐｈ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图３　移位前的实验图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ｐ

Ｂｅｆｏｒ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图４　估计格式塔原则

的实数ＧＡ移位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

ＲｅａｌｃｏｄｅｄＧＡ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Ｇｅｓｔａｌ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图５　普通ＧＡ移位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ＧＡ

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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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实验结果分析

图４与图５是在相同参数条件下顾及格式塔

原则的自适应实数编码 ＧＡ和普通二进制编码

ＧＡ两种算法移位后的实验图。可以看到，两种

算法对建筑物群的整体空间关系都保持得较好，

但在空间冲突的解决方面，自适应实数ＧＡ表现

更好，移位后已无冲突，而普通二进制ＧＡ移位后

还剩３个冲突未解决。由于本文移位算法顾及格

式塔原则，因此移位后直线规则排列的建筑物群

在移位后仍然保持排列模式不变，符合“连续”性

原则，原图中与街道相接的建筑物在移位后仍然

与街道相接，也符合“完形”性原则；而普通二进制

ＧＡ在移位中未顾及格式塔原则，移位后的直线

排列建筑物出现了明显的偏移，应与街道相接的

建筑物最后也与街道相离。

另外，从图６中可以看出，建筑物犃 和犅 的

移位距离特别小（灰色为原始建筑物，黑框为移位

建筑物），属于人眼无法感知的尺度。这种在算法

模型中的微小移位对整体结果无任何影响，可视

为视觉上的无移位，因此算法也很好地顾及了地

图感受规律３。

图６　地图感受规律３的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ＭａｐＦｅｅｌｉｎｇＲｕｌｅ３

４　结　语

本文利用实数编码的自适应ＧＡ进行建筑物

群的地图综合移位研究，并在移位中顾及格式塔

原则的保护。实验结果显示，在区域密度较低时，

移位效果很好。也就是说，当移位空间充足时，只

使用移位就能解决空间冲突。但当建筑物密度较

大，很多空间冲突无法通过移位有效解决时，需要

加入删除、简化或融合等综合算子。另外，随着建

筑物个数的增多，算法搜索空间也越来越大，算法

完成时间会越来越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进一步

细分地图要素的移位空间，并引入并行计算等方

法是非常必要的。

参　考　文　献

［１］　ＲｕａｓＡ．Ａ 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ｉ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Ｍａｐ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犌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犛犮犻犲狀犮犲，

１９９８，１２（８）：７８９８０３

［２］　ＡｉＴｉｎｇｈｕａ．Ａ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ｉｅｌ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犃犮狋犪犌犲狅犱犪犲狋犻犮犪犲狋

犆犪狉狋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４，３３（１）：８９９４ （艾廷

华．基于场论分析的建筑物群的移位［Ｊ］．测绘学报，

２００４，３３（１）：８９９４）

［３］　ＦｅｉＬｉｆａｎ，ＨｅＪｉｎ．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Ｓｏｌｖｉｎｇ

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ｒｅｅｔｓ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Ｊ］．犌犲狅犿犪狋犻犮狊犪狀犱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犛犮犻犲狀犮犲狅犳犠狌犺犪狀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２００７，３２（６）：５４０５４３（费立凡，河津．解

决街道与建筑物图形冲突的移位模型研究［Ｊ］．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７，３２（６）：５４０５４３）

［４］　ＦｅｉＬｉｆａｎ．Ａ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ｓ

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Ｄ］．Ｇｅｒｍａｎ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ｎｎｏ

ｖｅｒ，２００２

［５］　ＷａｒｅＪＭ，ＪｏｎｅｓＣＢ，Ｔｈｏｍａｓ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Ｍａｐ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ＡＳｉｍｕｌａ

ｔｅｄ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犑狅狌狉狀犪犾

狅犳犌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３，１７

（８）：７４３７６９

［６］　ＷｉｌｓｏｎＩＤ，ＷａｒｅＪＭ，ＷａｒｅＪＡ．Ａ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ａｐ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犆狅犿狆狌狋犲狉狊犻狀犐狀犱狌狊狋狉狔，２００３，５２：２９１３０４

［７］　ＨｏｊｈｏｌｔＰ．ＳｏｌｖｉｎｇＳｐａｃ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ｉｎＭａｐＧｅｎｅｒａ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ａ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Ｊ］．犆犪狉狋狅犵

狉犪狆犺狔犪狀犱犌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０，

２７（１）：６５７３

［８］　ＨａｒｒｉｅＬ Ｅ．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Ｓｏｌｖ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ｉｎ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

犆犪狉狋狅犵狉犪狆犺狔犪狀犱 犌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犛犮犻

犲狀犮犲，１９９９，２６（１）：５５６９

［９］　ＢａｄｅｒＭ．ＥｎｅｒｇｙＭｉｎ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Ｆｅ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ｉｎＭａｐ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Ｓｗｉｔｚｅｒ

ｌ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Ｚｕｒｉｃｈ，２００１

［１０］ＢａｄｅｒＭ，ＢａｒｒａｕｌｔＭ，Ｗｅｉｂｅｌ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Ｄｉｓｐｌａｃｅ

ｍｅｎｔｏｖｅｒａＤｕｃｔｉｌｅＴｒｕｓｓ［Ｊ］．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犑狅狌狉

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５，

１９（８／９）：９１５９３６

［１１］ＬｉＺ，ＹａｎＨ，ＡｉＴ，ｅｔａｌ．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Ｇｅｎｅｒ

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Ｕｒｂａｎ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ｓｔａｌｔＴｈｅ

ｏｒｙ［Ｊ］．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犐狀

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４，１８（５）：５１３５３４

［１２］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ＣａｏＬｉｍｉｎｇ．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Ｔｈｅｏｒ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２７２



　第４０卷第２期 孙雅庚等：顾及格式塔原则的建筑物群移位实数编码遗传算法

［Ｍ］．Ｘｉ’ａｎ：Ｘｉ’ａｎ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Ｃｏ．，

Ｌｔｄ．，２００３：１８２８（王小平，曹立明．遗传算法———

理论、应用与软件实现［Ｍ］．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３：１８２８）

［１３］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ｄ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ｏｕｙｕｎ．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Ｐｓｅｕｄｏ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ｅａｌＣｏｄｉｎｇ

［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犡犻’犪狀犑犻犪狅狋狅狀犵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２００３，

３７（７）：７１０（王成栋，张优云．基于实数编码的自适

应伪并行遗传算法［Ｊ］．西安交通大学学报，２００３，

３７（７）：７１０）

犃犚犲犪犾犆狅犱犲犱犌犲狀犲狋犻犮犃犾犵狅狉犻狋犺犿犆狅狀狊犻犱犲狉犻狀犵犌犲狊狋犪犾狋

犘狉犻狀犮犻狆犾犲狊狋狅犅狌犻犾犱犻狀犵犇犻狊狆犾犪犮犲犿犲狀狋"

犛犝犖犢犪犵犲狀犵
１
　犌犝犗犙犻狀犵狊犺犲狀犵

１，２
　犔犐犝犢狌犪狀犵犪狀犵

１
　犔犞犡犻狌狇犻狀

１
　犣犎犈犖犌犆犺狌狀狔犪狀

３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ｓ，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３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ｈ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ｏｕｒｉｓｍ，Ｊｉａｙ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ｅｉｚｈｏｕ５１４０１５，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ｌｕｓ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ｉｓａ

ｖｅｒ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ａｓｋ．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ｗ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ａｎｅｗ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ｒｅａｌｃｏ

ｄｅ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ｌｕｓｔｅｒ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ｉ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

ｔｗｅｅ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ａｎｄｓｔｒｅｅｔｓｏｒｒｏａ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Ｇｅｓｔａｌ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ｉｎｔｈｅ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ｕｉｌｄ

ｉｎｇｓ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ａｒｅｔａｋｅｎｉｎｔｏ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ｆｉｔｎｅｓ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ｒｅａｌｓ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ｐｕｔｔ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ｍｏｒｅｉｎ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ｎｏｒｍｓａｎｄｍａｐｐｅｒｃｅｐ

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ｃａｎ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ｔｏ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ｗｈｅｎｔｈ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ｐａｃｅｉｓ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ｍａｐｏｂｊｅｃｔ；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Ｇｅｓｔａｌ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ｒｅａｌｃｏｄｅ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犉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ＳＵＮＹａｇｅｎｇ，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ｓｉ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ｍａｐ．Ｅｍａｉｌ：３０８５６９５６２＠ｑｑ．

ｃｏｍ

犆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犻狀犵犪狌狋犺狅狉：ＧＵＯＱｉｎｇｓｈｅｎｇ，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Ｅｍａｉｌ：ｇｕｏｑｉｎｇｓｈｅｎｇ＠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狊狌狆狆狅狉狋：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ｓ．４１０７１２８９，４１４７１３８４，４１１７１３５０，４１００１２９５，４１１０１３５１，

４１２０１４７４；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ｕｎ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Ｎｏ．２０１２２０５０２０２１２；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Ｃｈｉｎａ（８６３Ｐｒｏｇｒａｍ），Ｎｏ．２０１２ＡＡ１２Ａ４０２；Ｏｐｅ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ｕｎ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Ｌ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Ｎｏ．ＧＣＷＤ２０１１０２．

（上接第２４８页）

ｍ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ｒｉｎｇ．Ｄｙｎａｍｉｃ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ｐｌａｃｅｓｇｒｅａ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ｎｃａｃｈｅｄｔｉｌｅｓ

ｆｏｒ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ａｇｅｒ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ｎ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ｏｒｒｅｃｅｎｔｔｉｍｅ．Ａｒａｐｉｄｉｍａｇｅｒｙｔｉｌ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ｉｍａｇｅｒｙ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ｏｕｐｄａｔｅａＷｅｂｍａｐｓｅｒｖｉ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ｂｙ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ａｐｏｐｕｌａｒ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ｏｎｔｈｅｃｌｏｕ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ａｔａｌｏ

ｃａｌｉｔｙｏｆ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ｄａｔａ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ｉｓｕｓｅｄ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ｔｗｏｒｋｗｈｉｌ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ｃｙｉｓ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ｄａｔａｌｏｃａｌｉｔｙ．Ｔｈｅｓｅｏｐｔｉ

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ｉｍ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ｉｎａｔｉｍｅｌｙｗａｙｃａｃｈｅｄｔｉｌｅｓｆｏ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ｅｓ

ｔｉｎ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ｓｍｏｒ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ｓｃａｌａｂｌｅｔｈａｎ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ｓｉｍｉｌａｒｍｅｔｈｏｄ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ｒｙｔｉｌｅｃａｃｈｉｎｇ；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犉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ＬＩＪｉｙｕａｎ，ＰｈＤ，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ｓｉｎ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ｇｅｏ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ｇｒｉｄ．Ｅｍａｉｌ：ｈｏｍｅｇｉｓ．ｌｅｅ＠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狊狌狆狆狅狉狋：Ｔｈｅ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Ｎｏ．２０１００１０４６；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ＦｕｎｄｆｏｒＳｔｕｄｙＡｂｒｏａｄ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ｂｙＣｈｉｎａ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Ｃｏｕｎｃｉｌ，Ｎｏ．２０１００６２７０６４．

３７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