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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曲线拐点的自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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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由离散点表示的数字地图与 GIS 图形数据 , 本文首先利用两相邻矢量叉积乘积的原理来判定拐

点所在的折线边;然后利用曲线光滑原理 , 在已确定的折线边的两个端点之间 , 建立一条光滑加密了的 S 形曲

线 ,把后者看作是原始折线的精确曲线 , 对它进行曲线段凹向改变点(拐点)的定位计算。对于离散数据来说 ,

此处不是采用通常的数值微分方法 , 而是多次应用矢量叉积乘积的原理 , 求出最或然拐点 ,并看作是理论拐

点。为了简化计算量 ,探讨了如何避免为求拐点而进行光滑加密的辅助计算过程。对此 , 研究分析了拐点在

折线边上的移动规律与其前后的曲线转角之间的相关关系 , 借此可直接根据原始离散数据作简单计算 , 在足

够精确的程度上得出拐点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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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中的自然线状物体可以看作是一个隐式

的复杂物体 ,即它自身包含着不同层次的子物体 ,

而后者的界限通常未予以明确定义 。曲线的弯曲

(bend , meander , sinuosity)可看作是线状物体的子

物体。在常规作业中 ,地图工作者识别各个弯曲

不存在任何问题 。而在计算机环境下 ,为了能使

计算机自动识别曲线的各个弯曲 ,需要对弯曲作

出数学形式化定义。

1　曲线点的功能分类

描述数字曲线的各个坐标点的功能是不一样

的。线状物体的首末点 , 如河源点 、河口点 、交通

线的起迄点等 ,不仅对本物体有其首要意义 ,而且

还是与其他物体联系的中介。

第二级特征点可以定义为曲率极值点 , 这分

为曲率最大点与曲率最小点两种情况。曲率最大

点可以认为是不同程度的偏移点 , 它们通常表现

为不同弯曲的顶点 , 这些点表达曲线 “曲折” 的

程度 , 是曲线 “曲” 的所在。这类特征点在数据

获取时应给以特别重视 , 以精确表达曲线的复杂

度。但这类特征点在数据库中并没有特别标明 ,

因而需要通过辅助计算 (如 Douglas-Peucker 算

法)来分离。曲率最小点 (零曲率点)即拐点 ,

它是曲线凹向的变化 (凸凹交替)点 , 是图形数

学弯曲的分界点 。拐点的连线就构成弯曲的底

线 , 不同层次的拐点连线反映着线状物体不同级

别的趋势走向 。然而 , 拐点信息在数据获取中难

以精确定位 , 通常也不像对待其他特征点那样给

以特别的考虑 , 且在数据库管理中也未予以显式

标示 , 即在原始数据中往往没有明确包含曲线的

拐点信息 。因此 , 在必要的情况下 , 只能通过计

算来确定 。

2　曲线拐点的数学定义与判别准则

2.1　拐点的定义

拐点又叫做扭转点 ,即在其前后存在的一个

邻域内 ,使得其前后曲线段的凸凹特性相反 。或

者说 ,过拐点的切线把邻域内的曲线分成两部分 ,

后者位于此切线的异侧。

在数字环境下 ,曲线不是由显式数学函数来

表示 ,而是由离散坐标点来表示。此时 ,拐点的确

定可分为两个子过程来进行:①在原始数据的哪

两点之间或曲线图形的哪一条边的区间存在拐

点;②拐点在该区间的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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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拐点存在边(区间)的判别———相邻两矢量

叉积乘积的应用

此处研究第一个问题:拐点存在边(区间)的

确定 。由于两个不共线矢量的叉积可决定所成转

角的凸凹特征 ,故对于拐点存在区间的判别 ,可通

过对每相邻4点(A , B ,C ,D)(其中每相邻三点不

共线)进行测试来实现。如图 1 , A 、D 点是否位于

B 、C 点连线的异侧。由这 4 个有序点可形成 3

个有序矢量(AB , BC , CD),这 3个有序矢量可形

成两个有序的矢量叉积。拐点存在的充要条件就

是曲线凹向改变 ,即

(AB ×BC)·(BC ×CD)<0 (1)

图 1　拐点存在的折线段 BC 的判别

Fig.1　Distinction of Inflection Point Existence

　　由于在计算机环境下 ,曲线是由有序坐标串给

定的 ,因此 ,为了能直接利用现有的直角坐标进行计

算 ,需要把式(1)转换为用直角坐标表示的关系式:

AB ×BC =axby -bxay =(xB -xA)(yC -yB)-

(xC -xB)(yB -yA) (2)

BC×CD =bxcy -cxby =(xC -xB)(yD -yC)-

(xD -xC)(yC -yB) (3)

最后 ,式(1)所表示的连续 4点间拐点存在条件的

坐标表达式为:

Ф=[ (xB -xA)(yC -yB)-

(xC -xB)(yB -yA)] ·[(xC -xB)(yD -yC)-

(xD -xC)(yC -yB)] <0 (4)

　　作连续两个相邻矢量叉积(曲率或凹向的标

志数)a×b 和 b×c 的乘积 Ф,当其符号为负时 ,

则存在拐点 ,这个拐点就在两个矢量叉积的中间

共享边 BC 区间某处 。如果拐点所在边的长度很

短 ,则可取其中点为所需拐点 ,这时可直接进入下

一个拐点的确定 。否则 ,需要进行离散点曲线拐

点位置的确定。

3　离散点曲线拐点位置的确定

此处研究第二个问题:拐点在其存在边 BC

区间的定位。

3.1　高精度 S形光滑曲线的生成

为了使所求的拐点位置尽可能精确 ,需要有

十分精确的曲线数据 。数字化时是在精度范围内

“以直代曲” ,此处可借助曲线光滑来实施“将直复

曲” ,以获取所需的更为精确的数据 。

然而 ,通过离散点序列建立光滑曲线的算法

有很多 ,总体上说 ,它们的光滑效应大同小异 ,特

别是当离散点很密集时更是如此 。此处笔者用

“斜轴抛物线光滑插值”
[ 1]
来表述拐点位置 ,进而

确定拐点的位置与其前后相关数据点之间的关

系 ,以便利用此关系绕过光滑插值直接按原始数

据解算拐点。

斜轴抛物线光滑插值生成高精度S 形光滑曲

线的基本原理可通过与正轴抛物线光滑插值作比

较来说明(图 2)。对于 x 值单调的非共线 3个原

始数据(节)点 A 、B 、C ,用 Lagrange 插值多项式建

立的正轴抛物线图形为曲线段 ABDC。此时的最

大曲率点位于 D 点 ,而 D 点并不是给定的已知

的原始数据点 。若借助坐标平移使抛物线的顶点

位于中间点 B ,并通过坐标系旋转使抛物线同时

通过 A 、C。这样的抛物线是一个局部坐标系中

的斜轴抛物线 ,只是其坐标轴转角是个待定值 ,

它可通过已知 3点来解出
[ 1]
。过已知三点 A 、B 、

C的斜轴抛物线图形(路径)为曲线段 ABC。这

两种抛物线之间的差异是显然的。如果骑自行车

通过给定的 A 、B 、C三点 ,其路径显然是近似于

曲线 ABC ,而不是 ABDC。由此可见 ,路径问题是

一个与坐标系无关的问题 , 斜轴抛物线是一条与

坐标系无关的路径曲线。

图 2　过 A 、B 、C三点的斜轴抛物线 ABC

与正轴抛物线 ABDC的区别

Fig.2　Difference Between Parabolas Passing Points

A , B , C with Oblique and Right Axes ABDC

当 x 值不满足单调条件时 ,对于正轴抛物线

来说 ,在出现多值函数的情况下 ,不能用正轴抛物

线进行插值。而在斜轴条件下 ,无任何限制 。

3.2　拐点在其存在边 BC区间的定位

如前所述 ,拐点的位置是在前后两个相邻的

凹向相反的地方。拐点的位置由曲线光滑方法所

限定 ,而光滑方法却有多种。因此 ,借助不同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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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方法会得出不同的拐点。可以这样说 ,对于离

散数据点曲线没有惟一的精确拐点存在 ,从而可

用尽可能简单的方法来得到科学合理的拐点 。为

此 ,先通过图 3所示的特殊对称情况(αB =αC)来

说明拐点的计算问题 。笔者在此仍采用计算表达

凸凹特性的矢量叉积乘积法来定位拐点 。

首先观察图 3所示的过 4 个已知点 A 、B 、C 、

D 的折线连接和存在拐点边的BC区间的 S形光

滑曲线连接 。此处的 S 形光滑曲线是用“斜轴抛

物线光滑插值”
[ 1]
所算出的。

第一个问题是在 S形光滑曲线的密集点列上

计算所存在的拐点 ,并把这样所得的拐点称为理

论(最或然)拐点 。此处 ,对 S 形曲线 BFC 的密集

点列求其必然存在的拐点 ,仍采用前述两个相邻

矢量叉积乘积的方法 ,如同在确定拐点存在边的

算法一样。其差别在于 ,前面处理的对象是比较

稀疏的原始数据点 ,而此处处理的对象是光滑加

密数据点 ,后者之间的边长足够短 。因此 ,在确定

了拐点所在的短小边之后 ,就可认为拐点位于该

边的中点处(图 3)。在图 3中 , F 为理论拐点(通

过光滑插值计算而得), d 为拐点F 在相关BC边

上的垂足 。

图 3　迂回曲线上的拐点

Fig.3　Inflection Point in a Zigzag Curve

第二个问题是拐点 F 是否落在BC边上 。对

此可作一些初步的机理分析。当拐点所在边的两

端顶点处的转角 αB 和αC 相等时(图 3中 αB =αC

=135°),其比例关系 R =αΒ αC=1 ,即 BC边两端

弯曲程度对称时 , 则拐点 F 位于 BC 边上 ,即它

到 BC边上的垂距为Fd =0 , 并且拐点位于 BC

边的中点处 , 亦即 Bd=dC , 这时的定比分割比

λ=Bd dC=1。这种情况也可用 Hermite 带导

数插值原理来说明。

而对于非对称的情况 ,即当 αB ≠αC 时 ,Fd≠

0 , 即 F 不位于 BC 边上 , 因而 Bd ≠dC 。通过

300多例的计算实例可以看出 , Fd 的值若用BC

边长来度量 , 则它的值在大量的计算试验中不大

于2.2%。即当曲线上两个数据点的间距为 1cm

时 , 在最坏的情况下 , 拐点的横向偏移量为

0.2 mm ,而曲线的实际数字化步长远小于 1cm。

因此 ,可以说拐点近似地位于相关边 BC 上 。进

而可以认为 ,可用拐点 F 在 BC边上的投影 d 来

代替F(图 4)。

图 4　拐点位置与其主导影响因子

Fig.4　Inflection Point Location and the

Main Influence Factors

第三个问题是在不对称的一般情况下 ,拐点

在 BC边上的定位(移动)规律问题 。问题在于拐

点 d 与不对称的主导因子R=αB αC 有无内在联

系。若存在某种明显联系 ,则可根据所探明的联

系直接由原始数据计算具有足够精确度的拐点 ,

而无需借助曲线光滑手段 。

笔者曾试验了多因子分析(除前后转角 αB 和

αC 外 , 同时还顾及到前后两条边 AB 和 CD 之间

以及此两条边与中间边 BC的两个比例因子等),

得出影响拐点偏移的主要因素是其前后的折线转

角比 R=αB αC 。在确定了主导影响因素之后 ,进

行了 333次计算试验 ,其中有意地设置很多极不

对称的情况 ,每组数据为:①影响因子 R;②影

响后果:由光滑插值曲线所得的理论拐点 F 在 BC

上的投影点 d ,计算出 d 将 BC作分割时的分割比

λ=Bd dC 。最后得到333组数据(R i , λi , i=1 ,2 ,

…,333)。观测数据的分布趋势(图 5),确定用指数

函数进行最小二乘拟合 。其指数函数式为:

λ=R
z

(5)

为了确定相关指数 z , 将式(5)进行简单的对数

变换:

logλ=z logR (6)

由此得出 z 的最小二乘解为:

z =∑
n

i=1
(logλi logR i) ∑

n

i=1
(logR i logR i) (7)

　　对上述 333组数据进行最小二乘指数拟合 ,

得出其相关指数为:z=0.177 4。由此统计相关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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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就可直接用数据库中的数据 ,对所得出的每个

拐点存在边计算 R=αB αC ,进而计算统计分割比 λ

=R
z
,最后对 BC边作 λ的定比分割 ,便得到所需的

拐点位置坐标 ,而无需进行光滑插值处理。

图 5　拐点 F 在BC边上与 R 的关系

Fig.5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lection Point

Location and Incident Turn Angles

4　适应性检验

根据所查明的拐点的主要偏移因素是由其前后

转角的非对称所引起的 ,因此 ,这里从大体对称出

发 ,逐渐加大不对称性 ,借此检验上述近似算法的适

应性(图6 、图 7)。图中 f 为利用上述相关指数直接

计算的近似拐点 ,图中还列出了 F 、d 和 f 这三个量

值 ,其中 Ff表示理论拐点到按相关函数计算的统计

拐点之间的距离;df 表示理论拐点垂足到按相关函

数计算的统计拐点之间的距离 ,具体见图7。

图 6　前后转角相差不太大的情况

Fig.6　Roughly Symmetric Situation

由图 6 、图 7可看出 ,在弯曲极不对称的情况

下 ,拐点的位置误差也不超过所在边长的 4%。若

顾及到曲线数字化步长本来就很小 ,在急剧转弯处

图 7　前后转角值相差很大的情况

Fig.7　Dramatic Asymmetric Situation

会进一步缩小数据获取步长等因素 ,在实际应用

中 ,拐点的理论位置与计算位置间的误差会更小。

5　拐点信息的主要应用

5.1　形成曲线的总体趋势线

为了对不同的曲线或同一条曲线的不同段落

进行特征分析 ,如弯曲程度和复杂度分析等 ,通常

需要确定一条曲线的参考基线或趋势线
[ 2 ～ 7]

。为

此有两种途径:通过滤波法形成一条较为光滑的

缓和曲线
[ 8]
或生成拐点连线 。前者与曲线的子结

构(弯曲)没有明确的关联 ,后者是各个弯曲的底

线。因此 ,采用拐点连线作为评价曲线特征(曲折

程度)的参考基线更具有形态意义 。

5.2　用于曲线特征的自动分段

线状地物的整体特征无疑是重要的 ,且在曲线

信息分析处理中应当予以顾及。但是 ,当一条曲线

在其不同段落有着显著的特征(弯曲程度 、复杂程

度等)差异时 ,这时仅顾及其整体特征是不够的 ,还

需要对复杂曲线进行分段 ,使得各个分段的特征与

结构单一化(分段内部弯曲程度大体上均匀一致),

而不同分段之间有着明显差别
[ 9 ～ 11]

。在复杂曲线

分段的基础上 ,对不同段落可采用不同的数据处理

参数 ,从而提高各种处理算法的适应性 。

用拐点作为曲线段的分界点有其独特的优越

性 ,拐点是曲线弯曲的分界点 ,以它为曲线段的分

界点可以确保曲线形态(弯曲)的完整性 ,可直接

对各个弯曲单独进行评价 。

5.3　线状目标曲折程度的测度

以河流为例 ,当其总体趋势线呈现为直线状

时 ,其弯曲程度可用目标曲线相对于目标首末端

点连线的偏移量来度量。但是 ,当目标的总体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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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线有明显弯曲时 ,采用前述方法就不合理了。

这时要分两步来进行。先求目标的总体趋势线 ,

我们把它叫做总体基准 ,但后者不一定是一条无

拐点的曲线 ,只是其迂回曲折相对较少 。必要时

也可对它计算更高层的拐点连线和计算前一层拐

点连线自身的相对曲折程度 ,即拐点连线可呈现

为层次结构。这种总体趋势线的曲折称为总体曲

折。然后以总体趋势线为基线来度量目标曲线的

偏移程度 ,这称为相对曲折。

5.4　相对曲折的确定

复杂曲线相对其总体曲折的随机摆动可称为

复杂曲线的相对曲折 。但仅用通常的简单比值难

以区分不同的曲线目标 ,因此通常的曲折系数计

算公式K =∑l L 可写成:

K =(m ∑l) (mL) (8)

即把原图形放大 m 倍 ,其曲折系数保持不变 ,其

分数维也不变 。但若把同一图形逐渐缩放若干次

后粘在一起 , 则它们的图面特征大为不同。在

图 8中 ,4 个曲线段 AB 、BC 、CD 、DE 是同一曲线

的不同缩放表示 ,它们的常规概念下的曲折系数

K 是一样的 。所以 , 对于图形分析来说 , 采用

式(8)的方法不能区分图形的特征。因此 ,普遍认

为 ,不能用单一的曲折系数来描述曲线的特征 ,而

应采用更为合理的方法。一个比较可取的方法是

双参数(频率与振幅)描述
[ 12]
,即一个参数表达单

位长度上弯曲的个数(相当于频率),另一个参数表

达弯曲的大小(相当于振幅 ,可用弯曲的矢高来度

量),显然 ,双参数法能把这 4个曲线段区分开来 。

图 8　由同一条曲线的不同缩放图形组成的曲线

Fig.8　Curve Generated From Itself Enlarging or Reducing

5.5　用于曲线信息量的评估

曲线信息量的评估是地图信息量评估的一个

重要方面 。此处把曲线的坐标点看作是相对趋势

线的随机摆动 。Weber 提到
[ 8]
,为了对一条曲线

的信息进行度量 , 可先用低通滤波法求出一条足

够光滑的曲线作为基准线(中轴线), 然后求出曲

线上各个结点到基准线的垂距 Ai 。为了使这些

量变得彼此无关(这是应用 Shannon 公式的前

提), 要形成相邻结点的垂足差 ΔAi =Ai+1-Ai 。

对于这些差值 , 通过对大量曲线的统计 , 可得其

概率 , 再按熵式计算其信息量 。这里所述的基准

线可通过计算原始曲线的拐点连线来实现。

地图上的曲线都有其明确的要素类型定义 ,

特别是自然要素曲线有着更明确的地理含义 ,如

河弯 、海弯 、谷地与山脊等
[ 13]
。它们是线状目标

的子目标
[ 7]
,拐点和与之相关曲线上的弯曲对于

面向图形子目标(弯曲段)的图形信息处理无疑是

极为重要的 ,但在地图曲线综合中的具体操作却

有差异 。以地貌形态为例 ,表示谷地与其两侧相

邻的山体 ,在综合处理中不是以拐点来分界 ,而是

以弯曲的顶点来分界 。因此 ,在图形综合中 ,需要

根据拐点分割出曲线的弯曲段 ,进而求出各个弯

曲的顶点 ,借此为综合功能程序提供处理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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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 digital maps and GIS data , locating the inflection point can be performed in two steps.

One is to sweep the original polyline to find a side where there exist inflection points.To perform this

task , we use the every four consecutive points forming two cross products of two vectors.If the

multiplication of these two cross products gives a value with positive sign , it means that these four

consecutive points have the same concavity , otherwise , the four points form two curve segments , with

signs opposed each other.The other step is to locate the inflection point on the side found before.For

this purpose , an auxiliary smooth interpolation is needed as a bridge.Our task is to find a simplified

method to locate the inflection point without bridging interpolated and smoothed curve.Through regression

analysis it is observed that the inflection point is located on the side of original polyline approximately and

moves along this side in dependence on the angle ratio at rotation angles at the incident vertices.

Therefore , we can calculate the rotation angles at vertices of relevant original side found in the first step.

Using the exponent value obtained from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calculating the angle ratio at two

vertices in advance , a desired inflection point can be calculated directly by the original data without

interpolation procedure.In the end , this paper presents several main application aspects of inflection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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