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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认知心理学信息加工的观点 , 建立了基于 Voronoi图的空间方向关系形式化描述模型 , 并详细阐

述了模型的逻辑结构 、数据结构和空间方向的计算过程。为了验证模型的正确性 ,列举了该模型计算空间方

向的几个例子 ,并总结了模型的优 、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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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方向关系形式化描述模型的建立是空间

方向关系研究的重点
[ 1 ～ 7]

。MBR 、CONE 、2D String

等基于符号推理或几何运算的模型在运算结果上

都存在缺陷
[ 2 , 7]
,因此 ,有必要寻求新的空间方向

关系描述模型。

利用Voronoi图描述空间关系是空间关系研

究的一个主要方向
[ 8]
。运用 Voronoi 图描述空间

方向关系是可行的
[ 9 , 10]

,并且这样的描述模型易

于与空间关系描述的其他模型融合
[ 8]
,因此 ,建立

这种模型意义重大。

从认知心理学的观点看 ,空间方向判断是空

间认知的一个信息加工过程 ,信息“过滤”贯穿该

过程始终并起着主要的作用
[ 3 , 4]
。因此 ,可以模拟

空间认知学中“注意”的过滤器模型 ,把空间方向

判断中的信息处理看作多个过滤器的合成。

1　模型建立

1.1　模型框架和总体思路

两个目标空间方向关系判断的过程是人的空

间认知过程 ,符合认知心理学中信息加工的观点 ,

可以借用认知心理学中著名的 Triesman-Broadbent

过滤器模型
[ 3, 4]
,来设计空间认知过程的模型框架。

如果用计算机模拟人类空间方向的认知过

程 ,可以把它分成以下步骤:①目标图形的综合;

②可视区域的确定;③空间方向的定量计算;

④定性描述结论的确定。每个步骤可以视为一

个子过滤器 ,前一个过滤器处理后保留下来的信

息作为后面几个过滤器的输入信息 , 4个过滤器

合起来就是空间方向计算的 Triesman-Broadbent过

滤器模型 ,其逻辑结构框架如图 1。

图 1　模型框架

Fig.1　Frame of the Model

1.2　图形综合过滤器

图形综合要遵循综合前后两个目标的拓扑关

系和侧位关系不变的原则 。图形综合过滤器接受

两个目标的图形信息 ,提取图形特征信息 ,完成图

形的综合 。提取信息的方法有:①格雷厄姆算法

求解群点凸壳;②夹角序列算法计算凸壳直径。

设求得目标1 、2及两目标群点凸壳的直径分

别为 D1 、D2 、D 。如果对图形综合的幅度用偏角

来衡量 ,四方向描述的偏角限差值为 ε1 =90°,八

方向描述为ε1 =45°,依此类推 。综合中 ,线目标

和面目标边界上偏角小于限差 ε1的特征点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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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弃 ,其余点保留。如果用矢径来衡量综合幅度 ,

矢径的限差 ε2 =D[ 1-cos(ε1 2)] 2 ,其几何意义

是在以 D 为直径的圆上 ,以 ε1为圆心角的圆弧的

矢径。在图形综合时 , ε2可以是曲线弯曲的深度 、

宽度 、基线的长度 、单目标群点凸壳直径等。

1.3　可视性确定过滤器

可视性确定过滤器即从综合后的目标图形信

息中提取可视点 ,构造可视区域 ,其逻辑结构如图

2所示。

图 2　可视性确定过滤器的基本构成

Fig.2　Structure of the Visibility Determination Filter

对于两个目标的全部特征点 ,可以用渐次插

入算法通过超三角形来构造 Delaunay 三角网 ,把

每个三角形的信息记录在 TDelaunay 结构中。

可视点是两目标的临近点 ,在 Delaunay 三角

网中 ,可视点就是那些由两个目标的特征点共同

组成的三角形的顶点 。故搜索目标可视点集的方

法为:顺次搜索构网时定义的 TDelaunay 数组 ,如

果一个三角形顶点的描述元素 p1 、p2 、p3 的值满

足下面两个条件之一:①既有 1 ,又有 2;②有 3

(表示两个点集合有公共点),则这个三角形上的

点是可视点。

可视链在方向判断中代表着其对应的目标。

可视链并不是完全按照目标特征点的数字化顺序

连接而成的 ,而是根据 Gestalt心理学的视觉连续

性原则得到的一条视觉链 ,符合 Gestalt 心理学的

临近自组织 、好形和连续性定律。在大部分情况

下 ,可视链是目标边界上点的数字化顺序连接 ,如

图3(a)中 ,可视链分别为 P1 P2 P3 P4和 Q1Q2Q3

Q4Q5Q6 ,可视区域为 Q1Q2Q3Q4Q5Q6 P4 P 3P 2 P1

Q1;但有时也需要重新组织 ,如图 3(b)的可视点

集构成的三角网中 , A 目标的特征点 P1 、P2是起

讫点 ,但是两者视觉临近组成■1 ,所以 P1 P2成为

可视链的一段;同样 , ■2中的 P3 P5 、■3中的 Q3

Q5 ,都因为视觉临近而成为可视链的一段。这

样 , A目标的可视链为P1 P2 P3 P5 P6 , B 目标的可

视链为Q1Q2Q3Q5Q6Q7 , 可视区域为 Q1Q2Q3Q5

Q6Q7 P6 P5 P3 P2 P1 Q1 。这样构造后的可视区域

中的三角网是连续 、单层的 ,即每个三角形最多只

有一个相邻三角形。

图 3　可视链和可视区域及其修正

Fig.3　Visible Chains and Visible Regions

and Their Rectification

1.4　空间方向计算过滤器

空间方向计算过滤器以可视区域信息为输入

信息 , 生成两目标的方向 Voronoi 图 , 对方向

Voronoi图进行处理 ,并把它转换为方位角信息。

其逻辑结构如图4所示。

图 4　空间方向计算过滤器的构成框架

Fig.4　Structure of Spatial Direction Calculation Filter

1.4.1　生成方向Voronoi图

1)搜索起始三角形 。首先搜索可视区域中

有无最外层三角形 ,其特征是只有一个临近三角

形 ,若有最外层三角形 ,则它就是起始三角形 ,如

图 5中的■DEF ;若无最外层三角形 ,则以任意三

角形作为起始三角形 。无最外层三角形的情形为

一个目标被另外一个视觉包围时出现。

2)计算方向 Voronoi 图的连接点 。方向

Voronoi图的连接点包括第一 、二类三角形腰的中

点 、第三类三角形一腰中点的垂线和另一腰的交

点 、两相邻目标公共边界的起讫点和共点相邻时

的公共点 。

3)生成方向 Voronoi图 。方向Voronoi图是可

视区域中的三角形边的中点 、边缘第三类三角形

边的一腰垂线与另一腰交点连线 、两目标的公共

折线等的连接 ,如图 5所示 。

1.4.2　侧位关系判断

设有平面内一点 Q(XQ , YQ)和直线 AB :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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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构造方向 Voronoi图

Fig.5　Construction of Directional Voronoi Diagram

+by +c=0 ,则 a XQ +b YQ + c >0 , Q 在 AB 的

上 、右 、右上或左上半侧平面内;XQ +b YQ+ c <

0 , Q 在 AB 的下 、左 、右下或左下半侧平面内;

a XQ+b YQ + c =0 , Q 在直线AB 上。对于点在

直线上的情况 ,笔者认为其空间方向关系无意义 ,

不作讨论 。

1.4.3　方位角计算

把判断侧位关系时求得的局部范围内源目标

上一点的坐标(X , Y)代入其临近 Voronoi线段的

方程 f(x , y)=ax +by +c ,则 f(x , y)>0 或

f(x , y)<0。不失一般性 ,设该 Voronoi线段的两

端点为 A(x1 , y 1)、B(x2 , y2),且 x1 ≤x2 , AB 的方

位角为αAB ,则垂直于 AB 、由参考目标指向源目标

的射线的方位角 α为:

1)x1≠x2 , α=αAB -90°,若 α<0 , 则 α=αAB

-90°+360°;

2)x1=x2 ,若 f(x , y)>0 , α=90°;f(x , y)<

0 , α=270°。

1.5　定性描述过滤器

1.5.1　精确的表达

四方向 、八方向的描述是一种概略方向描述 ,

每个方向对应一个方位角的划分区界。上面综合

后的Voronoi图 ,每一条边就相应地计算出了一个

这样的方位角。属于同一区界的多个方位角对应

的Voronoi边在空间上有时是不连续的 ,但由于它

们指代了同一空间方向 ,故需要把它们综合为一

类。下面通过八方向定性描述的例子来说明归类

的过程。

八方向描述中 ,主方向和区界的对应关系是:

北※(337.5°,0°)∪[ 0°,22.5°] 、东北※(22.5°, 67.

5°] 、东 ※(67.5°, 112.5°] 、东南 ※(112.5°, 157.

5°] 、南 ※(157.5°, 202.5°] 、西南 ※(202.5°, 247.

5°] 、西 ※(247.5°, 292.5°] 、西北 ※(292.5°, 337.

5°] 。图 6中的粗线是计算得到的两目标的方向

Voronoi图 ,各 Voronoi边长度及其对应的两目标间

指向线的方位角如表 1。把同一主方向的 Voronoi

边归为一类 ,归类结果如表 2。

图 6　精确的 Voronoi图

Fig.6　Accurate Voronoi Diagram

表 1　图 6 的方位角计算

Tab.1　Computation of Avimuth

边号 1 2 3 4 5

长度 15 18 5 22 6

方位角 (°) 325 15 66 2 311

表 2　图 6 的方位角归类

Tab.2　Classification of Avimuth

方向 N NE E SE S SW W NW

长度百分比 % 83 8 9

对于图 6中的空间方向关系(表 2),用自然

语言描述为:源目标 A的 83%在 B 北面 ,8%在 B

东北 ,9%在 B 西北 。

1.5.2　概略表达

连接两目标可视区域内 Voronoi图的两端点

的线段 ,代表着 Voronoi 图的整体走向 。计算出

Voronoi图首末点连线的方位角 ,把该方位角换算

成对应区间的定性方向关系描述即可。图 7是图

6连接方向Voronoi图的两端点后所得的图形 ,根

据上面方法计算得图 7 由 B 指向 A的方位角为

347°,因此 ,在八方向描述中 , A 在B 的北面。

上面的两种解释中 ,前者较详细 ,且对于任何

情况下的两个空间目标总可以给出有效的描述;

后者更直观 ,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 ,缺陷是在少数

复杂情况下难以给出合适的描述。

图 7　概略的方向表达

Fig.7　General Expression of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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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型算例

下面模拟模型计算过程 ,如图 8、9所示 ,给出了

原图 、部分原图综合后的图形 、用虚线表示的可视区

域Delaunay三角网 、用粗线表示的方向Voronoi图。

设 A为源目标 , B为参考目标 ,dir(A ,B)表示八方向

描述的方向关系 ,方向描述计算结果如表3。

表 3　方向描述结果

Tab.3　Description Result of Directions

方向 N NE E SE S SW W NW dir(A , B)

图 8长度

百分比 %
50 23 27 NE

图 9长度

百分比 %
100 E

3　结　语

用Voronoi图描述空间方向关系的优势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

1)不受目标形状 、位置 、距离 、分辨率等的影

响 ,总能得到正确的计算结果 ,满足形式化模型的

正确性 、普遍性 、广泛性 、惟一性原则;

2)无须进行源目标和参考目标的区分 ,求出

dir(A , B)就可以根据空间方向关系的自反性推

导出 dir(B , A),这一点是方向关系矩阵等模型无

法做到的;

3)考虑了两目标方向关系的各个侧面 ,即用

多个方向的集合来描述目标间的方向关系 ,摒弃

了MBR、CONE 、2D String 等把空间方向关系单一

化的缺陷;

4)容易与当前基于 Voronoi图的空间拓扑关

系研究成果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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