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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建立节点上弧段之间的拓扑关系为例 , 对比分析了两个非角度算法在确定射线的空间相邻关系时

的时间复杂度 ,探讨了进一步将应用范围拓展到确定点集的空间关系时两种算法的有效性。研究表明 ,在这

一类空间分析中基于 Qi(xi , yi)函数的 Qi 算法是一个时间复杂度低 、可靠性高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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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矢量外积算法与 Qi 算法的时间

复杂度

1.1　点与有向线段之间的关系判断

高云琼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矢量外积的算法

来确定射线之间的空间相邻关系[ 1] 。这个算法利

用了点与有向线段之间的关系判断(Orientation

Test)和二叉排序树的思想。如图 1 所示 ,矢量ab

与ap的矢量积ab×ap构成右手法则。点 p与有向

线段ab的空间关系判断方法见式(1)。

图 1　点与有向线段

Fig.1　Point and Directed Line Segment

设A=ab , B=ap ,则

A ×B =(yb -ya)(xp -xa)-

(yp -ya)(xb -xa)

>0 ,

=0 ,

<0 ,

p位于 ab 左侧

p与ab共线

p位于 ab 右侧

(1)

式中 ,矢量 A 被定义为有向线段;矢量 B被定义

为有向线段的起点a 与任意点p 所构成的矢量。

1.2　Qi(x i, yi)函数

在分析射线之间的空间关系时 , Qi 算法将射

线之间的空间相邻关系转换为射线与单位圆的外

切矩形边的交点之间的相邻关系 ,从而将方位角

计算简化成 Qi 长度计算 。对于同一节点上的所

有弧段 ,以节点为原点 ,各选一个与节点相邻的点

分别构成射线[ 2] 。在图 2所示的直角坐标系中 ,

图 2　射线与单位圆外切矩形

Fig.2　Ray and the Externally Tangent Rectangle

of the Unit Circle

计算由 N点出发沿矩形边顺时针到达任意一条

从 O 发出的射线 li与单位圆的外切矩形ABCD 边

的交点p i的长度的函数Qi(xi ,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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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xi , yi)=

Δyi/Δxi (Δxi >0)∧ (Δyi ≥0)∧ (Δxi > Δyi)

2-Δxi/Δyi (Δxi >0)∧ (Δyi >0)∧ (Δxi ≤Δyi)

2-Δxi/Δyi (Δxi ≤0)∧ (Δyi >0)∧ (Δyi >-Δxi)

4+Δyi/Δxi (Δxi <0)∧ (Δyi >0)∧ (Δyi ≤-Δxi)

4+Δyi/Δxi (Δxi <0)∧ (Δyi ≤0)∧ (Δxi ≤Δyi)

6-Δxi/Δyi (Δxi ≤0)∧ (Δyi <0)∧ (Δxi >Δyi)

6-Δxi/Δyi (Δxi >0)∧ (Δyi <0)∧ (Δxi ≤-Δyi)

8+Δyi/Δxi (Δxi >0)∧ (Δyi <0)∧ (Δxi >-Δyi)

(2)

式中 , Δxi=xi-x0;Δy i=yi-y0;i=1 , …, n 。

在空间分析中 , Qi(xi , yi)函数是以正北方向

为起算方向 ,并沿单位圆的外切矩形边顺时针方

向进行的。函数的定义域为(-∞, ∞),值域为

[ 0 ,8)。在定义域内 , Qi(xi , y i)函数具有单调性

和连续性 。

1.3　A ×B与Qi(xi , yi)的时间复杂度比较

表1给出了 A×B 与Qi(xi , yi)执行基本操

作的比较 。

从表 1可以得到 ,当问题规模为 n 时 ,如果

表 1　A×B 与Qi(xi , y i)执行基本操作的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Basic Operation Between

A×B and Qi(xi , yi)

基本操作
执行次数

A×B Qi(xi , y i)

判断 0 3

+/ - 5 2

×/ ÷ 2 1

将“判断”与“ +/ -”视为同一个量级的操作的话 ,

A×B执行“ ×/ ÷”的频度为 2n , Qi(xi , y i)执行

“ ×/ ÷”的频度为 n 。以“ ×/ ÷”作为基本操作来

度量两种算法的渐进时间复杂度的差别 ,得出 Qi

(xi , yi)比 A×B减少的渐进时间复杂度为 O(n)。

1.4　“矢量外积算法”与 Qi算法建立二叉排序树

的过程分析

通常 ,在向二叉排序树中插入一个新的节点

之前 ,要先进行查找 。查找过程是从根节点开始 ,

从上往下 ,逐层进行的:将给定值Key 与根节点的

关键字比较 ,若 Key 较小 ,就进入左子树继续查

找;若 Key较大 ,就进入右子树继续查找。如此反

复进行 ,如果二叉排序树中已经存在关键字为

Key的节点就不插入 ,否则就将新节点作为树叶

插入到适当位置[ 3] 。

例如 ,要将下面的弧段射线序列(见表 2)插

入到二叉排序树(图 3)中 ,其过程分析如下。

表 2　弧段射线坐标表

Tab.2　Coordinate of the Arc Rays

ID O a b c d e f g h i j

X 1.703 2.496 0.336 2.077 3.143 1.166 2.357 0.284 0.916 3.025 2.357

Y 2.388 1.153 2.954 0.939 1.940 3.800 3.793 1.792 1.145 3.035 3.800

1.4.1　矢量外积算法

第一次插入是用 a 建立根节点 ,它的左孩子

和右孩子指向空 。第二次插入将建立一个包含 b

的新节点 ,通过点 b 与有向线段Oa
※

的关系比较

A×B>0 ,则将它作为 a 的左子树插入 。第三次

插入将建立一个包含 c 的新节点 ,并将它作为 b

的右子树插入 ,因为通过点 c 与有向线段Oa
※

的关

系比较A×B>0 ,而通过点 c 与有向线段Ob
※

的关

系比较A×B<0。当序列中所有的点都被插入 ,

就可以得到一棵如图 3(a)所示的二叉排序树

Tree1。在以上过程中总共进行了 22次A ×B操

作。Tree1的高度 h =5 ,这意味着插入一个节点

所需要的最大比较次数为 4次 。中序遍历 Tree1

得到序列 1{fbghcadije}。

1.4.2　Qi 算法

首先 ,计算各条射线的 Qi 值。然后 ,第一次

插入是用 a 建立根节点 ,它的左孩子和右孩子指

向空 。第二次插入将建立一个包含 b的新节点 ,

通过射线 Ob 的Qi 值与射线 Oa 的Qi 值的比较

Qi
b
<Qi

a
,则将 b 作为a 的左子树插入。第三次插

入将建立一个包含 c 的新节点 ,并将它作为 b 的

右子树插入 ,因为 Qi
c
<Qi

a
而Qi

c
>Qi

b
。当序列中

所有的点都被插入 ,就可以得到一棵如图 3(b)所

示的二叉排序树 Tree2。在这个过程中共计算了

10条射线的 Qi 值。Tree2的高度 h=5 ,这意味着

插入一个节点所需要的最大比较次数为 4次 。中

序遍历Tree2得到序列 2{ijefbgh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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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二叉排序树与弧段射线

Fig.3　Binary Sort Trees and Arc Rays

　　序列 1和序列2中相邻弧段射线标识所对应

弧段的空间位置分别是相邻的 ,第一和最后一个

弧段射线标识所对应弧段的空间位置也是相邻

的。弧段射线的实际空间位置关系见图 3(c)。

1.5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分析

1)由于在建立二叉排序树的过程中 ,矢量外

积算法没有固定的关键字 ,所以除根节点外每插

入一个节点都必须与原二叉排序树上每一层的一

个节点进行点与有向线段之间的关系判断以确定

新的子节点是成为其父节点的左子树还是右子

树。下面分析当问题规模为 n 时 ,矢量外积算法

将 n 个节点插入到一棵二叉排序树需要执行

A×B的次数 。

·对于建立一个高度为 h ,有 n 个节点的二

叉排序树来说 ,若设第 i 层有n i(1≤i≤h)个节

点 ,当插入一个新节点时 ,在找到插入位置之前需

要的平均比较次数接近于 O(log2n);

·第一次插入 ,即根节点的插入 ,不需要进行

比较。插入最后一个节点需要的比较次数为 h -1

=[ log2n] ,此时将二叉排序树当作接近于满二叉排

序树的情况来考虑(这将有最小的比较次数);

·一般地 ,总的比较次数是 O(n(log2n)),这

与建立二叉排序树所需要进行的总的比较次数是

相同的。

2)由于 Qi 算法是以 Qi 值为关键字进行通

常的节点插入的 ,所以只需要对每一个弧段计算

一次 Qi值即可 ,无需每比较一次再额外地计算一

次 Qi 值。计算量是与树的高度无关而只与总的

射线数有关的常数 , Qi 算法执行Qi(xi , y i)的次

数为 O(n)。

3)为了分析方便起见 , 在此忽略 A ×B与

Qi(xi , yi)之间时间复杂度的差异 ,并以A ×B为

基本操作来度量矢量外积算法与 Qi 算法的时

间复杂度 ,可以得到在建立同样一棵二叉排序树

时两种算法的时间复杂度:①Qi 算法的时间复

杂度为O(n);②矢量外积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

O(nlog2n),在 n 不变的情况下算法的时间复杂

度随着树的高度h的增加而增加。

为说明问题方便起见 ,在以上叙述中都用了

建立二叉排序树。但是 ,在实际操作中 Qi算法可

以直接利用 Qi 值为排序关键字 ,采用任何有效的

排序算法进行排序。

2　应用分析

1)对于建立同一节点上弧段之间的拓扑关

系这样的应用来说 ,由于同一节点上弧段数量是

很有限的 ,矢量外积算法的效率受建立二叉排序

树的过程的影响较少。而当节点的数量很大时 ,

矢量外积算法时间复杂度将主要取决于A×B与

Qi(xi , yi)时间复杂度的差异 ,所以其增长趋势将

不会很大。但是 ,将应用的范围拓展到处理平面

上点集的空间关系时 ,矢量外积算法的时间效率

将主要受到建立二叉排序树过程的影响 。当 n

足够大时 ,具有缓慢上升函数的 Qi 算法必然工作

得更快。

2)建立同一节点上弧段之间的拓扑关系时 ,

节点被定义为三个或三个以上弧段的交点。由于

已经进行了有效的节点匹配 ,与根节点射线同向

共线的情况已经被排除。对于 Qi 算法来说 ,一个

方向有且仅有一个 Qi值与之对应 ,所以异向共线

的情况得到自然的区分。在矢量外积算法中规定

将与根节点异向共线的射线插入左子树可以解决

A×B=0的问题。但是 ,将算法推广到处理平面

上点集的空间关系时 ,随着问题规模的增大 ,将会

出现多条射线同向或者异向共线的概率增加 。此

时 , A×B=0将不仅仅只出现在根节点上 。与已

经成为二叉树节点的射线共线的多条射线的插入

将成为问题 ,矢量外积算法尚需要设计相关的判

断与处理办法 ,其有效性才能得到保证。利用 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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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处理这类问题的方法是:对原始射线序列以

Qi为关键字 ,采用快速排序或其他排序算法处理

排序问题 ,方向相同的射线(即 Qi 值相等的射线)

在排序后的序列中是相邻的 。对方向相同的射线

进行同方向点的相邻关系分析 ,当 x =0时 ,比较 y

 的大小;当 x≠0时 ,比较 x 的大小。这样 ,就可

以得到在同一方向上点与点之间的相邻关系。

3　结　语

1)当问题规模为 n 时 ,以“ ×/ ÷”作为基本

操作来度量两种算法的渐进时间复杂度的差别。

2)当问题规模为 n 时 ,以A×B为基本操作

来度量矢量外积算法与Qi 算法建立射线之间的

空间相邻关系过程的时间复杂度。

3)对于建立同一节点上弧段之间的拓扑关

系 ,由于同一节点上弧段数量很有限 ,矢量外积算

法的效率受建立二叉排序树的过程的影响较少。

4)值得注意的是 , Qi 算法使得人们可以继

续保持利用方位角进行空间分析的思维习惯 ,同

时提供了一个在空间关系的分析中与方位角起到

类似作用 ,而在处理上比方位角的直接计算时间

复杂度低的有效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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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Complexity Analysis of Two Non-angle Algorithms to

Determine the Radial Spatial Adjacent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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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en the arc-arc topological relationship established on the nodes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analyses the time complexity of two non-angle algorithms to determine the radial spatial adjacent

relationship.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wo algorithms is discussed as well when the application range is

extended to determine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of point sets.At the same time , it provides an efficient way

that has the same function as the azimuth angle but is of lower time complexity.

Key words:spatial analysis;angle;time complex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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