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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角网的“种子法”多边形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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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传统上广泛使用的“种子法”和“矢量求交法”的思想相结合 ,提出了一种基于约束 Delaunay 三角网

结构的多边形生成算法。详细描述了该方法的基本思想 ,在实验基础上分析了算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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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GIS领域存在两种数据模型:基于目标的和

基于场(域)的。与之对应 ,多边形自动构建算法总

体上也存在两种方法:基于矢量结构的“弧段匹配

搜索法”和基于栅格结构的“种子填充法”。后者所

依据的栅格数据结构遍布整个研究空间 ,强调空间

的相关性 、连续性 ,模型描述的单位划分为极小的

面元 ,实体间的关系通过相关性运算(如栅格的扩

展 、收缩等)便可获取。该空间数据结构包括规则

格网结构和不规则格网结构 ,规则格网对应的结构

单元通常有矩形 、等边三角形 、正六边形 。“种子填

充法”多边形的生成便以这些结构单元为填充胚 ,

通过多方向扩展填充完成该过程。场(域)模型的

另一种结构———不规则格网TIN ,具有与规则格网

相同的特性 ,三角形单元遍布整个区域无重叠 、无

缝隙 ,实体间的空间关系通过三角形连接表达 。然

而与规则格网结构相比 ,TIN模型在空间数据处理

中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 ,往往局限于 DTM数字地

形模型的表达中。“种子填充法”多边形生成便是

一个很好的例子。过去算法的填充胚局限于规则

单元 , 规则格网因结构单一 、操作算子简单而倍受

青睐 ,但这种简单产生于结构单元布局的盲目性 ,

导致的弊端是数据量大 ,需要采用四叉树等结构来

优化。TIN的不规则性由目标间的三角形有效连

接产生 ,在空间邻近关系表达上更直接。本文试图

基于 TIN模型以不规则三角形作为填充胚 ,建立多

边形生成算法 ,并以此表明不规则格网模型在空间

数据处理中同样具有贡献作用 ,在某些方面比规则

格网更有优势。同时 ,“种子填充法”生成多边形的

思想本质上属于基本单元间的邻近分析问题(填充

胚的邻近扩展),Delaunay 三角网刚好满足这一需

求。本文对“种子填充法”的改进便以 Delaunay 三

角网为基础。

1　传统的多边形构建算法剖析

传统的“种子填充法”基于栅格数据完成多边

形目标的生成。由位于某区域范围内的填充胚像

元出发 ,通过四向邻域或八向邻域扩展 ,直至把区

域全部充满 。以四向邻域扩展为例 , ①考察填充

胚的上 、下 、左 、右四邻 ,凡是不属于范围边界线上

的像元 ,均置成与填充胚同样的灰度值 ,即成为新

的填充胚 ,并将新的填充胚放入堆栈中。 ②在对

填充胚加粗的基础上 ,从堆栈中弹出一个填充胚 ,

考察其四邻 ,只要不属于范围边界线上的像元 ,均

被置成与填充胚同样的灰度值 ,并作为新的填充

胚进栈 。这样反复进行 ,直到堆栈空为止 。该算

法思想简单 、直接 ,易于编程实现 。但是 ,该算法

要求区域是封闭的多边形 ,各弧段端点严格邻接 ,

对各弧段端点要进行匹配 ,否则会出现“泄漏” 。

而且 ,还要求栅格尺寸不超过地图线划容许的最

小间隔的1 3 ,以保证栅格填充的连通性。如图 1

(a),弧段的结点没有严格咬合在其他弧段上 ,从

而产生缝隙;而图 1(b)多边形区域中部的连接出

现了“瓶颈” ,这两种特殊情形都将影响栅格的正

常扩展和多边形的组织。为克服图 1(b)的“瓶

颈”扩展 ,保证栅格填充的连通性 ,栅格的尺寸就



必须很小 ,导致栅格占用存储空间过大。虽然可

以采取分级栅格填充的方法 ,但这样又会增加算

法的复杂度 ,影响算法的执行效率 ,同时何处进

行 、细分到何级的判断带有较大的随意性。

图 1　影响种子填充的两种特殊情形

Fig.1　Two Special Cases Impacting the Polygon

Organization During the Extension of Seeds

　　如果多边形组织的数据基础是矢量弧段 , “种

子填充法”构建多边形则会在栅格-矢量转换过程

中破坏空间数据精度 ,产生数据质量问题。对应的

策略是应用矢量线求交 ,通过弧段链的邻接匹配搜

索生成矢量多边形。基于纯矢量的几何计算方法

包括弧段求交 、结点匹配 、结点关联弧段的顺时针

(或逆时针)方向排序 、闭合环路的搜寻 、岛屿探测

等几个步骤(艾廷华 ,1996)。在该方法中 ,由内点

确定闭合环路是否对应有效的多边形面状目标 ,同

时它还承担多边形建立前属性信息的附载。该方

法的一个最大缺陷在于几何运算过程是全局的 ,只

要有一条弧段修改 ,全部弧段的多边形组织需要重

新实施一遍。Arc Info软件建立多边形拓扑关系时

采用了这种方法 ,操作中 ArcEdit下的图形编辑与

Arc模块下的 Clean Build指令要频繁地切换 ,局

部的小修改要等待较长时间完成所有弧段组织后

才能查看多边形生成的效果。当数据量较大时 ,这

种反复的切换和运行等待是作业员难以忍受的。

而且 ,在全局化组织中 ,结点 、弧段 、多边形的序号

要重新建立 ,这也是在 Arc Info 数据处理中为什么

只有在多边形组织完全规范后才能建立面目标的

图形与属性信息的链接的原因 ,否则 ,多边形的序

号改变会导致错误的属性链接 。

2　基于约束 Delaunay 三角网的多

边形构建方法

　　传统的基于栅格数据结构的“种子填充法”是通

过规则矩形的扩展完成多边形组织的 ,从种子发生

点到边界点要经过多个步骤才能到达 ,格网的规则

性体现在每一步扩展的几何效应相同。如果只要一

步便扩展到达边界 ,那么扩展单元必然是大小 、方向

均不规则 ,这便是不规则三角网 TIN 的特征。在早

期研究中 ,艾廷华(2000)建立了基于TIN结构的形式

化数据模型FDTM ,通过三角形的顶点 、边 、面域等结

构元来表达点 、线 、面空间目标 ,利用 Delaunay 三角

网在最邻近连接上的几何特征来表达目标间的空间

关系 ,如图 2所示。表1描述了点 、线 、面 3种目标在

FDTM中的表示方法与在传统的栅格数据模型和矢

量数据模型中表示方法的比较。

图 2　FDTM数据模型与传统的矢量数据 、栅格数据模型的对比

Fig.2　Comparison Between FDTM Data Model and Traditional Vector Model , Raster Model

表 1　点 、线 、面在三种模型中的表示方法比较

Tab.1　Comparison Between the Representation

of Point , Line , Polygon in the Three Models

矢量数据模型 栅格数据模型 FDTM

点 一个(x , y)坐标对 一个格网 三角形的一
个顶点

线 一串连续的(x , y)坐标对 一串连续
的格网

一系列三角
形的边

面 一串首尾封闭的连续(x ,
y)坐标对

面域所覆
盖的格网

范围

一系列的三
角形

　　本研究试图运用FDTM模型建立基于不规则三

角形的 “种子填充法”构建多边形的方法。这里以三

角形元作为基本单元 , 交互式确定的内点就相当于

栅格“种子法”的填充胚 ,由这个“胚点”出发 ,通过三

角形元的桥梁作用跨越到多边形的边界。

2.1　构建约束 Delaunay三角网

以弧段链上的有序坐标点为研究点集 ,构建

约束 Delaunay三角网 ,这里约束条件为三角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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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穿越弧段链的边 。在构网前的数据预处理包括

滤除同位点和插入“种子点” 。对于多条弧段邻接

的同名点只能有一个点参与构网 ,该点与多条弧

段的邻接信息要预先记录 ,如图 3所示 ,边界线弧

段端点应作过滤处理。顾及后续边界线的提取及

建网过程中多边形 、三角形顶点 、边之间关系的表

达 ,对选取的结点建立如下的数据存贮结构:
typedef struct tagNODE

{long＊　EdgeList;  存储各个结点所属弧段序号的数组

int　　EdgeSum;  该结点代表的结点属于几个弧段

long＊　NumList;  存储各个结点在节点数组中的序号

int　　NumSum;  这个结点代表几个结点

int　　attr;  结点性质

POINT p;  结点坐标

int　　Num;  该点在所有选中点数组中的下标

int　　PointNum;  该点在所有参与建网点数组中的下标

… …

}NODE;

图 3　过滤多弧段的邻接点

Fig.3　Removal of the Same End Points

Related to Meeting Arcs

该数据结构不仅可确定每一个参与构网点属

于哪一个弧段 ,也确定了点在弧段上的顺序 ,以及

在所有参与构网的点集合中的序号 ,为后续边界

搜索和求交事件的探测作准备。对于像建筑物 、

街道边界线两点间直线边较长的情形 ,需要作加

密处理(艾廷华 ,2000)。

在后续三角形扩展搜索中 ,位于弧段链上的

三角形边是搜索的终止边 ,将其称为“障碍边” 。

对约束 Delaunay 三角网中的三角形 ,根据“障碍

边”数目可将其分为三类:只有一条障碍边的为 Ⅰ

类三角形;有两条障碍边的为Ⅱ类三角形;没有障

碍边的为Ⅲ类三角形。 Ⅰ类三角形的障碍边的两

个端点是在同一弧段上;Ⅱ类三角形位于弧段链

相接处;Ⅲ类三角形则是在多边形内部 ,如图 4所

示 。判断 Ⅰ类三角形的两个条件为:两端点属于

同一弧段和点序号差的绝对值为 1。

图 4　构网三角形的分类

Fig.4　Classification of Three Types of Triangles

2.2　三角形搜索及边界封闭条件的探测

由与种子点相连的任意一个三角形出发 ,向

三方向扩展 ,对一个三角形来说 ,搜索路径为由一

边进入 、两边输出 ,因此可以采用二叉树遍历的方

法来遍历三角网 ,一旦输出边为障碍边 ,则停止该

障碍边方向上的搜索。 Ⅱ类三角形可以看作叶子

结点 ,只有一边进入 ,没有输出;Ⅰ类三角形是拥

有一个孩子结点的非叶子结点;Ⅲ类三角形是拥

有两个孩子结点的非叶子结点。在搜索算法设计

上 ,可以利用栈数据结构 ,通过递归调用完成。

根据边与三角形的邻近关系持续扩展直到扩

展边均到达障碍边 ,则所有三角形范围构成了封闭

区域 ,完成多边形生成 ,这是算法的基本思想 。实

际应用时 ,需要考虑的问题是 ,当弧段为裸数据 、弧

段链之间没有严格邻接(存在缝隙)、弧段相互交叉

但没有求交点时 ,直接使用该算法则会从“缝隙”处

泄漏 ,在交叉点处也不会停止 ,即本方法也会遇到

图 1所示的弧段结点处的“缝隙”和“瓶颈”问题。

为了识别这两种情形 ,使本方法有实用价值 ,在扩

展过程中可以实时判断三角形的几何特征 ,应用阈

值比较和局部线段求交保证多边形边界的封闭性。

扩展搜索经过 Ⅱ类三角形和 Ⅲ类三角形的路

径是确定的 ,无特殊处理 ,分别沿 3个方向和惟一

的一个方向行进。扩展搜索经过具有一条障碍边

的Ⅰ类三角形时 ,要判断弧段邻近结点的匹配性

质 ,判断行进时经过的边在小缝隙处是否会被“卡

住” 。定义一阈值 δ,当输出边的长度小于 δ时 ,

有 3种情形:①结点到结点 ,如图 5(a)的 A1 B1;

②结点到中间点 ,如图 5(b)的 A2 B2;③中间点

到中间点 ,如图5(c)的 A3 B3 。顾及到“缝隙”只能

发生在弧段的端点处 ,对于①、②两种情形 ,可以

认为该小缝隙不能通过搜索路径 ,该边也将成为

障碍边 ,搜索在该处终止;而对于情形③,认为是

扩展中的“瓶颈”部位 ,扩展继续进行 。

对弧段交点的探测 ,设当前搜索到达 Ⅰ类三

角形 ,其障碍边为 a , 障碍边相对的顶点为 P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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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三角形搜索中Ⅰ类三角形输出边小于阈值的三种情形

Fig.5　Three Cases of Output Edge Shorter than Tolerance During the Extension of Triangle Ⅰ

为参与构成三角网点的序号),则判断 a 与P i-1

P i+1是否有交点 ,如果有 ,计算交点 ,并停止三角

形在该处的搜索 ,让交点加入到多边形边界的构

成部分;如果无 ,继续搜索 ,如图 6所示 。

图 6　三角形扩展中的弧段交点探测

Fig.6　Detection of Intersection Points Between

Arcs During the Triangle Extension

在实际应用中 ,每遇到Ⅰ类三角形便实施以上

两种判断 ,将部分特殊的Ⅰ类三角形的非障碍边也

识别为障碍边 , 阻止三角形的继续扩展。以上两

种识别过程的理论依据是充分利用了 Delaunay 三

角网的“最邻近连接”特征 。“小缝隙”发生在弧段

的终止点或起始点处 ,该点到邻近弧段的最近连接

已通过与该点相连的三角形表达 ,所以只要比较该

点处三角形边的距离便可完成结点匹配。而两弧

段间的交点通过三角形连接被限定在最有可能的

局部范围内 ,避免所有点之间的盲目比较 ,这同样

利用了三角形的最邻近连接特性。

在建筑物 、街区多边形这类具有垂直相交特征

的多边形生成过程中 ,“小缝隙”的封闭可以通过弧

段链上过三角形顶点的延长线与障碍边的相交产

生的两条线段取代三角形边的直接连接 ,如图7所

示。

2.3　多边形边界提取及“岛屿”组织

搜索过程中所遇到的所有三角形的障碍边 ,

包括缝隙连接和线段求交得到的特殊障碍边 ,构

成了多边形边界的线段集 ,包括内含岛屿的情形 。

根据这些障碍边端点在原弧段链上的顺序号 ,很

图 7　正交多边形的处理

Fig.7　Creation of Intersection Point

for Orthogonal Polygon

容易对其整理成依次连接的闭合环。对于多个环

的情形 ,根据单个环对应的多边形的面积 ,取面积

值最大者作为多边形外环 ,其他的均归为岛屿 。

在数据预处理时 ,对边界弧段上的长边进行过加

密处理 ,导致结果多边形边界上有冗余点 ,采用曲

线化简法(如 Douglas-Peucker 法)获得优化的数据

存贮。

3　实验及结论

利用本方法 ,笔者用 VC
++

6.0编制程序进行

了实验 ,实验数据为武汉市某地区 1∶500地图数

据库的建筑物多边形 ,用 AutoCAD 2000 手工采

集 ,没有经过任何数据加工和处理 ,多边形边线接

头处 、线与线之间未严密咬合 ,部分边界线有悬

挂 。实验中通过交互式给出内点 ,从而得到有效

的建筑物多边形 ,避免了如绿化带边界 、街区边

界 、建筑物边界混合组成封闭的无意义多边形的

产生。图 8为实验结果 ,图 8(b)的随机普染色色

调用于区分不同多边形的可视化 。

本方法通过 Delaunay 三角网的搜索生成多边

形 ,与基于栅格数据的“种子填充法”和“矢量求交

搜索法”比较 ,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

1)多边形生成是局部的。由给定的与内点

相关的三角形出发 ,扩展到边界均为障碍边停止 ,

生成包含内点的多边形区域 ,与和内点无关的区

域不发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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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基于粗糙边界数据的建筑物多边形生成实验

Fig.8　Experiment of Building Polygon Construction Based on Rough Boundary Data

　　2)在搜索过程中 ,能实时探测封闭条件 ,结

合了矢量运算和栅格运算的思想。利用 Delaunay

三角网的“最邻近连接”特性对弧段交点进行探

测 ,避免了盲目的无关线段间交点的计算 ,且该封

闭条件的判断是与种子填充扩展同步进行的。算

法的运算对象是粗糙的裸数据 ,对弧段不需要结

点匹配和求交运算 ,算法是实用的 。矢量求交搜

索法是将结点匹配 、弧段求交与多边形组织分开

批量实施的。

3)运算效率高 。算法的花费主要在 Delaunay

三角网的建立上 ,在计算几何上 ,该算法的复杂度

达到 O(nlgn), 后续的三角形扩展及封闭条件判

断为 O (n)。在三角形扩展中 ,一步便到达边界。

而基于栅格结构的种子填充法要经过多步栅格加

粗运算才能到达边界 ,这取决于栅格划分的大小。

该方法的不足之处及相应的改进策略在于:

1)参与特定多边形构建的预选弧段的确定

带有盲目性 ,这是针对局部构建多边形产生的问

题 。如果对研究区内全部弧段构建多边形 ,对所

有弧段上的点(包括内插点)一次性建立三角网 ,

然后分别从不同种子点出发 ,得到所有封闭区域

的多边形 ,构成三角网的弧段是明确的。但如果

只是交互式地给一点 ,由其扩展后获得特定的局

部环境下的封闭区域多边形 ,如果也采用全部弧

段构网便会浪费资源 ,这时只需对部分候选弧段

建三角网。笔者在实验中采取的策略是预设一个

外接矩形范围(以内点为中心),通过开窗选取决

定候选弧段。显然 ,开窗范围的确定带有盲目性 ,

可根据图面数据的实际情况决定 ,如对城区地形

图建立建筑物多边形和建立街区块多边形就可选

用不同的范围大小 。该问题在栅格种子法扩展生

成局域多边形时也会遇到。

2)弧段链不进行全局结点匹配会产生裂缝

或导致误差较大的新结点位置 ,分别由两种处理

方式产生 。由于是局部多边形生成 ,三角形扩展

中的结点匹配只发生在两弧段的结点间或同一弧

段的首尾结点间 ,如果采用图 9所示的用三角形

边将两邻近匹配点连接 ,将导致多弧段关联同一

结点处产生缝隙。另一种处理策略是对邻近结点

两两匹配 ,由中点取代新位置 ,最终位置则取决于

多边形的构建顺序。如图 10 所示 ,由右 、上 、左 、

下顺序生成多边形 ,则 A 、B 、C 、D 四邻近点的取

代位置点依次为O1 、O2 、O3 、O4 ,最终点 O4没有

像全局匹配结点那样取 A 、B 、C 、D 点的等权平

均值 ,但这种非等权结点匹配产生的误差在一般

性应用中是可以容忍的 。

图 9　局部三角形跨接产生缝隙

Fig.9　Generation of Small Hole Due to

the Local Link of Triangle Edge

图 10　结点匹配最终位置 O4

取决于多边形的构建顺序

Fig.10　New Position O4 of Joint Matched

Points A , B , C , D Depending on the

Sequence of Polygon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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