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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形骨架线与形心自动搜寻算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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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 GIS 中的应用 ,分析了传统的多边形骨架线与形心提取算法的不足之处 , 提出了一种基于约束

Delaunay三角网结构的多边形主骨架线与形心的自动搜索算法 ,详细描述了该方法的基本思想 ,并在实验结

果基础上分析了该算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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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骨架线 ,还是多边形的形心 ,其本质都

是对多边形的抽象描述 ,都是以原始数据集的一

个子集来代表整个原始数据集 ,从而达到提取多

边形特征参量的目的 。以往的骨架线提取算法和

多边形的形心提取算法 ,或者难以处理复杂多边

形 ,或者算法效率不高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矢

量数据的新方法 ,即利用约束 Delaunay 三角网分

析多边形的形态结构 ,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分支部

分的面积 ,得到主骨架线和多边形的形心。

1　基于 Delaunay 三角网模型的多

边形骨架线与形心搜寻

　　多边形骨架线提取的关键在于探测多边形内

部到边界线上的等距离点集 ,在几何特征上属于空

间邻近关系的探测问题 ,而计算几何中的 Delaunay

三角网和 Voronoi图在空间邻近分析上是一种较成

熟的支持模型 ,具有其他算法模型无可比拟的优

势。本文将这一结构运用于多边形内部等距离点

的探测上 ,将多边形的边界离散为空间点群 ,然后

构建三角网 ,取三角形边线的中点作为骨架线的节

点 ,顺次连接这些节点 ,得到多边形的骨架线。

1.1　多边形内部约束 Delaunay三角网构建

计算几何研究的 Delaunay 三角网从数学理

论出发 ,严格符合 Delaunay 三角网的性质定义。

当应用到实际领域时 ,需针对其特殊性对算法进

行改进。当多边形目标以群点角色直接构建三角

网时 ,在多边形覆盖区域以边界离散点为运算对

象建立约束 Delaunay 三角网 ,约束条件为三角形

不能穿越多边形的边界。

对多边形内部的三角形 ,根据邻接三角形的

数目 ,进一步细分为三类:Ⅰ类三角形是三角网中

的边界节点 ,其 3 个顶点中有一个顶点作为骨架

线的端点;Ⅱ类三角形是三角网中的跨接三角形 ,

是骨架线的骨干结构 ,描述了骨架线的延展方向;

Ⅲ类三角形作为骨架分支的交汇处 ,是向 3方向

伸展的出发点 。

1.2　三角网条件序贯遍历及骨架线树结构的建立

对于骨架线的提取 ,可仿照栅格结构中的扩

张算子来设计三角网结构中的扩张算子。由于

Delaunay 三角网在几何特征上具有最邻近连接的

特点 ,三角形的边可以看作是多边形边界上的一

点到其他边界点的邻近跨接 ,三角形跨接边的中

点可以认为是多边形在该局部区域的片断中心。

将邻接的一批三角形跨接边的中点顺序连接起

来 ,便可以反映多边形在一维特征上的延展趋势 ,

即骨架线 。其具体的算法思想如下 。

首先 ,建立两个集合 ,即遍历三角形集{T RI}

和分支三角形集{BRANCH},分别用来顺序记录

遍历的所有三角形和顺序记录遍历的所有分支三

角形(即Ⅲ类三角形)。由任意一个 Ⅲ类三角形出

发 ,将这个三角形放入{BRANCH }集合中 ,同时

沿三角形三边方向进入邻接的三角形。

1)如果当前考察的三角形是 Ⅱ类三角形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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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行进的方向就是惟一的 ,只需将该三角形放

入{TRI }集合中;

2)如果当前考察的三角形是 Ⅲ类三角形 ,则

继续行进的方向就有两个 ,这样的分支三角形既

要放入{TRI }集合中 ,同时也要放入{BRANCH}

栈结构中 ,然后继续遍历;

3)如果当前考察的三角形是 Ⅰ类三角形 ,那

么表示这个三角网的一个分支已经遍历完成 ,将

该三角形放入{TRI }集合中 。

重复上述过程 ,考察{BRANCH }栈是否为

空 ,如果栈非空 , 则取出栈顶的三角形 , 直至

{BRANCH}栈中元素为空 ,三角网遍历结束 ,得

到三角网中所有三角形元之间的二叉树结构 。图

1(a)表达了三角网内的遍历过程 ,图 1(b)为记录

对应的二叉树结构。二叉树的叶子节点对应着多

边形骨架线的一个端点 ,其他节点对应着多边形

骨架线的分支节点 ,节点之间的层次关系则描述

了骨架线的主干与分支间的嵌套结构。

图 1　记录三角网遍历过程的二叉树结构

Fig.1　Binary Tree to Record the

T race of T riangulation

1.3　主骨架线的提取

上述方法得到的骨架线是二叉树结构 ,而主

骨架线是沿着主延伸方向的线性结构 。为此 ,还

需要对按照上述方法提取的骨架线作出取舍 ,以

提取惟一确定的主骨架线 。

图 2描述了骨架线某个分支处的情况。从图

2(a)可以看到 ,多边形的骨架线在 P1P2P3处产

生分叉 ,是典型的二叉树结构 。根据 Gestalt 连续

性原则 ,为了保持人们视觉上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

较为粗壮的 R 分支应作为主延展方向 。这样 , L

分支被裁减 ,得到图 2(b)中惟一确定的多边形延

展方向。

图 2　削减分支示意图

F ig.2　Weak Branch Removed

　　基于上述的分析 ,对主骨架线的提取方法如

下。在骨架线分支处 ,以分支部分的面积作为选取

标准 ,舍弃面积较小的分支 ,保留面积较大的分支 ,

直至中止于多边形的两个节点 ,得到主骨架线。对

于图 1(a)中的多边形而言 ,主骨架线上的节点依次

为 L※A ※B ※C※H(即被虚线圈住的部分),得

到的多边形主骨架线即为图 1(b)中加粗的线段。

从图 1可以看到 ,得到的主骨架线可以反映出该多

边形的形态特征和主延伸方向。

前面提到 ,多边形的形状分析是属于空间认

知的问题 ,也是一个不确定性问题 。这里选取 R

分支的依据是因为R 分支更加粗壮 ,即 R 分支的

面积比 L 分支的面积要大。换言之 ,是将分支部

分的面积作为选取标准。这是因为在视觉认知

中 ,吸引注意力的是图形的主体。对于以面积作

为选取标准的情况 ,如图 3(a)所示 ,在分叉处可

能会出现一个分支的面积较小 ,但是延伸很长。

这说明 ,选取标准要根据具体需求来确定 ,并不是

惟一的。同时 ,如果各部分面积势均力敌 ,也会难

以作出确定的选择 ,如图 3(b)所示 。这说明 ,主

骨架线只能针对线性结构延展十分明显的多边

形 ,对于像圆形 、五角星形等均匀分布的多边形 ,

谈论主骨架线是没有意义的。

图 3　选取标准的两个问题

Fig.3　Two Questions in Preferences of Branch-Cutting

1.4　多边形的形心确定

前面的分析已经提到 ,用重心公式法计算形

心存在问题。如图 4所示 ,按照重心公式计算得

来的形心位于多边形外。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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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中的多边形是凹多边形 ,这种方法计算出来

的形心就有可能位于多边形外 。这说明 ,多边形

的凸凹性会影响重心公式法的适用性 。实际上 ,

多边形的其他形状特征也会影响多边形的形心提

取。如图 5 所示 ,图 5(a)中的多边形是凸多边

形 ,而且没有明显的主体部分 ,各方向上分布均

匀;图 5(b)中的多边形是凹多边形 ,有明确的延

展方向 ,而且主体部分明确;图 5(c)中的多边形

也是凹多边形 ,有明确的延展方向 ,但是没有明确

的主体部分。

图 4　重心可能位于多边形外

Fig.4　Center of G ravity May be

Located out of Poly gon

图 5　多边形的形状分析

Fig.5　Assessment of Poly gon' s Shape

对上述多边形的区分 ,可以从多边形的凹凸

性和多边形线性延展分布这两个方面来区分 。对

于多边形的凹凸性 ,可以引入“凸度”的概念来描

述。凸度记为 Υ,简单地说 ,凸度就是任意多边

形的面积 Apoly与该多边形的所有顶点构成的凸

壳面积 A凸的比值 ,即 Υ= Apoly/ A凸。显然 ,0<

Υ<1 , 它是一个描述多边形凸凹程度的特征参

数。凸度越小 ,说明该多边形凹的程度就越大;反

之 ,凸度越大 ,说明该多边形凸的程度就越大 ,所

有凸多边形的凸度都是 1。对于多边形的线性延

展分布程度 ,则难以使用量化的指标来描述 。在

三角网中 , Ⅲ类三角形作为骨架线分支的交汇处 ,

是骨架线向三方向伸展的出发点 ,可假设 Ⅲ类三

角形 t i的三边截取多边形内部区域的面积分别为

A i 1 、A i 2 、A i 3 , A 是多边形的总面积 ,且 A = A i 1

+A i2+A i 3 。方差 δi的计算公式为:

δ2i =
1
2
[(A i 1 -A/3)2 +(A i2 -A/3)2 +

(A i3 -A/3)2]

其中 ,方差最小者 δmin= min (δ21 , δ
2
2 , …, δ

2
n)所

对应的Ⅲ类三角形对多边形内部区域的面积截断

具有统计上的均衡。

结合上面的量化指标可以确定多边形的形

心 ,具体判断步骤如下。首先计算多边形的凸度 ,

当多边形的凸度大于阈值时 ,采用传统的重心公

式法来求取形心;当凸度小于阈值时 ,计算得到截

取面积方差最小的 Ⅲ类三角形。此时 ,如果方差

小于阈值 ,说明多边形被该 Ⅲ类三角形截断的各

部分没有明显的主体部分 ,就将这个 Ⅲ类三角形

的重心作为多边形的形心;如果方差大于阈值 ,说

明多边形的主体部分就在多边形的延展方向上 ,

将主骨架线的中点作为多边形的形心。需要注意

的是 ,阈值的确定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和多边形的

形态特征来确定 ,在后续实验中是通过大量数据

获得的经验值。这种方法的算法流程如图 6所

示。

图 6　多边形的形心确定算法流程图

Fig.6　F low Chart fo r Center Searching Algo rithm

对图7中的多边形分别使用上述三种方法计

算形心 ,圆形点由公式法计算得来 ,正方形的点是

方差最小的Ⅲ类三角形的中心 ,三角形点是主骨架

线的中点。对于图 5(a)中的多边形 ,由于多边形凸

度 Υ=1 ,所以适用公式法 ,即圆形点最佳;对于图

5(b)中的多边形 ,由于 Υ<Υ′,且 δmin<δ′,则正方

形点最佳;对于图 5(c)中的多边形 ,首先确定 Υ<

Υ′,然后计算的面积方差大于 δ′,则三角形点为最

佳。从图 5可以看到 ,按照上述方法提取出来的形

心 ,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提取出来的形心是最佳

点。

2　运用实例

利用本文方法 ,用 VC
++
6.0 编制了算法程

序 ,实验数据为中国行政区划图 ,结合实验数据 ,

在算法中凸度 Υ的阈值取为 0.85 ,方差 δ的阈

值取为 0.65。图 7 为提取的主骨架线以及多边

形的形心实验结果 ,图 7中的圆形点是根据重心

公式法计算得来的重心 ,正方形点是主骨架线的

中心 ,三角点是方差最小的Ⅲ类三角形的中心。

445　第 5 期 陈　涛等:多边形骨架线与形心自动搜寻算法研究



图 7　骨架线 、形心的提取实验

Fig.7　Experiment of Skeleton and Centre Point Ex traction

3　结　语

本文运用 Delaunay 三角网结构提取多边形

的骨架线以及多边形的形心。从实验结果来看 ,

主骨架线的提取都反映出多边形的延展方向 ,而

多边形的形心最大程度地考虑到了多边形本身的

形状特点:内蒙古自治区 、台湾省这样狭长的多边

形的形心 ,是多边形主骨架线的中点;而新疆维吾

尔族自治区 ,由于形状分布均匀 ,没有明显的延展

方向 ,那么形心是根据重心公式计算的;黑龙江省

则由于延展方向上主体部分明确 ,面积方差最小

的Ⅲ类三角形中心就可以作为多边形的形心 。从

图7中可以看到 ,该算法对多边形形状特征的描

述是成功的 ,算法完全在矢量数据上实现 。与平

行线切割中点连线法相比 ,算法建立在多边形的

形状分析基础上 ,高效稳定 ,鲁棒性好;与数学形

态学的方法相比 ,在节约存储空间的同时 ,也大大

简化了运算过程 ,提高了运算效率 。

但是 ,由于算法的设计思想是基于多边形的

形状分析 ,以求得最佳近似解 ,并没有满足严格的

数学意义 ,这就无法从数学角度给出严格的证明 ,

不能对任意的多边形都普遍成立。如主骨架线有

时候不能反映多边形的延展方向 ,这主要是因为

多边形本身可能就没有明确的延展方向。这时 ,

按照本文方法求得的主骨架线当然就无法描述多

边形的形状特征 。此外 ,在计算多边形形心的算

法中 ,凸度的阈值 、面积方差最小值的阈值都是经

验值 ,没有准确的方法来测定 ,这也是进一步研究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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