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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比较了当前国内外ＧＩＳ中和计算几何中关于多边形中轴的定义，讨论了它们的主要特点，指出多边

形中轴应是到两个以上边距离相等点的轨迹，并据此分析了相应的各种算法和实际应用场合，提出了理论上

较为严密、能够广泛满足实际应用需要的几何方法———点对序列法和地图代数多边形中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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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Ｐ２８２

１　现有的多边形中轴方法

本讨论限定在欧氏平面犈２内。

１．１　几何学中三个有关的基本概念

两点间的中轴是到两点距离相等的点的轨

迹，它是两点连线的垂直平分线，每一点所邻接

的半平面是到其距离最小的点集。相应地可扩展

为离散点集的中轴定义，它是下列性质点的轨

迹：其上任一点到最近两离散点距离相等，相应地

也产生各点到其距离最小的点集。

两线间的中轴是到两线距离相等的点的轨

迹，它在两线相交时为角平分线；两线平行时为到

两线距离１／２的平行线，每一线所邻接并以中轴

为界的区域是到其距离最小的点集。

一线和一点间的中轴是到该点、线距离相等

的点的轨迹，它是以该点为焦点、该线为准线的抛

物线。该点、线所邻接并以中轴为界的区域是到

其距离最小的点集。

１．２　犌犐犛中多边形中轴的方法

ＧＩＳ是多边形中轴重要的应用领域，运用它

可以确定河流、湖泊、海洋的中轴，进行等高线的

处理。目前广泛运用的主要有两种方法。

１）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剖分的骨架法———外

心法。

数十年来，矢量型式的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剖

分的骨架法作为中轴，在ＧＩＳ、海洋测绘、数学形

态学中的使用相当广泛［１，２］，甚至作为经典方法，

被当作其他方法的研究基础和标准［３］。

它基于如下原理：① 把多边形轮廓上离散的

特征点数字化；② 对这些点按Ｄｅｌａｕｎａｙ规则和

辅助的相对原则三角化；③ 作各三角形外接圆，

取圆心，即外心；④ 顺序连接这些外心，得到一

组线。从直观看，它们貌似在中，被称为“骨架

线”，一直被认为是多边形中轴［２］，如图１所示
［２］。

该法对于平行的轮廓如街道而言，中轴产生很多

“锯齿”。

图１　外心法骨架线原理

Ｆｉｇ．１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Ｃｉｒｃｕｍｅｎｔ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ｋｅｌｅｔｏｎ

２）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剖分的中线法———重

心法。

近几年来，有些矢量型式的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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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剖分的中线法作为中轴文献［４，５］，其原理类同

外心法，只是连线只与重心、中线和中点连线有

关［４］。它的中线总在三角形内，不像外心有时在

三角形外。对于平行的轮廓如街道，其中轴图形

效果确实很好，但当相对轮廓线不平行时，非中

轴本质就较明显，如图２所示。

图２　定三角形的外接圆心及中点连线

与顶点上另一边的关系是不定的

Ｆｉｇ．２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

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ｒｃｌｅｏｒｔｈｅＬｉｎ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ｗｏ

ＭｉｄｐｏｉｎｔｓｔｏＡｎｏｔｈｅｒＢｏｕｒｄｅｒ

以上两种方法得到的中轴，其上点的性质在

一般情况下，前者只具有到最近两离散点等距的

性质，而后者只有线段端点（中点）具有这种性

质，一般点只具有从顶点到底边任一线段的中点

特性。如图２中，把中线段 犇犉、犉犈 作为轮廓

犪犼犪犼＋１与犫犼犫犼＋１的中轴，基本概念上很不适当。

１．３　计算几何的
［６］中轴定义和纯角平分线算

法———内心法

文献［６］认为，与多边形不同边（或边的延长

线）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点等距离点的轨迹定义为

多边形的中轴。实际上，这个定义是不严密的，似

应为“与多边形不同边（或边的延长线）等距离点

的轨迹定义为多边形的中轴”。相应于这个定义，

该文给出了Ｚ４５、Ｚ４７算法。它们完全是一系列

角平分线的组合，因此从三角形概念出发，它仅

与内心有关，简称内心法。由于多边形的边角关

系变化很多，适合所有多边形生成中轴算法相当

复杂，因此，Ｚ４７也只是标记为简单多边形的中

轴算法［６］。

从原理上分两种情况讨论。如图３所示，当

图３（ａ）中两条边的角平分线首先与一凸角的角

平分线相交时，这时这两条交点之前的角平分线

作为相应部分的中轴是颇为理想的，Ｚ４５归纳了

所有角为凸角的凸多边形；当图３（ｂ）中两条边的

角平分线首先与一凹角的角平分线相交时，这时

两条角平分线交点之前后的一小段要顾及和凹角

两边的延长线等距。很明显，这种中轴在图３（ｂ）

的情况下显得勉强，因为两边的延长线在凹角的

图形内，延长线还不是真正的边。

图３　纯角平分线法中轴原理

Ｆｉｇ．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Ａｘｉ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ＰｕｒｅＡｎｇｌｅ

ＢｉｓｅｃｔｏｒＭｅｔｈｏｄ

２　多边形中轴的几何算法

２．１　点对序列求中轴线原理

由多边形的某一点开始，找出参与中轴线计

算的相应的线段与线段、点与线段、点与点，实质

都转化为求某个特定点（中轴转折点）的问题，因

此定为找点对序列的方法。上述中轴以内心法最

为合理，但又不尽完善。

１）一般情况下，如图４（ｂ）中犪犻犪犻＋１和犫犼犫２的

对称轴段狅狅１，它是角平分线上的对应部分，狅１是

角平分线段的端点，而狅２又是犪犻＋１犪犻＋２和犫２犫犼＋１角

平分线段（即新一段中轴）的起点。

２）把图４（ｂ）内过狅１、狅２的两角平分线段改为

过狅１、狅２两点的抛物线段，显然，因为犫１狅１ ＝

狅１犪犻＋１，犫２狅２＝狅２犪犻＋１，故以犫犼犫犼＋１为准线、犪犻＋１为焦

点的抛物线一定过狅１、狅２两点，这样，犫１犫２与犪犻＋１的

中轴是过狅１、狅２的抛物线段。

图４　多边形中轴的几何算法原理

Ｆｉｇ．４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Ａｘｉｓ

３）如图５所示的中轴狅４狅５段，该段处于两边

的线段都不能控制，而只由犪２和犫２控制，这时，

狅４狅５是犪２犫２中垂线的一部分，其上部起源于犫２犫１

线段和犪２控制而产生的抛物线段的末端，而终止

于犪２犪３线段起作用的前端点。这时，多边形的中

轴由角平分线段、抛物线段和两点间的中垂线段

组合而成（如果是凸多边形，则完全是角平分线组

４５８



　第３０卷第１０期 胡　鹏等：论多边形中轴问题和算法

成的中轴和所有边分段的一一对应和对称），这时

从图形效果看相当合理：或者是相当多的一一对

应和对称，或者是焦点和相应抛物线段的对应和

对称，或者是点和点间对一段中垂线段的对应和

对称。中轴上的每一个点都具有到两个以上边等

距离的特性。

从理论上，还应包含以下前提：“一个点到线

段的距离应定义为到该线段上各点距离的最小

者。”它和文献［７］里中间线（中轴）的概念是相当

的。１９５８年，《大陆架公约》对海岸相向或相邻国

家间大陆架的划界做了专门规定：“应由这些国家

之间的协定予以确定。在无协定的情况下，除根

据特殊情况另定疆界线外，疆界线是一条其每一

点与有关国家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距离相等的中

间线。”［８］。假设都在平面上，并且都在多边形条

件下时，该条文明确指出中间线上一点到两边基

线上“最近各点的距离相等”和“有关国家测算领

海宽度的基线距离相等”的原则，它们和严格的

中轴定义本质统一。这时，多边形几何中轴是角

平分线段、抛物线段和中垂线段的组合，其图形

对称轴的几何特征明显。

２．２　数据组织和算法梗概

实际多边形是非常复杂的。上述的Ｚ４７算

法尽管纯用角平分线组成，但也只考虑到３～４

个层次中轴的多边形数据组织，故称为“简单多

边形犘的中轴”；实际多边形的中轴是一个多层

次的环、树结构，层次是不能限制的。尽管一多

边形总是确定的、有限的，但复杂的多边形结构的

复杂程度很难事先洞察，其各层次都可以生长，

结构不定，数据组织困难，算法也困难。另一方

面，复杂多边形结构的复杂程度往往本身就是一

个研究分析对象，需要一个智能机来解决，因此，

统一的数据组织十分困难。这里给出单连通域下

的多边形数据结构，连通域为多边形内部，多连

通需按理类推。为阐述方便，引入以下概念。

１）多边形起始中轴线段：过一多边形的每

一凸的顶点都可作顶点角（小于等于π）的角平

分线，它终止于与其角两边线段中短边的垂线交

点或相邻凸顶点的角平分线交点。

２）对岸线、点：上述射线两侧的边、点或与

之正向（与射线同向）顺序邻接的边、点互称岸线

及对岸线、点。有时，对岸线、点一方不仅有一方

对应，而有两方或多方对应，运算中有多方的动

态相对关系。

３）线段耗光：该岸线线段的全部有序点集

均找到相应对岸线的有序点集或节点作为对称，

耗光过程中产生的中轴线段为前述基本概念中

（见图５）三类基本线段的某个有序组合。

４）顶点耗光：多边形的每一凹的顶点的顶

点角（大于π）的各方向线上均找到其对称的对

岸线有序点集或节点，耗光过程中产生的中轴线

段为前述基本概念中三类基本线段（见图５）的某

个有序组合。

图５　中轴线结构分析

Ｆｉｇ．５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ｘｉ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这里所有的凸顶点不存在耗光问题，并且两

相邻凸顶点间的线段也为耗光线段。这样，算法

梗概为：① 数字化轮廓点，顺序组织全部轮廓点

为一个顺序的环；② 把轮廓点按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原则

三角化，去除不在连通域内的各三角形；③ 从一

个始节点开始，根据一条中轴线算法，按顺序动

态地组织环上两旁的边运算，直至产生的一条中

轴到达另一个始节点，或遇上另一条中轴，抹去

该１个或２个始节点；④ 依次对未抹去的始节点

按③实施，直至抹去所有始节点。

３　讨　论

１）Ｂｉｍｅｄｉａｌ骨架和Ｂｉｓｅｃｔｏｒ骨架。

多边形中的Ｂｉｍｅｄｉａｌ骨架是 Ｍｏｎｔａｎｏｒｉ于

１９６９年提出的
［４］，它是对多边形内部按每条边的

一种惟一划分，使每个子多边形内任一点到该边

的距离小于到其他边的距离。Ｂｉｓｅｃｔｏｒ骨架是

Ｂｒａｓｓｅｌ等于１９８４年提出的
［４］，它和Ｂｉｍｅｄｉａｌ骨

架的区别在于：各子多边形中的任意一点到该子

多边形所占有的原多边形的一条边或其内在的延

长线的距离比到原多边形的其他边及其内在延长

线的距离都短。实际上，这两种骨架图形很难区

分，尤其是Ｂｉｓｅｃｔｏｒ骨架。

５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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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概念上，Ｂｉｍｅｄｉａｌ骨架相应于严密的多边

形中轴，相应于上述几何解；而Ｂｉｓｅｃｔｏｒ骨架相

应于计算几何的［６］中轴定义和纯角平分线解法。

当原多边形是凸多边形时，两者的子多边形都是

凸多边形；当原多边形是凹多边形时，两者的子

多边形都有凹多边形。

２）计算几何中的中轴定义和纯角平分线算

法。

计算几何中的中轴定义和纯角平分线解法是

匹配的。运用于实际，其主要问题是：对于多边形

的凹角部位，其中轴并不是对边而言，而是对在

多边形内部的并不存在的虚拟边（延长线）而言。

３）多边形中轴的几何算法。

中轴是几何概念。多边形的中轴概念和算法

演进的历史表明，以本几何中轴定义和算法最为

严密，其应用也较为适合简单多边形的实际情况

和国际学术趋势。文献［１０］明确表明了国际学术

界对多边形几何中轴的定义和解决简单多边形中

轴问题的犡犢单调柱状图方法。

４　多边形中轴的地图代数定义和算

法［９］

　　地图代数认为，多边形中轴是到多边形两条

或两条以上边距离相等的点的轨迹。它是Ｂｉｍｅ

ｄｉａｌ骨架，是多边形内的各个边到每一边距离最

小点集的边界集。它同样也是多边形内距变换

后，多边形内具有最大到轮廓距离的点的轨迹。

其算法如下：① 对多边形内的栅格点集进行

精密的欧氏内距变换。所谓内距变换，是指对图

形点集中任一点算出并标记出到非图形点集距离

的变换，也即相应地标记出该点到最近的边的距

离，并形成各边的最近点集；② 取出各边的最近

点集的边界集，它们各具有到该边的最大距离，并

与邻边的最近点集相邻。

图６显示了§１．１中三种基本情况下的距离

变换，它表明了在点集距离变换的本质上，三者

是统一的。也正是因为地图代数数值模拟了点集

距离变换，因此，它也能够超越离散点到折线、多

边形连续点集，到曲线段集、曲多边形集等，而统

一形成多边形中轴直至广泛的自然图形的中轴；

同时，对于各种复杂的多边形结构，具有自适应

性、自组织性，因而不仅能完成简单多边形中轴

的生成，而且能相应完成复杂多边形中轴的生

成。可见，地图代数方法生成的图５跟同一个简

单多边形采用纯角平分线法生成的具有很大不

同。至于复杂多边形示例，可见图７。

图６　三种基本情况下的距离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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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地图代数生成的复杂多边形中轴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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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对ＳＲＴＭ３和ＧＴＯＰＯ３０地形数据质量的评估　　　　　　　陈俊勇

 基于蚁群行为仿真的影像分割 郑肇葆

 三维城市模型的多细节层次描述方法 朱　庆，等

 大跨度斜拉桥ＧＰＳ动态监测试验及结果分析 黄声享，等

 基于车载序列影像的建筑立面纹理的快速重建 康志忠，等

 输电线路三维模型的构建与数据组织 王　伟，等

 保证阶调一致性的正确晒版范围的分析方法 朱元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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