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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讨论并定义了若干关于形态的基本概念，给出了加壳、蜕皮、粘连变换的定义及其实现途径，论证了

加壳、蜕皮变换及粘连变换的若干形态特性。联系凸壳概念，论述了运用形态变换实现图形凸壳的原理，并

给出了它的通用算法。结合实际算例，阐述了算法的具体步骤和分析结果，并讨论了算法实施中的几个具

体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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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形的形态是最重要的空间几何特征之一。

图形的凸壳是形态中一个广泛使用的特定结构，

目前已有不少成熟的矢量生成算法［１］，但尚未见

较为通用的凸壳栅格算法，本文通过对形态的若

干变换来阐述这一问题。

１　若干相关的地图代数概念

在所需的分辨率上，人们可以把欧氏平面

犈２变换到栅格平面上，并认为每一栅格区域以其

中心点为代表。地图代数是对这样的栅格点集进

行变换和运算的理论和方法。如设栅格为正方

形，其边长为犱，则原笛卡儿坐标系下的点（狓，狔），

按（ｉｎｔ（狓／犱＋０．５），ｉｎｔ（狔／犱＋０．５））取整变为栅

格平面上坐标的栅格点，并仍采用（狓，狔）表示其

栅格平面上的坐标。这时，各种运算及逻辑一般

仍可按实数平面进行，仅最后结果归算到栅格平

面，即采用相应的栅格小面片及其中心点为代

表。任意两点间距离按欧氏空间定义为［２］：

犱１２ ＝ （（狓１－狓２）
２
＋（狔１－狔２）

２）１／２ （１）

定义点犪到点集犅 的距离犱（犪，犅）为：

犱（犪、犅）＝ｍｉｎ｛犱（犪，犫）｝，　　犫∈犅 （２）

其中，犅 称为参照体。本文以下若非特指，仅按

犈２讨论。按上述取整方法对该点距离进行标识，

并定义距离变换为计算并标识空间点集中各点相

对于参照体的距离变换过程。

当计算并标识空间的是实体犅 本身的空间

点集时，参照体是非实体空间点集，称为内距变

换，表示为犇犻（犅）；当计算并标识空间的是非实

体的空间点集时，参照体是实体本身空间点集，称

为外距变换，表示为犇狅（犅）。显然，内距变换是

面实体点集度量的全面描述，而点、线实体谈不上

内距变换，只可采用外距变换实施形态的数据表

达，这时内、外距两种变换的对象和参照体是互换

的，并可相互补充。因此，没有度量就没有形态，

实体的形态是度量空间的产物，即可以定义形态

为实体空间的度量。

图形犃的犾缓冲区可定义为距该图形距离不

大于犾的点集。相应于内、外距变换，也可定义

内、外犔缓冲区，即定义犾１～犾２ 间的缓冲区为距

离大于犾１ 而不大于犾２ 的点集，而取该内缓冲区的

过程或变换可表示为犅犻、犅犻（犾１，犾２）或犅狅（犻）、犅狅

（犾１，犾２）。

２　加壳与蜕皮变换

对图形犃的加壳变换犓狅（犾）定义为：

犃犓狅（犾）＝犃∪犇狅（犃）·犅狅（犾）

＝犃＋犇狅（犃）·犅狅（犾） （３）

这里及以下叙述采用“＋”、“—”分别代替集合运

算“∪”、“＼”，使“加壳”比扩张更能体现这一过程

的质和量的特征。所谓“壳”是指实体外表邻近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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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犾的外壳，即犇狅（犃）·犅狅（犾）。这样，若已知犪

∈犃，犫犃，且有犱（犪，犫）≤犾，则由式（２）知，必有

犱（犫，犃）≤犾，即犫∈犇狅（犃）犅狅（犾）。

显然有：

犃犓狅（犾１＋犾２）

＝犃＋犇狅（犃）·犅狅（犾１＋犾２）

＝［犃犓狅（犾１）］·犇狅（犃犓狅（犾１））·犅狅（犾２）

＝犃犓狅（犾１）·犓狅（犾２）

＝犃犓狅（犾２）·犓狅（犾１） （４）

即加壳变换是可分解的。对图形犃 的蜕皮变换

定义为：

犃犓犻（犾）＝犃＼犇犻（犃）·犅犻（犾）

＝犃－犇犻（犃）·犅犻（犾） （５）

其中，犇犻（犃）·犅犻（犾）为“皮”。同样，也有：

犃犓犻（犾１＋犾２）＝犃犓犻（犾１）·犓犻（犾２） （６）

３　加壳与蜕皮变换的形态特性

加壳变换有填平凹部或缝隙即减凹的作用，

而凸部不变。缓冲区宽度犾与缝隙或凹部宽度狉

关系如图１所示。有：

犾１－犾＝ ［狉
２
＋犾

２］１／２－犾＜０．５ （７）

解之，有：

犾＞狉
２
－０．２５

由于式（７）中常数０．５是理论实数值，而数值取

整时往往比例不规则，故犾实际数应在计算数上

加１取整。

引入图形犃的凸域部概念后，图形各处均是

凸域的外包，即被称为凸壳，凸壳的性质实质上

较多是由凸形域所造成的，并非只是凸壳才具

有。把仅与图形凸形域逻辑和运算相关图形部分

称为凸域部。对于犃为凸域部，设加壳犾后，图１

图１　缝隙的填充

Ｆｉｇ．１　Ｆｉｌｌ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ｃａｖｅｏｆ２４

宽度为２狉的凹部填平原理有１、２两点属于犃犓狅

（犾），则有且仅有三种情况：①点１、２同属于犃；②

同属于犃犓狅（犾）－犃；③分属于犃及犃犓狅（犾）－犃。

以下证明之。

对于①，线段１２上各点依凸域定义，必在犃

·犓狅（犾）内。

对于②，参见图２，点１、２到犃 距离不大于

犾，必有凸域部犃内对应点１′、２′，使１１′和２２′不

大于犾，且１′２′线段上点属于犃。过１２上任一点

３引１１′及２２′平行线分别交１′２′于３′及３″点，则

不论１２与１′２′平行或相交于２１或１２方向，均有

３３′或３３″相应不大于１１′或２２′ 的长犾，即必有１

个线段长不大于犾，且由于３′或３″属于犃，故有１２

上任一点３距犃距离不大于犾，必属于犃犓狅（犾），

即犃犓狅（犾）为凸部域。

图２　犃凸，犃犓狅（犾）也凸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ｖｅｘ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ｏｆ犃ａｎｄ犃犓狅（犾）

对于③，类同②，上述证明不失一般性。故有

犃凸，犃犓狅（犾）也凸，因此加壳变换有保凸减凹特

性。其减凹的最终结果是抹平凹部。平是一种特

殊的凸，是凹的一种极限情况，也是一种图形和

相邻非图形区域均凸的特例，它在加壳变换中将

不改变凹凸性。

蜕皮变换完全相同于加壳变换对非图形的点

集作用。同样可证，它对非图形点集的作用是保凹

减凸，直至凸部变平，而“平”按定义仍是特殊的凸。

４　粘连变换形态特性

以上两种变换单独使用，将使图形集整体产

生较大变形。常使用组合变换，其中对犃的粘连

变换定义为：

犃犔（犾１，犾２）＝犃·犓狅（犾１）犓犻（犾２） （８）

　　现考察犾１＝犾２＝犐情况，如图３。由于加壳变

换特性，凹处点在一定厚度犾的加壳后距外部的

距离将大于犾，这些点在粘连变换后将成为图形

点。犾的计算见式（７），这时按最大凹宽计算犾后

的粘连变换将填平所有凹部，并在蜕皮变换后保

持原图形宏观尺寸大小（一般用图形直径犱表示

这一概念），而变换后图形已无凹部，这就是图形

４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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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小凸壳。

４．１　粘连变换具有增长性

当犾１＝犾２＝犾，犾≥０时，有：

犃犃犔（犾，犾） （９）

　　证明：

设犪∈犃，则其像为：

犪·犔（犾，犾）＝犪·犓狅（犾）·犓犻（犾）

＝［犪·犇狅（犐）犅狅（犾）］·犓犻（犾）

图３　加壳变换

Ｆｉｇ．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ｄｉｎｇｈｕｌｌ

这里，括号内是犪经过加壳（犾层）的像，这时犪离

外空间任一点距离大于犾，否则，外空间该点应进

入犾宽的壳中，即属于犃犓狅（犾），与已知不符；同

理，右式中括弧外为蜕皮犾的运算，犪在犃 中而不

在皮中，故有犪犔（犐，犐）∈犃犔（犾，犐），即原犃的任一

元素犪的像在犃犔（犐，犐）中，故有犃犃犔（犾，犾）。

另外，当犃 可能会有一些缝隙时，比如宽为

１，则作任一宽度为犾＞１的粘连变换，将填平该隙

缝空间，即边缝中一些原不属犃 的元素，也将属

于犃犔（犾，犾）。故有犃犔（犾，犾）犃，粘连运算的增长

性成立。

４．２　粘连变换具有递增性

参见图２，由于粘连变换把外空的下列元素

点粘连入实体：在外距犾范围内而又到外距大于犾

点集的距离大于犾的点。当犾２＞犾１时，这一特性使

得在外距犾１内而又到外距大于犾１点集的距离大于

犾１（设距离犾１＋１）的点，必然属于在外距犾２内而又

到外距大于犾２点集的距离不小于（犾１＋１）＋犾２－犾１

＝犾２＋１，即大于犾２的点集。故有：

犡犔（犾１，犾１）犡犔（犾２，犾２），犾１ ＜犾２ （１０）

称式（１０）具有递增性。它说明犾越大，粘连入的

点越多，能填更宽的“缝”，且能力递增。

４．３　粘连变换具有幂等性

幂等性指粘连变换犔（犾，犾）中随犾增加到一定

数值，当即犾＝犱时，有：

犃·犔（犱，犱）＝犃·犔（犱，犱）·犔（犱，犱）（１１）

　　点集犃在外距变换后，吸收了那些外距不大

于犱，但到外距大于犱点集的距离却大于犱 的点

集，如图３中狭缝的那些点；这时外距不大于犱，

但到“外”不大于犱的点集仍是空间点，是一条宽

度为犱的隔离带。这时将犃犔（犱，犱）再进行犔（犱，

犱）变换，将没有外距不大于犾但距“外”距离大于犾

的点元素，即此时已没有狭缝中的那些点被加入。

因而犃犔（犱，犱）犃犔（犱，犱）·犔（犱，犱）。而据增长

性，又有：

犃犔（犱，犱）·犔（犱，犱）犃犔（犱，犱）

故式（１１）成立，即幂等性成立。

４．４　犃的凸域部边界点，仍是犃·犔（犾，犾）凸域

部边界点

粘连变换犔（犾，犾）由加壳变换犓狅（犾）和蜕皮

变换犓犻（犾）组成。上述三个特性表明：犔（犾，犾）有

严密的保凸减凹特性。犃的凸域部分进行加壳变

换犓狅（犾）时，则其外距为犔的点组成犃犓狅（犾）凸

域部的边界，而外距大于犾的点组成犃犓狅（犾）外

的区域部分。

如图４，在犃凸域部边界上任取两个（外距为

犾的）点１′、２′，取１′２′的中间点３′（点３′必在犃

上）。过３′作线１′２′的垂线，其外向部分，交犃

边界于３″（或与３′ 重合），这时在此外方向线上

相距于３″且距离不大于犾的点均属于犃犓狅（犾）。

取等于犾的点３，由１′、２′为犃 边界上任意点可设

想它们沿边界由两侧向３″任意逼近，则３１′、３２′

＞３３′≥３３″＝犾，这时３即是离３″最近且外距为犾

的点，即是犃犓狅（犾）的边界点；而３″到外距大于犾

的非犃犓狅（犾）区域上任意点３″′，３″３必大于

犾，这 样３″到 非犃犓狅（犾）距 离 恰 大 于犾，３则 为

图４　凸部边界粘连变换后仍为边界

Ｆｉｇ．４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ｏｆ犃ａｎｄ犃犓狅（犾）

犃犓狅（犾）边界点，当犃犓狅（犾）实施蜕皮变换犓犻（犾）

时，３″恰被保留，而外向邻近点３″的点则到非

犃犓狅（犾）的距离小于等于犾，被舍去。由于１′、２′

点及相应３″点的一般性，因而３″可跑遍犃 的凸

域部边界，故命题为真。

４．５　粘连变换的效率

粘连变换算法由加壳和蜕皮变换组成，而加

壳则是由外距变换和缓冲区变换组成，它们的运

算仅是少数遍读、取、记各像元和简单代数运算、

５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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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３］，因此外距变换、缓冲区变换时间复杂性均

为犗（狀），其中狀为栅格像元数，因此粘连变换算

法时间复杂性为犗（狀）。

５　最小凸壳算法

若一个图形域中任二点连线均在域内，那么

此域称为凸图形。凸域部对域外点量度上的概念

是：外空间点距该域在任一范围（外距≤犾）内时，

这些外空间点与“外”的距离不大于犾。这样，当犾

＝１，２，…时，实施粘连变换犔（犾，犾），将无任何点

加入该域，粘连变换犔（犾，犾）不起作用；而对凹部，

随犾增大，能填补更大的缝隙和凹陷。这也是凹

凸差别的判别准则。在凸形域中，最小凸域是最

有意义的，它是所有包含所需实体的凸形域中的

最小集合。

粘连变换犔（犾，犾）可以在一定的宽度犾内补凹

为凸。选一个恰当的数值犾来进行这一工作，其

模型便是式（７）。

倘若认为图形本身是距图形距离为０的点

集，利用地图代数方法进行距离变换，可以方便而

快速地得到缓冲宽度为犔的点、线、面及其复杂

组合的缓冲区，具体算法如下。

１）把图形犃数字化，并把犃各像元“染黑”；

２）量测或估算图形犃欲填的最大凹部宽狉，

按式（７）计算加壳的缓冲区宽度犾；

３）对图形犃实施粘连变换犔（犾，犾）。

（１）对犃实施犓狅（犾），即对犃进行外距变换，

得到全空间各点到犃的距离；取距离值为０～犾的

像元并把它变“黑”。

（２）对犃犓狅（犾）实施犓犻（犾），即对犃犓狅（犾）进行

内距变换，得到犃犓狅（犾）中各点到非犃犓狅（犾）的距

离；取距离值为０～犾的像元并把它变“白”，距离

值大于犾的像元变黑。

６　实验及讨论

图５（ａ）中的不规则图形犃，其边界可直可

曲，可采用以下算法生成凸壳。

（１）扫描数字化犃，赋犃各像元为“０”。

（２）直接量测最大凹部宽狉＝１９，并按式（７）

计算得到，如图４中犾为３５０。

（３）采用犔（３５０，３５０）粘连变换生成最小凸

域，耗时数秒。图５（ａ）显示了犃的凸壳。

　　图６显示了犃的外距变换的等距线条纹。从

图中可明显看到，尽管图形复杂，但外距变换的

图５　粘连变换生成凸壳

Ｆｉｇ．５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ｖｅｘＨｕｌｌｗｉｔｈＣｏｎｇｌｕ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距离条纹到一定数值后就变为全面外凸，取此数

值的加壳凸形，再按此数值蜕皮变换，保证了凸

形域，且包含原犃 的全部点，证实了粘连变换特

性。

选一个非常大的正数犾进行粘连变换取得最

小凸包，与选一个恰当的数犾１进行，对于该变换而

言，工作量并无显著差别，粘连变换犔（犾，犾）可使

用比计算值适当大一点的数犾来生成任何区域的

最小凸域，通用、简单、严密、高效。尽管实际操

作可预估大数，但这个恰当的数犾１的大小可表明

凹域程度或大小的尺寸，是图形固有的一个特征

数，就是上述曲径宽度犱。

图６　外距变换（欧氏）后的等距离条纹图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Ｅｑｕ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ｐｓｆｒｏｍ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ｕｃｌｉｄｉａｎＳｐａｃｅ）

显然，其精度不低于半个像元。分辨率越

高，精度越大，但时耗越高，且时耗决定于像元总

数，也即算法与图形复杂性无关。分析表明，结

点基数大，已按最复杂图形计量，而运算和数据

组织简单、规范，这是矢量、栅格方式的重要差异。

实际运算位图的大小要大于图形本身犾个像

元，并且若多个图形均需生成凸壳，可在一幅位

图上进行，仅需把它们相距足够距离即可，即大

于各图形最大凹部宽狉算出的犾的两倍。由于凸

壳仅与图形本身有关，而与坐标绝对值无关，因

此（欧氏空间内）刚性地移动它们不影响凸壳本

身，故也可视具体条件把各图形分列于多个位图

上进行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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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解决了栅格空间欧氏度量难点的基础

上，论述了若干空间形态变换原理、方法和几何

量的变化特点，这些都是与现有其他栅格方法所

不同的［４～５］。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了一个通用的凸壳

生成栅格方法。数据准备和组织简单、规范，适

合最复杂图形及其组合；其方法简捷、刻板，形式

化、几何化程度高，其缺点是需要一个由问题本身

所决定的而比矢量方式大一定程度的工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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