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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犙犻（狓犻，狔犻）函数的辐射线空间
分割与犜犐犖的约束边镶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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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个基于犙犻（狓犻，狔犻）函数的辐射线空间分割方法来实现约束边的镶嵌。时间复杂度的分析表

明，执行犙犻（狓犻，狔犻）函数的时间复杂度比计算点到直线的距离低，提出的算法比基于距离的空间分割算法在时

间效率上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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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规则三角网（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ｅｄ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ｎｅｔ

ｗｏｒｋ，ＴＩＮ）在有限元分析、曲面逼近、计算机视

觉、数字高程模型与地图制图、三维仿真等应用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利用目前最新的遥感技术手

段ＬＩＤＡＲ获取ＤＥＭ进行高精度的地图制图时，

为了维持地形的真实形状，也需要由摄影测量来

提供地形断裂线（特征线），并在用ＬＩＤＡＲ数据

建立的ＴＩＮ中得到体现
［１］。这个过程有两种实

现途径：① 在构建ＴＩＮ的同时考虑约束边，即判

断三角形是否与约束边相交［２］；② 在已经建立的

ＴＩＮ中进行约束边的镶嵌
［３～８］，其中，基于距离的

空间分割算法［３，８］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主要涉

及到第二种实现途径的相关理论和方法。

１　几个基本约定

为讨论问题的方便，下面给出几个基本约定：

① 在数据集中不存在物理位置重叠的点，或者

说，数据集中物理位置重叠的点已经得到清理；②

假设三角形的顶点按顺时针方向编号；③ 约束

边：被定义为一条有向线段，其方向是从起点到终

点的方向；④ 交叉边：与约束边相交的三角形边；

⑤ 中间三角形：有两条边为交叉边的三角形；⑥

约束边影响区域：由至少有一条边为交叉边的三

角形所构成的区域；⑦ 对角顶点：以交叉边为公

共边的两个三角形△犃、△犅中，处于约束边前进

方向上的三角形（称为△犅）中，不在交叉边上的

另外一个顶点称为前一个三角形（称为△犃）的对

角顶点。如图１（ａ）中，狆２ 为△犃的对角顶点；⑧

对角顶点的左相邻边：△犅中对角顶点与它的前

一个顶点所构成的边；⑨ 对角顶点的右相邻边：

△犅中对角顶点与其后一个顶点所构成的边；⑩

扩展边：进行区域空间分割的基准，也是分割后所

得到的三角形的一条边。

图１　 约束边影响区域

Ｆｉｇ．１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Ａｒｅａｏｆ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Ｅｄｇｅ

２　基于犙犻（狓犻，狔犻）函数的辐射线空间

分割与空间分析方法

２．１　辐射线空间分割思想

对于平面上的点集空间犘，以其中任意一个

点为原点与其余各点构成辐射线簇。计算每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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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线的方位角α犻，以α犻 为关键字进行升序排

序，得到一个以关键字α犻有序的辐射线序列。在

序列中，方位角相同的辐射线算一条辐射线。

在每一条射线上，除原点外至少有一个点，但

是在一些时候也存在几个点同在一条辐射线上的

情况。此时，确定同一方向上点的空间相邻关系

的做法为：当狓＝０时，则对点以｜狔｜为关键字做

升序排列；当狓≠０时，则对点以｜狓｜为关键字做

升序排列。

于是，此序列中每两条相邻辐射线之间不存

在其他点。

２．２　任意辐射线上的点与某条辐射线的空间关

系分析方法

为了分析辐射线簇中任意辐射线犻（方位角

为α犻）上的点狆犻 与其中某条辐射线犽（方位角为

α犽）的空间关系，可以通过计算辐射线犻逆时针到

达辐射线犽的夹角Δα：

Δα＝
α犻－α犽，　　α犻－α犽 ≥０

α犻－α犽＋３６０°，　α犻－α犽 ＜
｛ ０

（１）

则点狆犻与某条辐射线犽的空间关系可由下式判

别：

狆犻＝

位于犽右侧，Δα＜１８０°

与犽共线，　Δα＝０°，１８０°

位于犽左侧，Δα＞１８０

烅

烄

烆 °

（２）

　　在分析射线之间的空间关系时，犙犻（狓犻，狔犻）将

射线之间的空间相邻关系转换为射线与单位圆的

外切矩形边交点之间的相邻关系，从而将方位角

计算简化成犙犻 长度计算。因此，在实际应用中，

为了降低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可以采用犙犻（狓犻，狔犻）

函数计算犙犻长度来代替α犻。犙犻（狓犻，狔犻）函数为：

犙犻（狓犻，狔犻）＝

Δ狔犻／Δ狓犻　　（Δ狓犻＞０）∧（Δ狔犻≥０）∧（Δ狓犻＞Δ狔犻）

２－Δ狓犻／Δ狔犻　（Δ狓犻＞０）∧（Δ狔犻＞０）∧（Δ狓犻≤Δ狔犻）

２－Δ狓犻／Δ狔犻　（Δ狓犻≤０）∧（Δ狔犻＞０）∧（Δ狔犻＞－Δ狓犻）

４＋Δ狔犻／Δ狓犻　（Δ狓犻＜０）∧（Δ狔犻＞０）∧（Δ狔犻≤－Δ狓犻）

４＋Δ狔犻／Δ狓犻　（Δ狓犻＜０）∧（Δ狔犻≤０）∧（Δ狓犻≤Δ狔犻）

６－Δ狓犻／Δ狔犻　（Δ狓犻≤０）∧（Δ狔犻＜０）∧（Δ狓犻＞Δ狔犻）

６－Δ狓犻／Δ狔犻　（Δ狓犻＞０）∧（Δ狔犻＜０）∧（Δ狓犻≤－Δ狔犻）

８＋Δ狔犻／Δ狓犻　（Δ狓犻＞０）∧（Δ狔犻＜０）∧（Δ狓犻＞－Δ狔犻

烅

烄

烆 ）

（３）

　　利用犙犻（狓犻，狔犻）函数进行以上分析，计算式

（１）和式（２）的公式如下：

Δ犙犻＝
犙犻犻－犙犻犽，　　犙犻犻－犙犻犽 ≥０

犙犻犻－犙犻犽＋８，　犙犻犻－犙犻犽 ＜
｛ ０

（４）

狆犻＝

位于犽右侧，　Δ犙犻＜４

与犽共线，　　Δ犙犻＝０，４

位于犽左侧，　Δ犙犻＞

烅

烄

烆 ４

（５）

２．３　确定辐射线簇中某条射线的相邻射线的空

间分析方法

以某条辐射线犽为基准射线，利用式（４）计算

各辐射线与犽的Δ犙犻，其中Δ犙犻＝ｍａｘ所对应的

射线为犽的左相邻，Δ犙犻＝ｍｉｎ所对应的射线为犽

的右相邻。

３　以约束边为扩展边的辐射线空间

分割与约束边的嵌入

３．１　约束边影响区域的确定

３．１．１　第一个三角形的确定

确定约束边影响区域的第一个三角形的算法

步骤如下。

１）将约束边的起点分别记入左边界队犙和

右边界栈犛中。

２）以约束边的起点为中心计算以它为顶点

的各个三角形边的犙犻（狓犻，狔犻）。

３）以犙犻为关键字排序，得到与约束边左相

邻和右相邻的两条边（约束边的起点分别是它们

的一个端点，另外一条边即为交叉边）。这两条边

所在的三角形就是约束边影响区域的第一个三角

形。

４）将左相邻边的另一点的点号、本边与约束

边的Δ犙犻记入影响区域左边界队犙 中。

５）将右相邻边的另一点的点号、本边与约束

边的Δ犙犻记入影响区域右边界栈犛中。

６）记录该三角形编号。

在上述过程中，如果三角形某一条边的犙犻值

与约束边的犙犻值相等，即约束边与三角形的某条

边重合，那么可以直接进行约束边串的下一条约

束边的嵌入处理。此时与下一条约束边的起点相

关联的一个三角形已经得到，所以以起点为顶点

的其他三角形可以通过三角形的相邻关系得到，

而其第一个三角形也可以利用上述方法得到。

３．１．２　中间和最后一个三角形的确定

通过对角顶点与约束边的空间关系分析可以

确定中间三角形和最后一个三角形。如果对角顶

点位于约束边的左侧（或右侧），那么对角顶点的

右相邻边（或左相邻边）必然为交叉边，△犅就是

中间三角形；如果对角顶点与约束边重合，那么，

△犅就是约束边影响区域的最后一个三角形。所

以，分析约束边影响区域第一个三角形的对角顶

点与约束边的空间关系就可以得到约束边影响区

域的中间三角形或最后一个三角形；对中间三角

形继续进行其对角顶点与约束边的空间关系分

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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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直到得到最后一个三角形，也就确定了整个约

束边的影响区域。

上述空间关系的分析可以通过将约束边的起

点与对角顶点构成射线并利用式（４）和式（５）来实

现。其算法步骤如下。

１）如果Δ犙犻＞４，则△犃 的对角顶点在约束

边左侧，将该顶点号和辐射线与约束边的Δ犙犻记

入影响区域左边界队犙 中；

２）如果Δ犙犻＜４，则△犃 的对角顶点在约束

边右侧，将该顶点号和辐射线与约束边的Δ犙犻记

入影响区域右边界栈犛中；

３）如果Δ犙犻＝４，则△犃 的对角顶点与约束

边重合；

４）记录△犅的编号。

重复以上过程，直到△犃 的对角顶点与约束

边重合为止。将约束边的终点分别记入左边界队

犙和右边界栈犛中。

通过上述辐射线空间分割记录的三角形编号

序列就是约束边的影响区域。

３．２　约束边的嵌入

实际上，约束边影响区域的确定过程同时也

是约束边影响区域辐射线空间分割的第一步。从

左边界队犙 中查找一个满足Δ犙犻＝ｍａｘ的边界

点，它将左边界队犙分成两段。该点所在的辐射

线即是约束边的左相邻，将此点与约束边连接形

成一个三角形；同样，从右边界栈犛中查找一个

满足Δ犙犻＝ｍｉｎ的边界点，它将右边界栈犛分成

两段。该点所在的辐射线即是约束边的右相邻，

将此点与约束边连接形成一个三角形。通过上述

过程，约束边影响区域被分割成两个以约束边为

公共边的三角形和四个独立的子区。

在图１所示的例子中，狆０狆５ 为约束边，经过

约束边嵌入过程得到两个三角形：△狆０狆４狆５ 和

△狆５狆６狆０，四个独立子区：（狆０，狆１，…，狆４），（狆４，

狆５），（狆５，狆６）和（狆６，狆７，狆８，狆０）。分割结果如

图１（ｂ）所示。

以图 １ 所示的情况为例，其分割过程如

图２所示。

如果约束边影响区域由两个三角形构成。直

接进行“凸四边形交换对角线处理”，约束边镶嵌

即可完成。

３．３　讨　论

利用式（４）和式（５）来确定约束边影响区域比

直接利用线段求交［３］或计算三角形的面积［６］提高

了时间效率。这个过程也可以利用点与有向线段

之间的关系判断犃×犅来实现。利用犃×犅可以

图２　 空间分割树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Ｔｒｅｅｓ

建立如图３所示的二叉树，中序遍历该二叉树，得

到一个有序的辐射线空间分割序列狇（狆０狆２，

狆０狆３，狆０狆１，狆０狆４，狆０狆５，狆０狆６，狆０狆８，狆０狆７）。狆０狆５

的左相邻为狆０狆４，右相邻为狆０狆６。计算犃×犅与

本文所给出的式（４）和式（５）处于同一个数量级。

但是利用犃×犅来得到序列狇的复杂度会随着影

响区城边界点的增加而非线性地增长，而利用

Δ犙犻值来确定与约束边左相邻和右相邻的辐射线

的时间复杂度为线性增长。所以本文的方法比利

用点与有向线段之间的关系判断犃×犅的时间复

杂度低。

图３　二叉排序树

Ｆｉｇ．３　ＢｉｎａｒｙＳｏｒｔＴｒｅｅｓ

４　独立子区的空间分割

４．１　独立子区的空间分割算法

对于图１（ｂ）所示的独立子区（狆０，狆１，…，

狆４），以子区的第一点狆０ 为原点，以子区的第一点

与最后一点的连线狆０狆４ 为扩展边，对子区进行基

于犙犻（狓犻，狔犻）函数的辐射线空间分割，搜索狆０狆４

的左相邻射线。该射线上的边界点狆１ 就是满足

要求的点，如果在此辐射线上有一个以上的边界

点，则与原点相邻的一个边界点就是满足要求的

点，将此点与扩展边狆０狆４ 连接构成三角形。如图

４（ａ）所示，包含扩展边狆０狆４ 的△狆０狆１狆４ 将（狆０，

狆１，…，狆４）分割成△狆０狆１狆４ 和独立子区（狆０，狆１）、

（狆１，狆２，狆３，狆４）。

进一步地，分别以狆０狆１ 和狆１狆４ 为扩展边，对

（狆０，狆１）和（狆１，狆２，狆３，狆４）两个独立子区重复上

述分割过程，直到子区中只有两个边界点为止。

其余独立子区的辐射线分割方法与对子区

（狆０，狆１，…，狆４）的分割相似。

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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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操作中，当且仅当子区的边界点数大

于３时，才需要对其进行上述分割；否则，直接连

接成三角形即可。

图４　独立子区的空间分割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Ａｒｅａ

图５　空间分割树

Ｆｉｇ．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Ｔｒｅｅｓ

对于约束边影响区域的辐射线分割过程见

图５，结果见图４（ｂ）。为了得到图形条件更好

的三角形剖分，可以分别对左右两个独立子区的

初始三角剖分进行凸四边形对角线交换处理。交

换后的结果见图４（ｃ）。

４．２　包含扩展边的三角形在独立子区内的证明

可以证明以上基于犙犻（狓犻，狔犻）的空间分割及

约束边嵌入过程可以确保所得到的三角形在各独

立子区之内。

以在独立子区（狆０，狆１，…，狆４）中以狆０ 为原

点、狆０狆４ 为扩展边，利用基于犙犻（狓犻，狔犻）函数的辐

射线分割搜索一个包含扩展边的三角形为例。假

设△狆０狆１狆４ 不在独立子区（狆０，狆１，…，狆４）内，由

于△狆０狆１狆４ 已经包含了扩展边，则至少狆犻∈

（狆２，狆３）在△狆０狆１狆４ 内，也就是至少在（狆２，狆３）中

存在一点位于辐射线狆０狆１ 的右侧。

但是，狆０狆１ 是经过辐射线分割得到的狆０狆４

的左相邻射线，根据辐射线空间分割的重要性质

可知：在狆０狆１ 与狆０狆４ 之间不存在其他边界点。

所以，上述假设不成立。由此证明，△狆０狆１狆４

在（狆０，狆１，…，狆４）内。

同理可以证明，其他独立子区空间分割与约

束边嵌入过程的正确性。

４．３　一种特殊情况

如图６（ａ）所示的情况中，利用§３．１中算法

得到的左边界队犙为（狆０，狆１，狆２，狆１，狆３，狆４，狆５），

在犙中，狆１ 重复出现。物理上，边界狆１狆２、狆２狆１

是一条边，但是，逻辑上是两条边界，可以称之为

“逻辑边界”。它们的左相邻空间是一个线空间，

所以没有与之左相邻的三角形，在边界的相邻关

系记录中将没有相邻三角形的记录。这给分割后

三角形相邻关系的记录带来一定的麻烦。

图６　约束边影响区域

Ｆｉｇ．６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Ａｒｅａｏｆ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Ｅｄｇｅ

图７（ａ）、７（ｂ）给出了按照本文所提出的空间

分割方法对图６（ａ）进行空间分割得到的空间分

割树。从图７（ａ）所示的分割树中可以看出，从左

到右的叶节点正是相邻的子区边界，叶节点狆１狆２

的下一个叶节点就是狆２狆１。所以，通过搜索两个

相邻的特殊叶节点（没有相邻三角形的记录）所在

的三角形，就是分割后以这条特殊边为公共边的

两个相邻三角形。图６（ｂ）为其分割后的结果。

图７　空间分割树

Ｆｉｇ．７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Ｔｒｅｅｓ

４．４　空间分割树的性质

１）父节点与其两个子节点构成一个三角形，

其中根节点所在的三角形包含了约束边。

２）除叶节点外，其余节点既代表了以之为扩

展边的独立子区，同时它也是影响区域内重新分

割后三角形的公共边。其中，图７（ａ）、图７（ｂ）中

的根节点所在的三角形互为相邻三角形。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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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从左到右对分割图７（ａ）、７（ｂ）中的叶节点

做遍历所得到的叶节点序列正是影响区域边界的

顺时针序列。叶节点上记录了与影响区域外三角

形的相邻关系。当出现逻辑边界时，相应的叶节

点上相邻关系的记录为空，这样的两个相邻叶节

点所在的两个三角形就是以它们所对应的物理边

为公共边的三角形。

根据上述三个特点很容易从空间分割树中得

到区域重新分割后的三角形及其空间相邻关系。

当问题规模为狀时，如果将“判断”与“＋／－”

看作同一量级的操作，将“开方运算”与“×／÷”

看作同一量级的操作。那么，以“×／÷”作为基本

操作来度量计算点到直线的距离犱犻（狓犻，狔犻）与犙犻

（狓犻，狔犻）的时间复杂度的差别，可以得到：计算距

离犱犻（狓犻，狔犻）需要执行基本操作的频度为１０狀；计

算犙犻（狓犻，狔犻）执行基本操作的频度为狀。

分析表明，本算法执行基本操作的频度只有

基于距离的空间分割算法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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