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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讨论了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离散点集的生成算法，挖掘了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性质并加以证明；参照犽阶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定义提出了犽阶空间数据场的定义，并结合参考点利用其影响因子给出了低阶空间数据场的拟

合函数通式；利用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对平面空间的平面区域最近邻近划分实现了对空间数据场的分割，从而将

大量参考点集数据场化解为多个单元数据场的低阶拟合，有效地降低了数据场拟合的难度；提出了合并拟合

和叠加拟合策略，实现了将单元数据场综合为完整的空间数据场。

关键词：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犽阶数据场；曲面拟合；辐射源数据场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对离散点构建数据场，在大量的科学测绘、环

境监控、气象预报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目前

常用的方法主要有：① 对离散点构建三角网，通

过对三角网的插值形成数据场［１］；② 建立格网模

型，通过采用移动填充的方式得到相对平滑的数

据场［２］。前者通过三角形内的平面插值可以对局

部空间实现简单的平面拟合，但对三角形外的域

空间则无法实现插值；后者只是一种非常简单的

平滑处理方式，更无法保障数据场的拟合精度。

１　犽阶犞狅狉狅狀狅犻的定义与构造

　　文献［３］给出了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的定义，通俗的

理解就是“给定平面上狀个点的集合犛，寻找距犛

中犽个点最近邻近的点的轨迹”，就构成了对平面

空间的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划分。在对最近邻近的描述

中，需要一种尺度来定义最近，通常的定义是单个

距离最近，描述为对当前点犘，其到犛中各点的距

离犘犻为犱犻，如果犱０≤犱１≤…≤犱犽≤…≤犱狀－１，则

认为点犘在｛犱０，犱１，…，犱犽－１｝所对应的组合点的

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内。

对于这种描述，同样可以定义为点犘到犽个

最邻 近 点 的 距 离 和 最 短，即 要 求 出 ｍｉｎ

∪∑
犽－１

犻＝０

犱｛ ｝犻 及其点的组合，可以采用反证法证明

这两种定义是一致的。

对于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实现，文献［３］仅给出

了二阶 Ｖｏｒｏｎｏｉ的矢量方法。近年来，地图代

数［４］利用其距离变换，精确地实现了全形态实体

空间的二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生成。本文直接根据犽

阶Ｖｏｒｏｎｏｉ的定义及犽次冒泡排序算法，从点集

运算的角度实现了对任意阶（犽＜狀）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

生成。以犽＝３为例，对空间中的每一个数据点

犘（狓，狔），求出它到所有参考点的距离，对所求得

的距离值进行犽次冒泡排序，从而可以根据犽个

较小的距离值确定犽个点的序号，如（犿，狀，狇），那

么犘点属于该组合点的三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区域，

记作犞３ｏｒ（犘犿，犘狀，犘狇）。

２　离散点集犽阶犞狅狉狅狀狅犻的性质

１）任何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均是凸多边形。

证明　要证明任何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是凸

多边形，只需证明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内任意两点间

的连线在该多边形内。以三阶为例，如图１所示，

设犘′１，犘′２∈犞
３
ｏｒ（犘１，犘３，犘５），对犘′１犘′２上的任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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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犘，在△犘′１犘′２犘５中，由三角形的余弦定理可知：

狘犘犘５狘≤ｍａｘ 犘′１犘５ ，犘′２犘｛ ｝５

　　因为，犘′１，犘′２∈犞
３
ｏｒ（犘１，犘３，犘５），对犘犼∈犛，

犘犼 犘１，犘３，犘｛ ｝５ 有：

犘′１犘５ ≤ 犘′１犘犼 ，犘′２犘５ ≤ 犘′２犘犼

所以，犘犘５ ≤ｍａｘ 犘′１犘犼 ，犘′２犘｛ ｝犼 。同理可

证，犘犘１ ≤ｍａｘ 犘′１犘犼 ，犘′２犘｛ ｝犼 ， 犘犘３ ≤

ｍａｘ 犘′１犘犼 ，犘′２犘｛ ｝犼 。

根据三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定义知，犘１、犘３、犘５为

犘点最邻近的３个点，故有犘∈犞
３
ｏｒ 犘１，犘３，犘（ ）５ 。

对其他阶数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同样可以证明。

图１　三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及其平面空间的划分

Ｆｉｇ．１　３ＶｏｒｏｎｏｉＤｉａｇｒａｍａｎｄＩｔｓＰｌａｎｅＡｒｅａ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推论１　相邻两个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边

界是直线段、射线或直线。

２）在任意犽阶多边形中，相邻两个Ｖｏｒｏｎｏｉ

多边形中有且仅有犽－１个共同作用点。

证明　假设两个相邻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存在两

个不同的源参考点，其组合分别为｛犘犿
０
，犘犿

１
，…，

犘犿犽－３，犘犪，犘犫｝和｛犘犿０，犘犿１，…，犘犿犽－３，犘犮，犘犱｝，则对

两多边形边界上的任意一点犌，有：

∑
犽－３

犻＝０

犌犘犿犻 ＋ 犌犘犪 ＋ 犌犘犫 ＝∑
犽－３

犻＝０

犌犘犿犻 ＋

犌犘犮 ＋ 犌犘犱

所以， 犌犘犪 ＋ 犌犘犫 ＝ 犌犘犮 ＋ 犌犘犱

　　对于平面空间中的任意四点犘犪、犘犫、犘犮、犘犱，

满足上述条件的犌点的轨迹不可能是直线，这与

推论１确定的边界为直线的结论相矛盾，假设不

成立。

同理可证不存在更多的互异点，即证原命题

成立。

３）在任意犽阶多边形中，相邻两个Ｖｏｒｏｎｏｉ

多边形的边界是两组作用点中两互异作用点的中

垂线，并且两互异作用点到边界上任意一点的距

离是各自组合中点到边界距离最长的。

证明　设有犫＝犱，于是有 犌犘犪 ＝ 犌犘犮 ，

这样确定的犌点轨迹正好是犘犪、犘犮 的中轴线，而

犘犪、犘犮分属两组合中互异的两个作用点，即证中

垂线。

取边界上任意一点犌，对犞３ｏｒ（犘３，犘５，犘６）来

说，犘１ 是外部点，犌是内部点，根据犽阶 Ｖｏｒｏｎｏｉ

的定义有：

犌犘３ ＜ 犌犘１ ，犌犘５ ＜ 犌犘１

　　同理可证其他各点对相应边界均成立，即证

原命题成立。

３　犽阶数据场的定义

对于给定的离散点集犛＝｛犘０，犘１，犘２，…，

犘狀－１｝（狀为正整数），对于其数据场的拟合犞＝

犳犛（狓，狔），根据最小二乘法，不仅要求 ∑
狀－１

犻＝０

（犳犛

（狓犘犻，狔犘犻）－犞犘犻）＜ξ（ξ为一给定的精度阈值），同

时要保证数据场光滑连续，即犳／狓、犳／狔在定

义域上连续。显然，针对多参考点的数据场（狀＞

４），要构造这样的拟合函数是相当困难的。

本文对数据场的研究强调犛中犽个点的共同

作用，即对犛的犽元子集犛犽 中的每一点犘犻（犘犻∈

犛犽）共同确定局部空间的数据场，称为单元数据

场，根据类似于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的定义，把这种由犽

个点同时拟合的数据场称为犽阶数据场。犛犽 中

的每一点都发生作用，设各点处存在不同的影响

因子犈犻（犘），则犽阶单元数据场可以通过下式进

行拟合：

犞犽（犘）＝∑
犽－１

犻＝０

犈犻（犘）犞犘犽（犘犻∈犛犽） （１）

　　关于犽阶数据场的概念理解，笔者认为它是

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的沿用，同时根据式（１）可以理解为

犽层数据的累积，它在表达上更接近于微积分学

上的犽阶求导中“阶”的涵义。如对犽阶数据场，

它可以保证数据场局部光滑。

作为特例，下面探讨当犽＝１、２、３、４时单元数

据场的影响因子。

３．１　一阶数据场犞
１

当犛中只存在一个点时，认为数据场是一恒

值，其影响因子犈０（犘）＝１，即犘，犞犘≡犞犘
０
，这可

以模拟水平单元数据场。

３．２　二阶数据场犞
２

如图２（ａ）所示，为了保证数据场在空间的连

续性，可以构造犘点的影响因子为：

犈０（犘）＝ 犘犘１ ／（狘犘犘０狘＋狘犘犘１狘）＝

犱１／（犱０＋犱１）

犈１（犘）＝犱０／（犱０＋犱１）

４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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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构造方法不仅可以保证犘０、犘１关键点的

值一致，而且也是一种线性插值的拓展形式，如对

犘０犘１中的点犕，有犞犕＝（犞犘
０
＋犞犘

１
）／２。

图２　数据场影响因子的确定

Ｆｉｇ．２　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ｏＤａｔａＦｉｅｌｄ

３．３　三阶数据场犞
３

如图 ２（ｂ）所 示，在 三 角 网 中，通 常 对

△犘０犘１犘２内的点犗采用插值的方法进行，但研究

空间是整个域的数据场，所以除考虑△犘０犘１犘２内

的点外，还需要得到△犘０犘１犘２外的点值，如犘

点。

若以距离尺度作为影响因子，按照平均叠加

的思路，可以构造三个点的因子函数为：

犈０（犘）＝ （犱１／（犱０＋犱１）＋犱２／（犱０＋犱２））／３

犈１（犘）＝ （犱０／（犱０＋犱１）＋犱２／（犱１＋犱２））／３

犈２（犘）＝ （犱１／（犱１＋犱２）＋犱０／（犱０＋犱２））／

烅

烄

烆 ３

这种影响因子能够构建平滑的全区域数据场，但

不能满足在关键点上与原参考数据点的一致性，

因而不是一组好的影响因子。

如果按照三点一面的方式构造数据场函数，

设三点所在平面的法向量为犖△（狓，狔，狕），则根据

平面方程犖△（狓，狔，狕）·犘（狓，狔，狕）＝犇（犇 为犣

轴上的截距，为常数），可以求解域内任一点

犘（狓，狔）的场数据犞犘：

犖△ ＝ （犖狓，犖狔，犖狕）＝犘０犘
→
１×犘０犘

→
２

犇＝犖狓·狓０＋犖狔·狔０＋犖狕·犞犘０

犞犘 ＝ （犖狓·狓犘＋犖狔·狔犘－犇）／犖狕

　　通过求解，同样可以提取各点的影响因子构

成如下形式：

犞犘 ＝犈０（犘）犞０＋犈１（犘）犞１＋犈２（犘）犞２＋犇′

（２）

３．４　四阶数据场犞
４

对４个点的数据场拟合，可以根据一般的二

次曲面给出拟合的通式，其数据场函数为：

犳（狓，狔）＝犪狓
２
＋犫狓狔＋犮狔

２
＋犱

这样，４个点恰好给出４个方程，通过解出参数犪、

犫、犮、犱，即可确定其数据场函数，同样可以按照

式（２）提取各点的影响因子。

同理，对不同阶的数据场，还可以建立更多的

拟合函数。

４　整体数据场的综合策略

理想情况下，对数据场的构建，任何一个空间

点应尽可能考虑到更多的参考点对其的影响，这

样构建的数据场不仅在局部区域保持光滑连续，

也可以在整个数据场空间从整体上趋向光滑，从

而可以更逼真地描述数据的分布规律。但可以看

出，同时考虑的点越多，拟合函数的构造越困难，

计算单个点的工作量越大，效率越低。另一方面，

一些远离取值点的参考点对取值点的影响越来越

小，因而在更多情况下，对多点数据场的建立可以

采用区域分割或简化参考点的方法降低数据场的

阶数，以达到提高效率的要求。如对狀（狀≥５）个

点的集合犛＝｛犘０，犘１，犘２，…，犘狀－１｝，以三阶数据

场为例，可以进行如下两种方式的拟合：

犞（犘）＝∪ ｛犞
３
犘犻犘犼犘犽

（犘）狘犘∈犞
３
ｏｒ（犘犻，犘犼，犘犽）｝

（３）

或 犞（犘）＝∑犞
３
犘犻犘犼犘犽

（犘）·犚（犘） （４）

　　相对于区域分割与参考点简化的逆序操作，

把第一种方式称为合并拟合，第二种方式称为叠

加拟合。合并拟合的计算量相对小，但拟合区域

的划分比较复杂，数据场精度仅受局部关键点的

影响；叠加拟合的计算量较大，效率较低，数据场

精度的控制受全体参考点的影响，但可以达到数

据场整体上分布光滑的效果。

按照式（３）建立数据场的合并拟合，由于各单

元空间相对独立，空间单元之间没有关联，故可以

采用由Ｖｏｒｏｎｏｉ最近邻近划分的空间单元进行并

操作，这也是与空间数据的分布规律最相符的最

邻近拟合方案。下面讨论在相邻单元的定义域空

间是不是能够保证其数据场在边界处连续。如图

３所示，图３（ａ）是平面空间上各点到最近３点的

距离和分布图，由此可见，在各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

交汇处，其距离值是相等的，因而是连续的，故在

整体空间上，所有的三阶距离和数据场是光滑连

续的，这一规律对所有任意阶的距离和数据场均

成立。图３（ｂ）是根据参考点按照式（２）、式（３）产

生的各单元空间数据场的合并操作，在图中可以

看到，数据场空间在各个参考点的周围按照距离

成反比例减速扩散，这正好符合数据点的影响规

律，是构建数据场的基本原则。然而，最复杂的问

题是块的接边处是不连续的，为此，需要着手解决

这一矛盾。

５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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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多单元区域的数据场

Ｆｉｇ．３　ＤａｔａＦｉｅｌｄｏｆＭｕｌｔｉｕｎｉｔｓＡｒｅａ

５　基于势影响的犽阶数据场的建立

下面讨论的数据场拟合均以犽＝３为例，取用

图１的６个数据点犘１～犘６ 为研究对象，以每个

点的颜色值｛４，２５４，６，２０，２４９，２５３｝作为该点的场

值。

５．１　辐射源数据场的势函数

根据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划分构建犽阶空间数据场

时，最关键的是要满足两个条件：① 数据场在犽

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处连续；② 数据场在参考点处

要基本上与参考值相吻合。要建立这样的数据场

的拟合函数有一定的困难。这里针对特定的辐射

源数据场，提出以势函数取代影响因子实现对犽

阶数据场的拟合。借用文献［５］的势函数定义如

下：

犳（狓）＝ｅ
－
狉
２

２狆犅
２ （５）

式中，狉是辐射源到空间点的距离；犅 为辐射因

子，是参量；狆为数据量，也称作影响量，因为不同

数据的影响力可能不是完全相同的，数据量就代

表了这个数据对象对其他数据对象影响力的大

小，当所有数据的影响力均相同时，则狆均为１即

可。

　　图４为单对象数据场的势函数曲线图。通过

给定的势函数，对每一个组合中的点进行叠加，可

以得到各部分的单元数据场。叠加方法如下：

犞（犘）＝∑犞犻·犳犻（犘） （６）

　　这种叠加能够变原来的独立点作用效果为局

部区域综合作用效果，是自然数据场的合理表达。

图４　势函数影响曲线图（犅＝１，狆＝１）

Ｆｉｇ．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

５．２　辐射源数据场的合并拟合

根据势函数进行数据场合并拟合的一个好处

是，每一个点作为一个扩散源将当前点的势进行

扩散，并且在一定距离之外，扩散源对数据场的影

响作用几乎为零。根据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的性质定理

可知，相邻两个犽阶 Ｖｏｒｏｎｏｉ组合中互异的点对

边界上点的数据场影响最小，这样当控制参数犅

适当时，就可以得到边界连续的数据。图５是根

据势函数的静态参数得到的均势（狆＝１）模拟数

据场。

图５　三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划分后按势函数合并拟合数据场

Ｆｉｇ．５　Ｄｉｖｉｄｅｄｂｙ３Ｖｏｒｏｎｏｉ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ａｎｄ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ｄｂｙ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从图５可以看出，当犅较小时，数据场的辐射

面有限，虽然可能造成某些参考点的数据场独立作

用，但数据场是连续的；当犅较大时，数据场的辐射

面随之扩大，但也容易在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处形成较

小的断层，所以选择适当的辐射参数很关键。

５．３　辐射源数据场的叠加拟合

叠加拟合数据场不存在上面的边界不连续的

问题，因为对每一个组合，它的域空间都是整个空

间，而不受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划分影响，同时对每

一个组合，其拟合函数也是连续的，按照式（４），相

同定义域的连续函数的和在其定义域内仍然是连

续的。

按照点集的组合方式不同，可以将叠加拟合

分为全域叠加拟合与全集叠加拟合。全域叠加拟

合是将犛中的狀个参考点按照对整体空间的划

分形成犖犽个犽个点的组合子集，这样的空间组合

恰好构成了一个整体空间的全集。全域拟合中最

典型也最实用的点组合策略就是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的划分策略，由此可见，尽管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在叠加

拟合时不需要用它来划分定义域，但可以用它来

实现最优的点组合策略。

无论是哪种叠加拟合，最后的叠加方式都是

一样的，对每一个组合，都存在一个覆盖整体空间

的连续数据场犞犽犘犻犘犼犘犽（犘），将它们按照某种权值

犚（犘）累积起来，就构成了最终的拟合模型。由于

各数据场是连续光滑的，因而叠加综合的数据场

也是连续光滑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叠加拟合在拟

合效果上是优于合并拟合的，但是其实现算法效

６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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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却远不如合并拟合。

图６是根据势函数进行数据场叠加拟合的效

果图。从图６可知，叠加拟合在犅 很小时，也能

够形成独立作用源，而当犅 较大时，数据场依然

很平滑。

图６　三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划分后按势函数叠加拟合数据场

Ｆｉｇ．６　Ｄｉｖｉｄｅｄｂｙ３Ｖｏｒｏｎｏｉ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ｕｐ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ｄ

ａｎｄ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ｄｂｙ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合并拟合还是叠加拟

合，重要的是建立了一个相对势力场，按照最小二

乘法则，数据场不一定满足在参考点的精度，这可

以通过数据场的局部抖动进行调节，这还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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