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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状实体犽阶犞狅狉狅狀狅犻多边形的存在性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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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挖掘了点集的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性质以及判断存在性的方法。在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存在性

方面，主要通过大量实验归纳与性质分析，提出了距离概率判断法、递归归纳判断法、最近邻近判断法、作用域

阻隔判断法等多种方法，论述了分辨率与存在性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存在性；几何性质；空间分析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犽阶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由于其复杂性，国内外许多

关于Ｖｏｒｏｎｏｉ的权威专著
［１，２］也很少展开论述，有

些文献简要地讨论了犽阶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生成算

法［３］、空间分布［４］、空间分析［５，６］以及与犽 阶

Ｖｏｒｏｎｏｉ相对应的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性质
［７］等方

面，而且这些方面主要是结合特定的应用领域加

以揭示，很少有能够针对犽阶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本身所

具有的空间分布性、几何特性、存在性等方面深入

地剖析，因而成为拓展犽阶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应用领域

的主要瓶颈［８，９］。本文研究的内容限定于欧氏平

面空间中点集犛的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性质，具体

表现为栅格位图上的离散点集。不存在的多边形

区域记为Ｖｏｒ犽（犛），定义点犘到集合犛 的距离为

Γ（犛，犘）＝∑狘犘犘犻狘（犘犻∈犛）。点犘到集合犛

中各点的距离值按从小到大排列得到的序列称为

距离值序列。

１　犽阶犞狅狉狅狀狅犻多边形存在性理论

本文主要是依据图像栅格点计算得到犽阶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因而多边形的存在性直接与图像的

分辨率相关，同时也与图像的图幅大小有关。

为了便于说明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存在性

性质，以图１所示的１５个作用点为例，可以得到

如表１所示的多边形。图１不失一般性，因而可

以作为下面的理论分析示例。本文提出５种方法

来判定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存在性。

表１　图１所示顶点的２、３、４、５阶多边形

Ｔａｂ．１　ＡｌｌＰｏｌｙｇｏｎｓＬｉｓｔｏｆ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Ｆｉｇ．１ｆｏｒ犽ｏｒｄｅｒＶｏｒｏｎｏｉ（犽＝２，３，４，５）

犽＝２ 犽＝３ 犽＝４ 犽＝５

（０，１）（０，２）（０，３）

（０，５）（０，６）（１，３）

（１，４）（１，８）（２，５）

（２，７）　　（３，４）

（３，６）　　（５，６）

（４，８）（８，１２）（５，７）

（４，６）（４，１０）（６，９）

（５，１１）（５，９）（６，１０）

（７，１１）（８，１０）（９，１０）

（９，１１）　　（１０，１２）

（９，１３）　　（１０，１４）

（１１，１３）　　（１０，１３）

（１３，１４）　 （１２，１４）

（０，２，７）（０，２，５）（０，２，３）（０，１，２）

（０，１，３）（１，３，４）（１，４，８）（２，５，７）

（２，７，１１）（１，８，１２）（０，３，５）（０，３，６）

（０，３，４）（７，１１，１３）（３，４，６）（０，５，６）

（３，５，６）（３，４，１０）（３，６，９）（２，５，６）

（５，６，９）（４，８，１０）（５，６，７）（５，７，１１）

（４，６，１０）　（５，６，１１）　（５，９，１１）

（４，８，１２）　（３，６，１０）　（６，９，１０）

（８，１０，１２）　（４，１０，１２）　（６，９，１３）

（４，９，１０）　（５，９，１３）　（９，１０，１４）

（９，１０，１２）　（９，１１，１３）　（９，１０，１３）

（１０，１２，１４）　（７，９，１１）　（１０，１３，１４）

（９，１３，１４）　（８，１２，１４）　（１２，１３，１４）

（１１，１３，１４）　（３，４，８）

（０，２，５，７）（０，２，３，５）（０，１，２，３）（０，１，３，４）（１，３，４，８）

（１，４，８，１２）（２，５，７，１１）（０，１，３，６）（０，１，３，５）

（０，３，５，６）　（０，３，４，６）　（１，３，４，６）　（０，２，５，６）

（３，４，６，１０）　（１，４，８，１０）　（０，５，６，９）　（３，４，５，６）

（３，４，６，９）　（３，５，６，９）　（１，３，４，１０）　（３，４，８，１０）

（２，５，６，７）　（５，６，７，９）　（５，６，７，１１）　（５，６，９，１１）

（５，７，９，１１）（３，６，９，１０）（４，６，８，１０）（４，８，１０，１２）

（４，６，９，１０）（５，６，９，１０）（５，６，９，１３）（６，９，１０，１３）

（４，６，１０，１２）（５，９，１１，１３）（４，９，１０，１２）（６，９，１０，１４）

（４，１０，１２，１４）　 （４，９，１０，１４）　 （９，１０，１２，１４）

（８，１０，１２，１４）　 （６，９，１１，１３）　 （９，１０，１３，１４）

（７，９，１１，１３）　 （５，７，１１，１３）　 （９，１０，１１，１３）

（１０，１２，１３，１４）　 （９，１１，１３，１４）　 （４，８，１２，１４）

（２，７，１１，１３）　　 （１，８，１２，１４）　　（９，１２，１３，１４）

（７，１１，１３，１４）　　（１１，１２，１３，１４）　　（８，１２，１３，１４）

（０，２，３，５，７）（０，１，２，３，５）（０，１，２，３，４）（０，１，３，４，６）（０，１，３，４，８）

（１，３，４，８，１２）　 （０，２，５，７，１１）　 （０，２，３，５，６）　 （０，１，２，３，６）

（１，４，８，１０，１２）（０，１，３，５，６）（１，３，４，８，１０）（１，３，４，６，８）（０，３，４，５，６）

（０，２，５，６，７）（０，３，５，６，９）（１，３，４，６，１０）（０，３，４，６，１０）（０，２，５，６，９）

（０，３，４，６，９）（３，４，６，９，１０）（３，４，５，６，９）（３，４，６，８，１０）（２，５，６，７，１１）

（０，５，６，９，１１）（２，５，６，７，９）（０，５，６，７，９）（５，６，７，９，１１）（２，５，７，９，１１）

（３，５，６，９，１０）　 （３，５，６，９，１１）　（３，４，８，１０，１２）　 （４，６，８，１０，１２）

（５，６，９，１１，１３）　（３，５，６，９，１３）　（５，６，９，１０，１３）　（４，６，８，９，１０）

（４，８，１０，１２，１４）　 （３，６，９，１０，１３）　 （４，６，９，１０，１３）　（４，６，９，１０，１２）

（４，６，９，１０，１４）　（５，７，９，１１，１３）　（６，９，１０，１３，１４）　（４，８，９，１０，１２）

（４，９，１０，１２，１４）　　　（６，９，１０，１２，１４）　　　 （９，１０，１２，１３，１４）

（６，９，１０，１１，１３）　（２，５，７，１１，１３）　（８，９，１０，１２，１４）　（９，１０，１１，１３，１４）

（８，１０，１２，１３，１４）　（５，９，１０，１１，１３）　（５，９，１１，１３，１４）　（１，４，８，１２，１４）

（７，９，１１，１３，１４）　　（９，１１，１２，１３，１４）　　　（２，７，９，１１，１３）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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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距离概率判断法

在不考虑犛的空间分布的情况下，对参考点

犘而言，将点集中其他的点按其到点犘的距离从

小到大依次排序，则这些点与点犘共同作用构成

Ｖｏｒｏｎｏｉ的多边形的概率依次减少。

如对图１中点犘５而言，其他１４点到它的距

离排序依次为｛６，９，０，３，１１，２，７，１３，１０，４，１４，１，

８，１２｝，那么对点犘５构成的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

如表２、表３所示。

图１　一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Ｆｉｇ．１　１ｏｒｄｅｒＶｏｒｏｎｏｉＤｉａｇｒａｍ

表２　与点犘５共同构成的各阶犞狅狉狅狀狅犻多边形列表

Ｔａｂ．２　ＬｉｓｔｏｆＥａｃｈ犽ｏｒｄｅｒＶｏｒｏｎｏｉＰｏｌｙｇｏｎｉｎＣｏｍｐａｎｙｗｉｔｈ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ｏｉｎｔ犘５

犽＝２ 犽＝３ 犽＝４ 犽＝５

多

边

形

（０，５）　（２，５）

（５，６）　（５，７）

（５，９）　（５，１１）

（０，２，５）　（２，５，７）

（０，３，５）　（０，５，６）

（３，５，６）　（２，５，６）

（５，６，９）　（５，６，７）

（５，７，１１）　（５，６，１１）

（５，９，１１）　（５，９，１３）

（０，２，５，７）　（０，２，３，５）　（２，５，７，１１）

（０，１，３，５）　（０，３，５，６）　（０，２，５，６）

（０，５，６，９）　（３，４，５，６）　（３，５，６，９）

（２，５，６，７）　（５，６，７，９）　（５，６，７，１１）

（５，６，９，１１）　　（５，７，９，１１）

（５，６，９，１０）　　（５，６，９，１３）

（５，７，１１，１３）　　（５，９，１１，１３）

（０，２，３，５，７）（０，１，２，３，５）（０，２，５，７，１１）（０，２，３，５，６）

（０，１，３，５，６）（０，３，４，５，６）（０，２，５，６，７）（０，３，５，６，９）

（０，２，５，６，９）（３，４，５，６，９）（２，５，６，７，１１）（０，５，６，９，１１）

（２，５，６，７，９）（０，５，６，７，９）（５，６，７，９，１１）（２，５，７，９，１１）

（３，５，６，９，１０）（３，５，６，９，１１）（５，６，９，１１，１３）（３，５，６，９，１３）

（５，６，９，１０，１３）（５，７，９，１１，１３）（２，５，７，１１，１３）

（５，９，１０，１１，１３）（５，９，１１，１３，１４）

表３　各个作用点与犘５共同作用的参与频数

Ｔａｂ．３　ＥａｃｈＰｏｉｎｔ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ｅｆｏ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犽ｏｒｄｅｒＶｏｒｏｎｏｉｉｎＣｏｍｐａｎｙｗｉｔｈ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ｏｉｎｔ犘５

参与点 ６ ９ ０ ３ １１ ２ ７ １３ １０ ４ １４ １ ８ １２

频　数 ３５ ２８ ２１ １７ ２１ １９ ２１ １１ ４ ３ １ ３ ０ ０

　　由表２、表３可知，随着点与犘５距离的增大，

其与点共同作用构成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概率

逐渐减少。

证明：犘、犙∈犛，其中犘 为确定的点，犙 为未

确定的点。要证明犘、犙共同作用的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

多边形的存在，即要证明平面上至少存在一点

犕，满足如下的距离和最小条件（犙′∈犛′）：

狘犙犕狘＋狘犘犕狘＋∑
犽－３

犼＝０

狘犕犛′犻狘≤狘犙′犕狘＋

狘犘犕狘＋∑
犽－３

犻＝０

狘犕犛′犻狘 （１）

　　在犘、犛′犻确定的情况下，分析犘、犙的关系满

足式（１）的可能性，条件成立的可能性越大，对应

的多边形区域存在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

狘犘犙狘＋∑
犽－３

犻＝０

狘犕犛′犻狘≤狘犙犕狘＋狘犘犕狘＋

∑
犽－３

犻＝０

狘犕犛′犻狘 （２）

犕 在犘犙 线段上时，等式成立。对｜犘犙｜而言，当

犙到犘 的距离越小时，式（１）成立的可能性就越

大。

本方法只是从数学角度依据距离和最小原则

对式（１）成立进行的概率性分析。约定在不考虑

犛分布状况的条件下，主要是因为式（２）中存在取

犘犙线段上的点时，仍然存在不能保证式（１）成立

的可能性，这是因为由于犕 的选取可能会使∑
犽－３

犻＝０

｜犕犛′犻｜过多增大而抵消了在｜犙犕｜＋｜犘犕｜上的

减小。

１．２　递归不完全归纳法

当犽≥３时，根据犽－１阶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

存在性与不存在性可以部分地推导出犽阶多边形

的存在与不存在性。具体判定性质如下。

性质１　如果犛犽－１的犽－１阶多边形存在，对

任意犘∈犛∩犛犽－１，如果在一阶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中，点

犘所在的多边形与犛犽所确定的多边形至少有两

条共界边，则由犛犽＝犛犽－１∪｛犘｝所作用的犽阶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一定存在。

这条性质首先基于犽－１阶多边形的存在，然

后再根据一阶多边形的分布关系来判断犽阶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存在。如表４所示。

性质２　如果犛犽－１的犽－１阶多边形存在，对

任意犘∈犛∩犛犽－１，如果在一阶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中，点

犘所在的多边形与犛犽所确定的多边形没有共同

的顶点，则由犛犽＝犛犽－１∪｛犘｝所作用的犽 阶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一定不存在。

这一性质与性质１是相反的，没有共同顶点

不仅包含没有共同边界，而且可以说明点犘 与

犛犽－１没有邻接关系，依据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最近

４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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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由犽－１阶多边形存在性依据一阶犞狅狉狅狀狅犻图

分布推导犽阶犞狅狉狅狀狅犻多边形的存在性示例

Ｔａｂ．４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ｙｇｏｎ’ｓ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ｆｒｏｍ（犽－１）

ｏｒｄｅｒＶｏｒｏｎｏｉｔｏ犽ｏｒｄｅｒＶｏｒｏｎｏｉｂｙ１ｏｒｄｅｒＶｏｒｏｎｏｉ

Ｄｉａｇｒａｍ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Ｖｏｒ犽－１

（犛犽－１）

一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中与犛犽－１

至少有两条共界边的犘点
Ｖｏｒ犽（犛犽）

（５，６） ０，９ （０，５，６）（５，６，９）

（１，３，４） ０，６，８
（０，１，３，４）（１，３，４，６）

（１，３，４，８）

（６，９，１０，１３） ４，５，１１，１４

（４，６，９，１０，１３）（５，６，９，

１０，１３）（６，９，１０，１１，１３）

（６，９，１０，１３，１４）

邻近的定义，理所当然犛犽对应的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

边形是不存在的。如表５所示。

性质３　递归排除法则。对犛的犽－２元子

集犛犽－２和互异的两作用点 犘、犙（犘、犙∈犛∩

犛犽－２），如果它们组合而成的两个犽－１元子集

犛′犽－１＝｛犛犽－２∪｛犘｝｝、犛″犽－１＝｛犛犽－２∪｛犙｝｝均不存

在其对应的犽－１阶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则也一定不

存在犛犽＝｛犛犽－２∪｛犘，犙｝｝的犽阶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

形。

表６给出了从低阶多边形的不存在性推导高

阶多边形的不存在性的示例。

表５　由犽－１阶多边形存在性依据一阶犞狅狉狅狀狅犻图分布推导犽阶犞狅狉狅狀狅犻多边形的不存在性示例

Ｔａｂ．５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ｙｇｏｎ’ｓＩ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ｆｒｏｍ（犽１）ｏｒｄｅｒＶｏｒｏｎｏｉｔｏ犽ｏｒｄｅｒＶｏｒｏｎｏｉ

ｂｙ１ｏｒｄｅｒＶｏｒｏｎｏｉＤｉａｇｒａｍ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Ｖｏｒ犽－１（犛犽－１）
一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中与犛犽－１没有

共同顶点的犘点
Ｖｏｒ犽（犛犽）

（５，６） １，８，１２，１３，１４ （１，５，６）（５，６，８）（５，６，１２）（５，６，１３）（５，６，１４）

（１，３，４） ２，５，７，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 （１，２，３，４）（１，３，４，５）（１，３，４，７）（１，３，４，９）（１，３，４，１０）…（１，３，４，１４）

（６，９，１０，１３） １，２，７ （１，６，９，１０，１３）（２，６，９，１０，１３）（６，７，９，１０，１３）

表６　由犽－１阶多边形不存在性推导犽阶犞狅狉狅狀狅犻多边形的不存在性示例

Ｔａｂ．６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ｙｇｏｎ’ｓＩ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ｆｒｏｍ（犽１）ｏｒｄｅｒＶｏｒｏｎｏｉｔｏ犽ｏｒｄｅｒＶｏｒｏｎｏｉ

Ｖｏｒ２（犛） Ｖｏｒ３（犛） Ｖｏｒ４（犛） Ｖｏｒ５（犛）

（０，４）（０，７）（０，８）（０，９） （０，４，７）（０，４，８）（０，７，８）（０，８，９） （０，４，７，８）（０，４，８，９）（０，７，８，９） （０，４，７，８，９）

（１，２）（２，３）（３，５）（５，１０） （１，２，３）（１，２，５）（１，２，１０）（２，３，５）

（２，３，１０）（３，５，１０）

（１，２，３，５）（１，２，３，１０）（２，３，５，１０）

（１，２，５，１０）（１，３，５，１０）

（１，２，３，５，１０）

１．３　最近邻关系判断法

对于犛的任意犽元子集犛犽，如果犛犽中的犽个

点的一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不是一个连通区域，则

犛犽的犽阶多边形一定不存在。这一法则是最近邻

近的最基本原则。

性质４　参考点的存在性。参考点犘位于由

点犘 和到点犘 最近的犽－１个参考点共同作用的

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区域内。

推论：参考点集犛中的每个点均存在有其参

与的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区域。

证明：设 犘 到犛 中其他点的距离序列为

（犘犻
０
，犘犻

１
，…，犘犻狀－２），则有：

狘犘犘狘＋∑
犽－２

犼＝０

狘犘犘犻
犼
狘＝∑

犽－２

犼＝０

狘犘犘犻
犼
狘≤

ｍｉｎ｛Γ（犛犽，犘）狘犛犽 ∈犛｝

由此可知，点犘在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中位于多边形

（犘０，犘犻
０
，犘犻

１
，…，犘犻犽－２）内。

１．４　作用域阻隔判断法

另一方面，也并不意味着与点犘距离远的点

就一定不存在它们共同确定的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

形区域，与点犘近的点就一定存在它们共同作用

的多边形区域，这也是与空间分布性相关的，如图

２（ａ）所示，｜犘１犘２｜＜｜犘１犘３｜，然而却存在 Ｖｏｒ２

（犘１，犘３），不存在Ｖｏｒ２（犘１，犘２）。

图２　阻隔区域与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阻隔判断方法

Ｆｉｇ．２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Ａｒｅａａｎｄ犽ｏｒｄｅｒＶｏｒｏｎｏｉＰｏｌｙｇｏｎ’ｓ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对图２（ａ）中的犘０、犘１、犘３ 作外接圆⊙犗，对

犘１、犘２、犘３ 作外接圆⊙犗１，由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性质

可知，圆心犗、犗１ 是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一个顶点，分析

犘１、犘２ 的关系。在犘１、犘２ 之间，犘０、犘３ 两点的连

线阻断了 犘１犘２，称这种方式为两点阻隔。在

∠犘３犘１犘０ 中且在⊙犗之外的区域称为作用点犘１

相对于阻隔线犘０犘３ 的阻隔区域。

性质５　在二阶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中，参考点犘 不

与其阻隔区域内的参考点犙 共同作用生成多边

形Ｖｏｒ２（犘，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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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质６　在三阶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中，参考点犘 不

与其阻隔区域内的任意两个参考点犚、犙共同作

用生成多边形Ｖｏｒ３（犘，犚，犙）。

以上两点判定性质实际上是利用了两点阻隔

上的两点可以优先与参考点犘 构成二阶、三阶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因而不可能突破阻隔区域寻找

新的参考点与点犘共同发生作用。如图２（ａ）中

犘１、犘２ 不能构成二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图２（ｂ）中

犘１、犘２、犘５ 不能构成三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

定义　点犘的全阻隔域为犛中点犘所有两点

阻隔域的全集。如图２（ｃ）所示为点犘３全阻隔域。

性质７　在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中，参考点犘 不

与其全阻隔区域内的任意犽－１个参考点共同作

用生成多边形Ｖｏｒ犽（犘，…）。

如图２（ｃ）所示，由性质７可知，Ｖｏｒ２（犘３，

犘１）、Ｖｏｒ２（犘３，犘７）、Ｖｏｒ２（犘３，犘９）、Ｖｏｒ３（犘３，犘１，

犘７）、Ｖｏｒ３（犘３，犘１，犘９）、Ｖｏｒ３（犘３，犘７，犘９）、Ｖｏｒ４

（犘３，犘１，犘７，犘９）均不存在。由此可见，性质５、性

质６是性质７的特例。

１．５　存在性与分辨率

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存在性与栅格图像的分

辨率相关，分辨率越大，逻辑多边形的表达越全面。

栅格图像中，由于图像的表达精度与分辨率

直接相关，因而使得有些较小的多边形区域在较

小的分辨率表达的情况下泯灭了，直接导致了图

像上的某个多边形在表达上不存在，而实际在逻

辑上是存在的。为了判断这一类区域，结合分辨

率得出了如下的判定性质。

性质８　对犛中任意一点犘，如果不存在其

参与的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则表明栅格图像的

分辨率不够大。

这一性质反映该存在的多边形在图像中看不

到时，就可能与图像的表达分辨率有关。

性质９　在犽阶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中，以某个

交点犘为圆心，从犛中能够找到犽１（犽１≥３）个共

最小圆的顶点，而如该交点相连的多边形边数为

犽２（犽２≥３），如果有犽２＞犽１，则图像的表达分辨率

不够大。在较大分辨率的图像中，犽阶 Ｖｏｒｏｎｏｉ

多边形将在交点犘处产生新的多边形。

如图３（ａ）所示，在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中有四条边共

一个顶点犕，而以交点犕 为圆心，只能从犛中找

到三个共最小圆的作用点，因而将分辨率放大３

倍后再作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变换，则在原来的犕 点处

多出了一个新的多边形，如图３（ｂ）中圆区域内的

多边形所示。倘若图中犃、犅、犆、犇 点共圆，则无

论分辨率多大，其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在犗点处不会

再发生分裂。

图３　分辨率与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存在性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犽ｏｒｄｅｒ

Ｖｏｒｏｎｏｉ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总之，当根据前面的判断确定某个犽 阶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应该存在而在图上又看不到该多

边形时，就要分析一下是不是与图像的分辨率有

关了。

２　结　语

本文通过多种分析方法，在大量实验的基础

上，全面深入地揭示了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存在

性规律。犽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存在性判断是空间

分析领域的一个新的理论研究方向，它在更深入地

揭示复杂空间实体的分布性规律的同时，也在相关

的空间分析应用中［１０］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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