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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讨论了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首最邻近递归收敛特性，即从任一伪最邻近对象开始，递归查找其首最邻近对

象，最后必然收敛于最邻近对象。利用该特性，初步实现了移动目标直接邻近对象的连续查询。

关键词：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最邻近；首最邻近；移动目标；直接邻近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是计算几何中的一种几何结构，

也是空间剖分的一种常用方法［１］。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具

有许多有趣而惊人的数学特性，为研究地学、计算

机科学和数学等领域中的一些问题提供了有力的

工具［２］。文献［３］详细讨论了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几何

性质［３］，文献［２，４］讨论了与ＧＩＳ空间数据建模

相关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重要性质
［２，４］。在此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二维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首最邻近递

归收敛特性，并初步探讨了其在复杂空间关系查

询中的应用。

１　二维犞狅狉狅狀狅犻图的定义

给定二维空间中的点集犘，犘＝｛狆１，狆２，…，

狆狀｝，该点集中的任何一点狆犻对应的二维Ｖｏｒｏｎｏｉ

多边形狆
犞
犻 可以定义为

［２５］：

狆
犞
犻 ＝ ｛狓狘犱（狓，狆犻）≤犱（狓，狆犼），狆犻、狆犼∈犘，

犻≠犼，狓∈犚
２｝

式中，犱表示平面距离函数。犘 中所有点的二维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集合构成点集犘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犘犞：

犘犞 ＝ ｛狆
犞
１，狆

犞
２，…，狆

犞
狀｝

　　显然，该定义可以推广至由点、线和面对象构

成的地理空间中。图１是由点、线和面对象生成

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图１　点、线和面对象对应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Ｆｉｇ．１　Ｖｏｒｏｎｏｉ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ｏｉｎｔｓ，Ｌｉｎｅｓ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ｓ

２　首最邻近递归收敛特性

２．１　基本概念

伪最邻近对象：对于地理对象集犘，犘＝｛狆１，

狆２，…，狆狀｝，犕 是平面上的一个点，如果存在

犱（犕，狆犻）＞犱（犕，狆犼）（其中，狆犻、狆犼∈犘，犕犘），则

称狆犻为犕 的伪最邻近对象。在图２中，犕 点的

最邻近对象是狆５，则狆５以外的所有对象都是 犕

点的伪最邻近对象。

直接邻近对象［６］：对于地理对象集犘中的两

点狆犻、狆犼，如果狆
犞
犻 与狆

犞
犼 具有公共Ｖｏｒｏｎｏｉ边，则

称狆犻、狆犼互为直接Ｖｏｒｏｎｏｉ邻近对象，简称直接邻

近对象。图２中，狆１与狆２，，狆２与狆３，狆３与狆４，，狆４

与狆５等都互为直接邻近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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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首最邻近及其递归收敛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Ｎｅａｒｅｓ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首最邻近对象：犕 是平面上的一个点（犕

犘），狆是犕 点的一个伪最邻近对象（狆∈犘），如果

狆的直接邻近对象集犗
犞
狆（犗

犞
狆犘）中，存在狊且有

犱（犕，狊）＝ｍｉｎ犱（犕，狇犼）（其中，狊∈犗
犞
狆，狇犼∈犗

犞
狆，犕

犗
犞
狆），则称狊是狆点关于犕 的首最邻近对象，即

伪最邻近对象中最有可能成为 犕 点最邻近对象

的对象。如图２中，相对于观测点犕，狆１是犕 的

伪最邻近对象，狆２为狆１的首最邻近对象。同理，

狆３是狆２相对于犕 的首最邻近对象，狆４是狆３相对

于犕 的首最邻近对象，狆５是狆４相对于犕 的首最

邻近对象。

２．２　３个重要性质

性质１　在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中，任一伪最邻近对

象必然存在首最邻近对象。

显然，只要能证明任一伪邻近对象的直接邻

近对象中至少存在一个比该伪最邻近更接近观测

点的对象，即可证明任一伪最邻近对象的首最邻

近对象存在。

证明　在图２中，设犕 是平面中的一点，犘１

是该点的一个伪最邻近点，犞１、犞２、犞３、犞４、犞５分

别是犘１所对应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顶点。犕犘１交

犘１点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于犃，那么在△犃犘２犕 中，

必然存在 犕犘２＜犕犃＋犃犘２（当犘２位于犃犕 上

时，不等式同样成立）。犞３犞４是犘１犘２的垂直平分

线，根据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定义，存在犃犘１＝犃犘２，所

以犕犘２＜犕犃＋犃犘１＝犕犘１，即证明伪最邻近点

犘１的直接邻近对象中至少存在一个对象比伪最

邻近对象距离观测点更近，命题成立。

性质２　最邻近对象不存在首最邻近对象。

证明　假设最邻近对象存在首最邻近对象，

根据首最邻近对象定义，必然存在比最邻近对象

更接近观测点的对象。显然，这与最邻近对象的

定义矛盾，所以假设命题不成立，原命题成立。

性质３　从任一伪最邻近对象开始，递归查

找其首最邻近对象，最后必然收敛于最邻近对象，

即首最邻近的递归收敛特性。递归收敛条件是当

前对象不存在首最邻近对象。

证明　对于观测点犕，设从伪最邻近点犘１开

始，递归查找首最邻近点犘犻，根据首最邻近的定

义可知，距离函数犱（犕，犘犻）为递减函数，即存在

犱（犕，犘犻）＞犱（犕，犘犻＋１）。根据性质２可知，ｍｉｎ

犱（犕，犘犻）＝犱（犕，犘犖犖）（犘犖犖 代表 犕 的最邻近

点），距离函数的值域为［犱（犕，犘犖犖），犱（犕，犘１）］，

说明从任一伪最邻近点开始递归查找首最邻近

点，对应各点到犕 点的距离不断递减，并最后终

止于最邻近点犘犖犖。在图２中，从犕 点的伪最邻

近点犘１沿着首伪最邻近递归查找最邻近犘５的过

程为：犘１→犘２→犘３→犘４→犘５。

对于由点、线和面对象构成的地理对象集，以

上３条性质依然成立。图３是一个复杂地理对象

构成的地理空间及其Ｖｏｒｏｎｏｉ空间剖分。将复杂

地理 对 象 离 散 成 点 集，并 生 成 对 应 点 集 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现查找犕 点的最邻近对象，从任一

点犘１开始，递归查找其首最邻近对象，经过犘１→

犞１→犞２→犞３→犞４→犞５→犞６→犞７→犞８→犘２递归，

最后收敛于最邻近点犘２。将隶属于相同复杂地

理对象的首最邻近点用其母体对象取代，即变成

犘１→犃→犅→犘２，说明采用复杂地理对象整体递

归计算其首最邻近对象同样收敛于最邻近对象。

图３　复杂地理对象的首最邻近递归收敛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ｘ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Ｏｂｊｅｃｔｓ

３　实　例

移动目标的邻近查询是一种新型的空间关系

查询，是基于移动目标的位置流，连续查询当前位

５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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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移动目标的邻近对象集［７］。其中，最常见的是

移动目标的最邻近对象和犽最邻近对象查找。例

如，查询出租车当前位置的最近加油站或３个加

油站。这种查询算法主要依据度量关系并借助

犽Ｄ树、Ｒ树及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法来实现
［８，９］，但是，

对于带有拓扑性质的邻近查询却无能为力，并且

相邻位置查询成果之间无法继承。上文提到的直

接邻近对象查询就属于此类查询，例如，汽车导航

系统适时查找并在地图上标注当前位置相关的地

标，手机导游地图适时查找并显示游客附近的景

点信息等。利用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首最邻近递归收敛

特性，本文提出一种移动目标直接邻近对象的连

续递归查询算法。算法的基本思想是通过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建立空间对象之间的Ｖｏｒｏｎｏｉ邻近关

系，将前一查询位置的最邻近对象设定为当前位

置的伪最邻近对象，通过首最邻近对象递归查找

出当前位置的最邻近对象，然后，以最邻近对象为

线索，通过Ｖｏｒｏｎｏｉ邻近关系图，提取直接邻近对

象。在点状地理对象组成的地理空间中，移动目

标的直接邻近对象查找步骤如下所示。

１）对点集犘进行预处理，计算其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的对偶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并以邻接链表形式存储

邻近关系。图４是一点状地理对象集所对应的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

２）输入移动点犕，通过首最邻近递归查找最

邻近点犆。图４中，从前一查询点的最邻近点２１

经过两次递归找到当前查询点的最邻近点２５。

３）通过邻接链表提取所有以犆为顶点的三

角形集犜。图４中对应的三角形分别是２５１９

２２、２５２２２３、２５２３２４、２５２４１８、２５１８１９。

４）从犜中查找外接圆包含犕 的任一三角形

狋，并将三顶点加入邻近点集犗。图４中的对应三

角形为２５２２２３，当前邻近点为２５、２２、２３。

５）检查与狋共边三角形的外接圆是否包含

犕，如果包含则将其对应的三角形顶点加入犗。

图４中，待查的三个三角形分别是２２１３２３、２５

１９２２、２５２３２４，其中２５２３２４外接圆包含 犕

点，当前邻近点为２５、２２、２３、２４。

６）将新的包含三角形作为当前三角形，重复

执行步骤５）直至没有新的顶点加入。图４中最

后找到的邻近点为２５、２２、２３、２４、１５。

由于此算法是以前一查询结果为出发点，因

而具有很好的相邻查询成果继承性，并将查询范

围限定在相邻查询点之间的局部带状范围内，从

而保证了算法的局部计算特征，避免了对全部数

据的遍历。实验证明，当位置采样频率较高时（即

图４　直接邻近对象的查找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相邻查询点间隔较短），算法具有很好的递归性

能，完全可以满足移动环境中连续查询的实时性

需求。

４　结　语

１）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中，任一伪最邻近对象必然存

在首最邻近对象。

２）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中，最邻近对象不存在首最邻

近对象。

３）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中，从任一伪最邻近对象开始，

递归查找其首最邻近对象，最后必然收敛于最邻

近对象，即首最邻近具有递归收敛特性。

４）移动目标直接邻近对象的连续查询实例

说明，借助首最邻近递归收敛特性可以实现复杂

的空间关系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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