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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新的弯曲识别方法及其相应的算法，实例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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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线的地理形态弯曲与数学概念上的弯曲是

不同的，因此合理地识别弯曲显得极其重要［１］。

一些学者也提出了多种弯曲识别方法，如基于曲

线的单调性特征提出的曲线弯曲识别模型［２］；基

于约束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模型，对曲线上的矢量点

构建三角网，在三角网覆盖区域，由外向内进行三

角形的“剥皮”操作，根据“剥皮”行进过程中遇到

的特征三角形构建二叉树，描述弯曲在深度上的

层次结构［３］；以线的Ｅｐｓｉｌｏｎ曲线（ｅｐｓｉｌｏｎ－ｃｏｎ

ｖｅｘ）理论为基础，利用不同宽度的Ｂｕｆｆｅｒ区域的

中心线来识别曲线的弯曲，并建立这些弯曲的层

次结构［４］等。本文在分析现有弯曲识别方法的基

础上，从视知觉的角度，综合利用曲线的极值点、

拐点、迂回曲线分界点、方向绕动奇异点来识别

弯曲。

１　弯曲的定义

目前常用的弯曲识别方法主要基于极值点、

拐点、直线段绕动方向以及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等。

拐点是线的绕动方向发生变化的点，绕动方

向发生变化的直线段的中点完全可以代表精确的

拐点，其误差在视觉判断的误差范围内［５］。

Ｐｌａｚａｎｅｔ（１９９５）把弯曲定义为两个相邻拐点

之间的几个顶点的集合［６］。图１（ａ）详细说明了

线中直线段的绕动方向，一开始按照顺时针方向

绕动，然后变成逆时针方向绕动，进一步又变成顺

时针方向绕动，在绕动方向发生变化的直线段的

中点就是拐点，图１（ａ）中用“（”表示。按照视觉

判别，图１（ｂ）的犘点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点，

从图１（ｃ）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线可以从犃和犅 处

断开，使该条线在视觉上分为两个“弯曲”。但是，

这条线的拐点却在用“（”表示的地方，若以拐点识

别弯曲，就不符合视觉习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有必要引入一个新的识别弯曲的分界点———方向

绕动奇异点。方向绕动奇异点就是线上直线段绕

动方向和旋转方向都发生变化的点。

图１　以拐点识别弯曲的缺陷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ｎｄ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ｓ

Ｗａｎｇ和 Ｍｕｅｌｌｅｒ（１９９８）把弯曲定义为线上

直线段绕动方向一致的几条相邻直线段的集

合［７］。但是，当遇到如图２所示的迂回曲线时，因

其绕动方向不变，故不能以线上直线段绕动方向

一致作为弯曲的识别依据，应当确定分界点。如

果只是简单地用极值点和端点来识别，如图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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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狓方向的局部极值点作为迂回曲线分界点

（用“×”表示）和端点识别的弯曲，图２（ｂ）是以狔

方向的局部极值点作为迂回曲线分界点（用“·”

表示）和端点识别的弯曲，当迂回曲线段只是一条

曲线的一部分时，这种识别方法也不合理，需要考

虑弯曲的地理形态特征。

图２　迂回曲线的弯曲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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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基于拐点、直线段绕动方向是否一

致的弯曲识别方法都有一定的缺陷。实际上，弯

曲应以线的起止端点、极值点、拐点、方向绕动奇

异点、迂回曲线分界点为分界点，若两分界点的连

线（简称为底线）与这两分界点之间的曲线段不相

交，且除两分界点以外该曲线段至少包含一个极

值点，则该曲线段或该曲线段与底线所围成的多

边形称为弯曲。若曲线段上只有一个极值点，则

为简单弯曲；若有两个及两个以上极值点，则为复

杂弯曲。

２　弯曲识别的新算法

２．１　弯曲识别方法的分析

由拐点和线的起止端点识别的弯曲是简单多

边形，但是对于用极值点和方向绕动奇异点识别

的弯曲，两个极值点的连线与原始线可能相交。

此时该弯曲不是一个简单的多边形，在视觉上不

合理，可采用移位方法解决。

为了满足弯曲在视觉上的完整性，Ｗａｎｇ等

（１９９８）在识别弯曲时考虑了方向绕动角度的大小

和弯曲底线（弯曲的两个端点的连线）的长度［７］。

在弯曲识别过程中，应当考虑弯曲的视觉形态特征。

２．２　弯曲识别的算法

所有方向绕动奇异点的集合为：

犙＝ ｛犙０，…，犙犻，…，犙狀｝

其中，犙犻＝０或１，１表示第犻个顶点为方向绕动奇

异点，同时得到迂回曲线分界点的信息，该集合

为：

犎 ＝ ｛犎０，…，犎犻，…，犎狀｝

其中，犎犻＝１或０，１表示第犻个顶点为迂回曲线

分界点，然后依据拐点位置的集合犉，计算拐点的

集合：

犠 ＝ ｛犠０，…，犠犻，…，犠狀｝

其中，犠犻＝１或０，１表示第犻条直线段上有拐点。

依据集合犠 和犎 以及端点，就可以以它们

为弯曲分界点，并计算这两分界点之间曲线段的

极值点，极值点集合为：

犘＝ ｛犘０，…，犘犻，…，犘狀｝

其中，犘犻＝１或０，１表示第犻个顶点为极值点。

在端点集合和特征点集合犙、犎、犠 和犘 的

基础上就可以实施曲线的弯曲识别，算法如下。

１）找到端点犛狋，以犛狋为起点连接下一个曲线

特征点，若该曲线不是直线，则犘＝始终不成

立，因为即使只有一个弯曲，也有一个犘值。

２）若犙＝犎＝犠＝，则此曲线只有一个弯

曲，结束。

３）若犠＝，无拐点，则犙≡，只需处理犎＝

和犎≠两种情况，若 犎＝，结束。若 犎≠，

则只能依据犎 和犘 识别弯曲。若犠≠，则需要

判断的情况如下：①犙＝，犎＝；②犙＝，犎≠

；③犙≠，犎＝；④犙≠，犎≠。

４）当犠＝，犙≡，犎≠时，只需把端点算

在内，把相邻两个特征点间的曲线段作为一个弯

曲，曲线的弯曲集合为：

｛（０，犻），…，（犽，犲），…，（犿，狀）｝

条件犆１是：

犎犻＝犎犽 ＝犎犲 ＝犎犿 ＝１

　　犎犼≡０，犽＜犼＜犲；犻、犽、犲和犿 都表示曲线上顶

点的位置，而不是坐标（下文的含义都相同）。

当犠≠，犙＝，犎＝时，弯曲集合的条件

犆２是：

犠犻＝犠犽 ＝犠犲 ＝犠犿 ＝１

犠犼≡０，犽＜犼＜犲

弯曲集合的条件犆３为：

犘犻＝犘犽 ＝犘犲 ＝犘犿 ＝１

∑犘犼≡１，犽＜犼＜犲

　　当犠≠，犙＝，犎≠时，弯曲集合的条件

犆４为：

犠犻＝犠犽 ＝犠犲 ＝犠犿 ＝犎犻 ＝犎犽 ＝

　　犎犲 ＝犎犿 ＝１

∑犠犼 ＝∑犎犼≡０，∑犘犼≡１，犽＜犼＜犲
或者，在迂回曲线处弯曲集合的条件犆５为：

犘犻＝犘犽 ＝犘犲 ＝犘犿 ＝犎犻＝犎犽 ＝犎犲 ＝犎犿 ＝１

∑犘犼≡１，犽＜犼＜犲；或者∑犎犼≡１，犽＜犼＜犲

　　当犠≠，犙≠，犎＝时，弯曲集合的条件

犆６为：

犘犻＝犘犽 ＝犘犲 ＝犘犿 ＝犙犻＝犙犽 ＝犙犲 ＝犙犿 ＝１

７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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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犼≡１，或∑犙犼≡１，犽＜犼＜犲

　　在选择犘或犙 的过程中，犙值优先。也可以

用条件犆２，但拐点是通过插值得到的，简称插值

点。若犠犻＝犙犻＝１，则第犻个顶点处不用拐点，而

是用方向绕动奇异点，并且该方向绕动奇异点两

侧原来的两个拐点都不参与弯曲识别。

当犠≠，犙≠，犎≠时，弯曲集合有５种可

以考虑的方案。

１）条件犆７为：

犠犻＝犠犽 ＝犠犲 ＝犠犿 ＝犎犻 ＝犎犽 ＝犎犲 ＝

犎犿 ＝犙犻 ＝犙犽 ＝犙犲 ＝犙犿 ＝１

∑犠犼 ＝∑犎犼≡０，∑犘犼≡１，犽＜犼＜犲

　　拐点是插值点，若犠犻＝犙犻＝１，或犠犻＋１＝犙犻

＝１，则认为此处无拐点，只有方向绕动奇异点，并

且令犠犻＝０，或犠犻＋１＝０，第犻个顶点处不用拐点，

而是用方向绕动奇异点，并且该方向绕动奇异点

两侧原来的两个拐点都不参与弯曲识别。

２）条件犆８为：

犘犻＝犘犽 ＝犘犲 ＝犘犿 ＝犙犻＝犙犽 ＝犙犲 ＝犙犿 ＝１

∑犘犼≡１，或∑犙犼≡１，或∑犎犼≡１，犽＜犼＜犲

　　３）条件犆９为：

犘犻＝犘犽 ＝犘犲 ＝犘犿 ＝１

∑犘犼≡１，或∑犎犼≡１，犽＜犼＜犲

　　４）直接使用条件犆５。

５）从弯曲的地理形态来分，可以利用端点、

犙、犘和犎 进行弯曲识别，弯曲集合条件犆１０为：

犙犻＝犙犽 ＝犙犲 ＝犙犿 ＝犘犻 ＝犘犽 ＝犘犲 ＝

　犘犿 ＝犎犻 ＝犎犽 ＝犎犲 ＝犎犿 ＝１

∑犘犼≡１，或∑犙犼≡１，犽＜犼＜犲

　　在计算过程中，对于一个弯曲的端点二元组

而言，应当考虑的原则包括：① 若犠犻＝犙犻＝１，或

犠犻＋１＝犙犻＝１，则认为此处无拐点，只有方向绕动

奇异点，并且令犠犻＝０，或犠犻＋１＝０，此规则优先

满足；② 在迂回曲线部分，犎犻＝１处可看成是极

值点，因此，若 犎犻＝１，则令犘犻＝１，犎犻＝０；③ 若

犘犻＝犙犻＝１，则令犘犻＝０。

另外，为了保证一个弯曲是一个简单多边形，

需要处理弯曲底线与弯曲的曲线段部分的关系。

３　弯曲识别的实验

图３为曲线犃犅的弯曲识别方法，其中“”表

示曲线犃犅的端点，“■”表示极值点，“■”表示移

动后的极值点，“●”表示方向绕动奇异点，“×”表

示拐点，“ ”表示迂回曲线的分界点，如果在某一

顶点处有两个标识符号，则表明该顶点是两种类

型的点，如图３（ｈ）中的犉点和犌 点，既是方向绕

动奇异点，也是极值点。要对曲线进行弯曲识别，

首先应确定该曲线的拐点，如图３（ａ）所示；在拐

点的基础上判定方向绕动奇异点和迂回曲线分

界点，如图３（ｂ）所示；在拐点和迂回曲线分界点

图３　曲线犃犅的弯曲识别方法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Ｂｅｎｄｓ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ｖｅ犃犅

８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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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确定极值点，如图３（ｃ）所示；然后再进行

弯曲识别。图３（ｄ）是只依据拐点（条件为犆２）识别

的弯曲；图３（ｅ）是依据拐点和迂回曲线分界点（条

件为犆４）识别的弯曲，这里不考虑方向绕动奇异

点；图３（ｆ）是依据极值点和迂回曲线分界点（条件

为犆５）识别的弯曲；这三种方法都无法正确识别图

１８中迂回曲线段上的弯曲。图３（ｇ）是用算法中弯

曲集合的条件犆７ 识别的弯曲。图３（ｈ）是用算法

中弯曲集合的条件犆１０识别的弯曲，因犆点和犈点

的连线与犆点和犈点间的原始曲线段相交，不是

简单多边形，故应对犈点进行移位，直到不相交为

止，即得到犇点。类似的情况还有犑点移到犐点，

犓 点移到犔点，犗点移到犘点，犙点移到犚点。图

３（ｇ）和图３（ｈ）这两种方法识别的弯曲都是完整的

简单多边形，但是，在视知觉上和地理形态上，图

３（ｈ）比图３（ｇ）更合理些。也就是说，以多种特征

点为分界点的弯曲识别方法是合理、可行的。

４　讨　论

以曲线的起止端点、极值点、迂回曲线分界

点、拐点、方向绕动奇异点为分界点来识别弯曲是

比较系统的，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看都是可行的，也

是合理的。但是，选取不同的分界点对同一条曲

线进行弯曲识别，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因此，在实

际应用中，应根据曲线简化的要求，合理地选择分

界点的类型。至于在什么情况下，选取哪些分界

点作为弯曲识别的依据，还有待进一步结合线状

要素的地理形态进行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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