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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糊思想的改进犞狅狉狅狀狅犻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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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传统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模型在空间划分时考虑因素单一、依赖欧氏距离等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模糊理

论的改进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模型。将带模糊边界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模型应用到武汉市消防调度系统的模拟突发事件处

理中，结果表明，相比传统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模型，能够提高空间划分精度，将应急调度的准确度提高２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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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作为一种空间划分方式，已被广

泛应用到空间分析、空间查询、空间推理等领域的

研究中［１３］。但是现有的基于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空间

关系研究大多考虑因素单一，且对空间划分仅仅

依赖欧氏距离来实现，只能保证任意一点与其所

在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中心点在欧氏距离上相比其

他中心点更邻近，忽略了路径、速度等因素在实际

空间分析应用中对“邻近”的影响。模糊集合是

Ｚａｄｅｈ于１９６５年率先提出的，是对普通集合的推

广［４］。目前，关于模糊理论与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相结合

的相关研究不多［５，６］。从整体上看，都是将整个

传统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区域扩展为模糊集合。目前，尚

未发现将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边界用模糊的带状区

域来表示的相关研究。本文结合模糊思想，研究

了在考虑诸多影响因素条件下的改进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模型，实现有效的空间分析；提出了模糊区间内各

点的模糊隶属度算法，并研究了确定模糊区间大

小的基本原则。考虑到在实际应用中对“邻近”有

影响的因素较多，本文提出用带状模糊区间代替

原有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边界。

１　改进犞狅狉狅狀狅犻图模型

１．１　模糊理论与犞狅狉狅狀狅犻图模型

在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模型中，依据欧氏距离划分的

势力范围中只有Ｖｏｒｏｎｏｉ公共边的隶属关系不明

确，可以认为Ｖｏｒｏｎｏｉ公共边是一个线状的模糊

区间。当考虑到道路信息等影响因素时，Ｖｏｒｏｎｏｉ

多边形内的对象的隶属关系不确定性增大，此时，

可以将各公共边对应的线状模糊集合进行扩展，

使得整个模糊区间的范围扩大，最终形成一个具

有一定宽度范围的面状区域，如图１所示。

图１　带模糊边界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Ｆｉｇ．１　ＶｏｒｏｎｏｉＤｉａｇｒａｍｗｉｔｈＦｕｚｚｙ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对于包含模糊边界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而言，基于

Ｖｏｒｏｎｏｉ边扩展生成的具有一定宽度和面积的模糊

区域犞犉内部对象的隶属关系是不确定的，模糊区域

外的各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区域犞犼内的对象的隶属关系

是明确的，至于模糊边界的大小则可由公路等级、道

路网密度、路障、单向行驶等影响因子共同决定。

１．２　带模糊边界的改进犞狅狉狅狀狅犻图模型

本文提出的改进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模型的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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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使用逐点插入算法构建初始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

基础上，以Ｖｏｒｏｎｏｉ生长点到对应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

边形各边的欧氏距离的一定比例为模糊区间宽

度，以该模糊区间宽度对该 Ｖｏｒｏｎｏｉ边向内向外

同时扩展得到的一个面状区域作为该Ｖｏｒｏｎｏｉ边

模糊区间，形成带模糊边界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所

有带模糊边界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构成整个改进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其中，处于模糊区间内的点与具有

公共边的相邻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中心点都被认为

是最邻近的，对其邻近关系的划分需根据应用需

求和影响因子来共同决定，而对于非模糊区间内

的点的邻近关系是明确的。

１．２．１　初始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生成

本文采用逐点扫描算法来实现初始Ｖｏｒｏｎｏｉ

图的构建，利用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与Ｄｅｌａｕｎｅｙ三角网对

偶的特性，通过构建 Ｄｅｌａｕｎｅｙ三角网来构建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７］。

１．２．２　带模糊边界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模型的定义

在初始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带模

糊边界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模型的基本定义如下：设犘

＝ 犘１，犘２，…犘犻，犘犼，…犘｛ ｝狀 （３≤狀＜∞，犘犻≠犘犼）

为二维平面上的狀个离散生长点的集合，对于二

维平面空间内的任意一点犘与其生长点犘犻，满足

以下条件：

珟犞犘犻 ＝犞
犖
犘犻 ＋犞

犉
犘犻
（犻＝１，２，３，…，狀） （１）

犞犉犘犻 ＝∪
犿

犽＝１
犘犱 犘，犾（ ）犽 ≤犚犱（犘犻，犾犽），θ犞犲犽｛ ≤

θ犘 ≤θ犞犲犽＋ ｝１ （０≤犚＜１，犿≥３） （２）

犞犖
犘犻 ＝∪

犿

犽＝１
犘犱 犘，犾（ ）犽 ＞犚犱（犘犻，犾犽），θ犞犲犽｛ ≤

θ犘 ≤θ犞犲犽＋ ｝１ （０≤犚＜１，犿≥３，犘∈犞犘犻） （３）

式中，珟犞犘犻为以犘犻为生长点生成的带模糊边界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犞犖
犘犻
表示非模糊区域；犞犉犘犻表示模

糊区域；犞犘犻为生长点犘犻的初始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

区域；犞犲犘犻＝ 犞犲１，犞犲２，…，犞犲｛ ｝犿 为犞犘犻的顶点集

合；犞犘犻 的边集合为犈犘犻 ＝ 犾１，犾２，…，犾｛ ｝犿 ，犾犽＝

犞犲犽犞犲犽＋１（１≤犽≤犿－１），犾犿＝犞犲犿犞犲１，犿 为犞犘犻顶

点的总个数，也是犞犘犻的边的总数；犱 犘犻，犾（ ）犽 为生

长点 犘犻到 边犾犽 的 距 离；犱 犘，犾（ ）犽 为 犘 点 到

Ｖｏｒｏｎｏｉ边犾犽所在直线的距离；θ犞犲犽为以犘犻为极

点、水 平 向 右 的 射 线 为 极 轴 的 极 坐 标 系 中

Ｖｏｒｏｎｏｉ顶点犞犲犽的极角；犚是由综合考虑的各影

响因子共同决定的一个比值。

如图２所示，以犘犻为生长点产生的３个相似

多边形中，最外围的多边形包含的整个内部区域

为生长点犘犻的改进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珟犞犘犻；犞
犖
犘犻
为最

图２　带模糊边界的Ｖｏｒｏｎｏｉ模型组成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ＶｏｒｏｎｏｉＤｉａｇｒａｍｗｉｔｈＦｕｚｚｙ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内层多边形包含的整个内部区域，对于其内部任

意一点犘，在θ犞犲犽≤θ犘≤θ犞犲犽＋１条件下，满足犚＜（犱

（犘，犾犽）／犱（犘犻，犾犽））≤１；犞
犉
犘犻
则是最外层多边形和

最内层多边形之间的整个环带状区域，对于其内

部任意一点犘，同样在θ犞犲犽≤θ犘≤θ犞犲犽＋１条件下，满

足０≤（犱（犘，犾犽）／犱（犘犻，犾犽））≤犚；中间层多边形包

含的整个内部区域则为原始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

犞犘犻。相比原始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带模糊边界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区域向外有所扩展，隶属关系明

确的非模糊区域对内有所收缩。

１．２．３　模糊隶属度

在改进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模型中，定义带模糊边界

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中任意一点犘的隶属度如下：

μ（ ）犘 ＝∑
狀

犻＝１

犿犘犻

∑
狀

犽＝１

犿犘犽

珟犞犘犻

犿犘犻 ＝
０，犘珟犞犘犻

１，犘∈珟犞犘
烅
烄

烆 犻

（４）

式中，狀为改进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中生长点的总个数；

犿犘犻用于表示犘是否位于以犘犻为生长点的改进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珟犞犘犻内，如果是，则取值为１，否则

取值为０；∑
狀

犽＝１

犿犘犽 用于统计犘 总共位于几个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内；任意一点犘隶属于生长点犘犻

的隶属度μ 犘，犘（ ）犻 ∈ ０，［ ］１ 。本模型中，各点的

隶属度根据包含点的带模糊边界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

形的个数决定，此处的包含是指空间上的平面坐

标之间的覆盖关系。如果有狓个带模糊边界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包含该点，则该点对于这狓 个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隶属度均为１／狓。

１．３　模糊区间大小的确定原则

在改进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模型中，犚 的取值直接

决定了模糊边界的大小，它是由对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

势力范围划分有影响的各因子共同决定的。从模

２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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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可以看出，犚值作用的对象是 Ｖｏｒｏｎｏｉ生长点

犘犻到对应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边的犾犽所在直线的距离

犱（犘犻，犾犽）。由于一般情况下，对象犘距离Ｖｏｒｏｎｏｉ

生长点犘犻越远，则犘隶属于犘犻的可能性越小。但

同样，对于在传统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模型中不属于犘犻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内的点或对象则有可能隶属于

犘犻，当考虑到各种实际情况和影响因素时，这种现

象越明显，因此，改进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模型中定义犚

的取值与距离犱 犘犻，犾（ ）犽 成正比，取值范围在区间

［０，１）内，当 犚 取值为 ０ 时，带模糊边界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模型退化为传统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模型。

犚的取值最终是通过统计分析得出的，该统

计分析需综合考虑诸如道路等级、道路网密度、行

车速度、单向行驶、路障等对生成模糊边界有影响

的各实际因素。在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

上，通过计算Ｋａｐｐａ分类精度或者提取划分模糊

边界中异常点的总数不再增加，或者增长趋势逐

渐降低到一个给定的很小的阈值时的区间比例作

为犚 的取值。确定 犚 值后，就可以通过计算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每条边向内向外扩展的模糊边

界对应的多边形，每个模糊区域包含４个顶点。

２　应用案例

实验系统综合考虑了道路等级、道路网密度、

行车速度、单向行驶、路障等影响消防人员快速赶

往事发点的因素，以消防调度反应时间为依据对

各消防站点的势力范围进行划分，并通过对相关

数据的统计分析来研究犚的取值。

２．１　数据说明与条件假设

实验系统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武汉市中心城

区１５９４５条详细的线状道路数据记录、１７条点状

主要消防站点数据记录、７６１０条点状居民地和

主要建筑物数据以及其他各类面状信息数据等。

其中，道路数据主要分为主要道路、次要道路和其

他道路，每条道路又有单向行驶、支持双向行驶、

有路障三种情况。

实验中提出如下假设：市内主要道路平均行

驶速度为３０ｋｍ／ｈ，次要道路平均行驶速度为２５

ｋｍ／ｈ，其他道路平均行驶速度为２０ｋｍ／ｈ。

２．２　考虑因素

实验系统主要考虑的影响因子包括道路等

级、道路网密度、行车速度、单向行驶、路障这５个

因素。道路等级对实验结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不

同的道路其行驶速度和畅通程度不同，道路网密

度影响了实验结果分析的准确性和可信度，行车

速度主要反映不同路段的行驶速度限制，单向行

驶则反映道路是否支持正向行驶、逆向行驶以及

是否包含路障信息。所有这些因素最终都会影响

到快速赶往事发点的最佳路径和最佳出勤点的寻

找，其中，最佳路径以从消防点赶往事发点的最短

时间为基准。

２．３　实验结果分析

系统首先以１７个主要消防站点为生长点生

成初始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并保存初始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中各

边及其节点的信息，根据Ｖｏｒｏｎｏｉ边、Ｖｏｒｏｎｏｉ节

点的坐标信息以及消防站点的坐标信息分别计算

各个Ｖｏｒｏｎｏｉ边向内向外扩展生成的多边形模糊

区间，不同Ｖｏｒｏｎｏｉ边的模糊区间的大小各不相

同，保存所有的模糊区间信息。

以 １７ 个 主 要 消 防 站 点 为 生 长 点 生 成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各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区域认为是相

应消防站点的势力范围，在此区域内的任何一点

发生事故由该消防站点负责处理。使用改进模型

以后可以发现，模糊带状边界中的某些点被重新

划分到其他消防站点的势力范围了，这些点称之

为异常点。对于异常点的判断依据是：如果点犘

位于生长点犘犻的初始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内，但是犘犻

点到达犘 点的最短时间小于其他生长点到达犘

点的最短时间，则 犘 点 不隶属于其所 在 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称犘点为异常点。

利用改进Ｖｏｒｏｎｏｉ模型对空间进行划分后，由

于异常点的存在，使得每个生长点的势力范围发生

了变化。将这种空间划分结果理解为任意一点根

据其所属的势力范围区域将其归属到相应的生长

点（即消防站点）中，可以将平面上的所有点分为

１７类，每一类中的点由相应的消防站点提供服务。

引入混淆矩阵来表示本实验中的空间划分精

度，通过计算Ｋａｐｐａ系数来进行定量评价。犚分

别取０（即传统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０．０５、０．１、０．２、

０．３、０．４、０．５时，其对应的 Ｋａｐｐａ系数分别为

０．７１７０９、０．７７３３５５、０．８１９４２８、０．８７２０６６、

０．９０８０２６、０．９３２３６６、０．９５３３７３。可以看出，传

统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应用于消防调度的准确度在７０％

左右，也就是说，有３０％位置的消防调度是错误

的，即 前 面 所 说 的 异 常 点 位 置。依 据 传 统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划分调度的出勤点并非最佳出勤点，

运用改进的带模糊边界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进行划分

后，精度有明显提高。随着犚 取值的增大，划分

精度也不断提高。当犚取值大于０．４时，准确度

更是达到了９５％以上。相较于传统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采用改进后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进行空间划分后，Ｋ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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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系数提高了０．２以上，即消防调度的准确度提

高了２０％以上。

本例中，随着犚 的不断增大，对平面划分的

精度会不断提高，但同时，模糊边界的宽度也会增

大。由于对模糊区间内的点需要重新判断其归属

生长点，模糊边界宽度的增加必然使计算效率下

降，因此，需要找到一个精度和效率的平衡点，使

异常点的增量变化最小。

通过ＳＰＳＳ软件对犚取值从０．０１～０．７１内

的所有情况下的异常点的增量变化情况进行回归

分析，得到如图３所示的曲线。图３曲线的回归

模型为狔＝４６．５７３－２３７．０４６狓＋４８０．１６８狓
２－

３３１．３８８狓３，该曲线与数据的相关系数达到了

０．９２６。随着犚取值的不断增大，异常点数目虽然

在增多，但其增长趋势不断降低。当犚 取值在

０．３之后，异常点单次增加的数目小于１０个，并呈

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通过对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可以发现，对应于异常点增量变化最小时，犚对应

的取值为０．４８３。

同时，实验对比统计了犚取不同值时，在模糊

区间内改进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模型相比传统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在

提高消防调度反应时间上的对比情况，其中异常点

在不同划分中的部分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改进犞狅狉狅狀狅犻图与传统犞狅狉狅狀狅犻图的模型效率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ｕｚｚｚｙＶｏｒｏｎｏｉ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Ｖｏｒｏｎｏｉ

犚取值
平均时间

改进／ｍｉｎ 传统／ｍｉｎ
缩短时间／ｍｉｎ

０．０５ １３．５０６ １１．０７０ ２．４３６

０．１０ １４．２５０ １１．４５９ ２．７１９

０．１５ １４．４７５ １１．６０６ ２．８６９

０．２０ １４．９４０ １１．９７１ ２．９６９

０．２５ １５．２５５ １２．１６７ ３．０８８

０．３０ １５．６４０ １２．４３９ ３．２０１

０．３５ １６．６５７ １２．７６９ ３．８８８

０．４０ １７．０８６ １２．６００ ４．４８６

０．４５ １７．４０４ １３．１７７ ４．２２７

０．５０ １７．５８１ １３．４１３ ４．１６８

　　从表１可以发现，改进后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模型

在消防调度中的效率相比传统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有明显

的提高，使用改进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模型后，其执行调

度方案平均至少提高了２ｍｉｎ。从表中还可以看

出，当犚 取值大于０．４之后，提高的效率有所降

低，说明异常点数目的增量开始出现明显的下滑，

从图３中可知是在０．４８３之后。通过ＳＰＳＳ软件

对表１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曲线如图４

所示，通过对回归模型进行计算后发现，犚的取值

为０．４８２。

实验结果表明，利用本文提出的改进模型，在

综合考虑众多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可以更准确地

划分平面内点的势力范围归属，从而辅助定位更

优的出勤点，有效提高应急反应速度。

图３　异常点增

量变化曲线

Ｆｉｇ．３　ＣｕｒｖｅｏｆＯｕｔｌｉｅｒｓ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ｓ

　　

图４　改进Ｖｏｒｏｎｏｉ模型

效率变化曲线

Ｆｉｇ．４　Ｃｕｒｖｅｏｆ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ＶｏｒｏｎｏｉＭｏｄｅ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３　结　语

本文引入模糊思想，利用模糊边界对实际空

间划分中的多种复杂因素进行了处理，对传统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模型进行了改进，并研究了带模糊边

界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模型的相关理论和特性。实验结

果表明，相比传统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改进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模

型可以提高空间划分的精度，从而提高整个系统

调度的准确度。当然，本改进模型通过扩展传统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边界来处理实际划分中的多种因素影

响，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划分误差。下一步的

研究工作将尝试把路径、路况、速度限制等多种复

杂因素对势力范围的影响考虑到初始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的划分中，用于解决这些因素对空间划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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