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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有效的复杂多边形裁剪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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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扫描线思想和梯形分割技术的多边形裁剪算法，其主要步骤包括：计算主多边形（集）

与窗口多边形（集）的交点，提取所有交点和多边形边界结点的纵坐标（狔）并进行排序；以排序后的狔作水平

扫描线，分别对主多边形和窗口多边形进行梯形分割，获得两组梯形集合；对这两组梯形集合逐行执行梯形单

元“交”运算，最后对结果交集进行边界追踪建立裁剪多边形。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具有较好的计算效率，是

一种比较实用的多边形裁剪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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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边形裁剪广泛应用于ＧＩＳ、计算机图形学

等领域，其目的是提取出裁剪多边形之间重合的

区域。其中，较常见和简单的应用是矩形窗口裁

剪，它是不规则多边形裁剪的特殊形式，目前已发

展了一些较成熟的算法［１５］；而不规则多边形裁

剪，由于相对复杂且更具一般性，其算法设计与优

化也更受关注。

由于任意多边形的形态复杂性，不难想象，直

接基于原始多边形单元设计的裁剪算法亦较为复

杂。因此，本文设想将复杂多边形划分为形态简

单的空间单元，在实现简单空间单元裁剪的基础

上，将计算结果“拼贴”起来获得完整结果。本文

同时借鉴了计算几何中的扫描线概念，在此基础

上设计了一种基于梯形分割技术的多边形裁剪算

法。

１　算法原理

为便于描述，本文约定，被裁剪的多边形称为

主多边形，作为“剪刀”的多边形称为窗口多边形。

栅格法是实现多边形裁剪的较简单的方法之

一，尽管其计算精度受到限制，但栅格法的思想仍

可借鉴，它将多边形分解为简单几何单元（规则栅

格），以这些“基元”为空间运算对象来设计算法。

借鉴栅格法的思路，同时为克服规则栅格导致的

精度不高的缺点，本文设想将复杂多边形分解为

不规则的梯形单元。如图１所示，两个多边形部

分重叠，裁剪后要输出代表重叠区域的多边形。

借鉴计算几何中的扫描线思想，将两个多边形事

先进行梯形分解，并将这种分解限制在统一的扫

描行内，然后逐行进行梯形单元的裁剪，在各行上

获得裁剪结果（梯形），最后将各行的结果拼装起

来，即可实现复杂多边形的裁剪。

图１　算法原理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条带划分是多边形梯形分解和裁剪的基础。

对于单个多边形图层的梯形分解，在划分条带时

相对简单，仅需根据全部多边形顶点纵坐标狔绘

制水平扫描线，多边形顶点均位于扫描线上。由

于多边形裁剪中涉及到两个多边形图层，为保证

所划分的条带不相互跨越，需事先计算两个图层

的交点，将交点视同多边形顶点，同样地绘制扫描

线。利用这些扫描线不难将主多边形和窗口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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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分割为两个梯形集合。从纵轴方向看，空间被

分割成一条条扫描带，由多边形分割成的梯形按

其纵坐标位置“镶嵌”在这些扫描带上。任何一个

梯形都只能被限制在一条扫描带中，不会跨越多

条扫描带。若主多边形与窗口多边形有重叠区

域，则在某些扫描带上，主多边形生成的梯形与窗

口多边形生成的梯形也会部分重叠。多边形裁剪

运算实际上就是逐行地检索和计算梯形间的重叠

区域，或者说，检索两类梯形的“交集”，其结果是

分布在各扫描带上的“交梯形”的集合。

本文设计的多边形裁剪算法，其计算步骤为：

① 计算两个多边形图层的交点；② 针对全部多

边形顶点和图层交点，对其纵坐标狔进行排序，

得到一个代表扫描线序列的数组狔１，狔２，…，狔狀；

③ 根据数组狔１，狔２，…，狔狀建立水平扫描线，将主

多边形层和窗口多边形层分别进行梯形分割，得

到两个梯形集合；④ 在各扫描带上建立“交梯形”

的集合；⑤ 在“交梯形”集合的基础上通过边界追

踪等方法构建裁剪多边形并输出计算结果。

２　算法的关键过程

２．１　计算两个图层的交点

计算交点是为了能在交点处也建立水平扫描

线，从而在后续多边形梯形化时可以将主多边形

和窗口多边形生成的梯形集控制在统一的扫描带

空间上。联想到本文借助扫描线思想实现多边形

的梯形分割，同样也可采用这一思想完成多边形

间的线段求交，思路为：① 分配一个坐标数组，记

录主多边形与窗口多边形上所有结点的纵坐标

值，并对该数组排序；② 以数组中每一个元素值

作水平扫描线，分别将主多边形和窗口多边形的

边打断成小线段，得到两组线段集合；③ 遍历扫

描带，在各扫描带上用窗口多边形生成的小线段

与主多边形生成的小线段两两判断是否相交，若

有交点，则求出交点坐标。

如图２所示，将主多边形与窗口多边形的边分

别打断成小线段后，在第４条扫描带上拿窗口多边

形生成的线段犃、犅分别与主多边形边生成的线段

１、２作相交判断，可以得出线段犅与线段２相交。

２．２　多边形梯形化

在多边形裁剪中，为正确提取出裁剪多边形，

必须对多边形完成全梯形化。在多边形各个结点

处作水平扫描线是为了将多边形的边打断成小线

段，该步骤与多边形求交算法思路中的前两步相

同。完成上述步骤后，对各个扫描带上的小线段

图２　交点计算

Ｆｉｇ．２　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从左至右两个为一组提取并作为梯形斜边构造梯

形。可以证明，无论多边形形态如何复杂，位于每

个扫描带上的小线段个数必为偶数，且是梯形个

数的两倍。如图３所示，该复杂多边形（深色表

示）包含３个洞，且其中一个洞还有岛存在，图中

所标记的扫描带上共有１０条小线段，正好构成５

个梯形，梯形的这种良好特性使得复杂多边形间

的精确裁剪成为可能。需要指出的是，在多边形

边的极值点处（该点的纵坐标同时大于或小于多

边形边界点坐标序列中上一点和下一点纵坐标），

多边形分割成的梯形将退化为三角形，而三角形

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有两个点重合的特殊梯形。

图３　带洞岛的复杂多边形梯形化

Ｆｉｇ．３　ＴｒａｐｅｚｉｕｍＳｐｌｉ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３　扫描带内的梯形求交

算法设计中，可以用一个结构体来表示梯形

单元，结构体中记录了梯形的４个顶点坐标，在每

个扫描带上用一个有序链表来存储该带上所生成

的梯形。在将主多边形集和窗口多边形集分别梯

形化之后，每条扫描带上将产生两个有序链表，因

此，只要对比两条有序链表，找出链表之间梯形的

交集便可以完成该扫描带上梯形的求交运算。

链表在执行插入和删除结点操作时具有很好

的灵活性，可以在每个扫描带上固定主多边形的

链表（为便于描述，将该链表定义为参照链表），拿

窗口多边形所在链表中的梯形逐个与参照链表的

梯形集作比较，判断是否有梯形相交的情形出现。

将上述过程称为梯形与参照链表的“插入”操作，

若待“插入”梯形与链表中的梯形不相交，舍弃该

操作，否则对参照链表中的梯形执行“分裂”运算，

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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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交梯形”进行标记。如图４所示，参照链表

中的灰色部分表示梯形单元，当梯形与参照链表

完成“插入”操作后，该链表中将具有８个梯形单

元，其中黑色部分表示“交梯形”，即主多边形所在

梯形与窗口多边形所在梯形的“交集”。

图４　梯形单元的分裂

Ｆｉｇ．４　ＳｐｌｉｔｏｆＴｒａｐｅｚｉｕｍ

在梯形的“插入”操作中，关键是要判断出该

梯形在参照链表中的位置。在算法初期已完成多

边形线段求交运算，待“插入”梯形与参照链表中

梯形之间不会出现斜边交叉的情况，梯形位置的

判断将变得容易。具体判断方法为：计算梯形两

条斜边中点的横坐标值狓，参照链表中每个梯形

两斜边的狓按照从左至右的方式构成一个有序

坐标序列；通过折半查找求出待“插入”梯形两斜

边中点横坐标狓在坐标序列中的位置，从而推断

出待“插入”梯形两斜边位于参照链表中的位置并

找出该梯形与链表中哪些梯形相交。

２．４　梯形单元提取与面的构建

完成扫描带上梯形求交运算后，各带参照链

表中“交梯形”已生成并被标记。可遍历扫描带上

的参照链表，删除链表中未被标记的梯形，最后保

留“交梯形”集合。“交梯形”相互拼接生成的多边

形集就是裁剪结果，需要建立专门的边界追踪算

法完成面的构建。

将面状多边形数据在空间上划分为更小的几

何单元，并建立相应的边界追踪算法。借鉴前人

思想，可以将梯形看作一种特殊的矩形，在沿着梯

形边界追踪时追踪方向可以以左上、左下、右上和

右下标记。图５显示了一个带洞的多边形，当追

踪到梯形的左斜边时追踪方向为左上或左下；追

踪到梯形的右斜边时，追踪方向为右上或者右下。

一般情形下，在追踪到梯形的某一斜边时，该梯形

所在扫描带的上一行和下一行扫描带中必能找到

两个梯形，且这两个梯形的斜边与当前追踪梯形

的斜边正好相接，从而，沿追踪方向很容易找到下

一追踪梯形。显然，只有在多边形的极值点处其

追踪方向才会发生改变，此时首先判断追踪梯形

当前所追踪的斜边是否与其相邻的梯形斜边相

接，若相接则将该梯形标记为新的追踪梯形并改

变追踪方向；若无法找到符合条件的梯形，则继续

追踪当前梯形的另一斜边，并改变追踪方向。

图５　基于梯形的边界追踪

Ｆｉｇ．５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Ｔｒａｃｉｎｇ

３　实验与分析

实验计算机配置为：奔腾ＩＶ１．８６ＧＣＰＵ，

１．０ＧＢ内存，操作系统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Ｐｒｏｆｅｓ

ｓｉｏｎａｌ。实验结果如表１所示，其中记录了算法３

个主要阶段的时间消耗。结果表明，边界追踪和

面的构建耗时很少，相对于总耗时而言可忽略不

计；多边形求交约占总耗时的３０％；梯形单元的

分裂则占用了大部分计算时间，其主要影响因素

是数据量的大小（坐标点总数）。坐标点总数直接

影响到水平扫描线所构建的扫描带大小，假定多

边形顶点总数为犖＋１，在最坏情形下多边形被

划分为犖 条扫描带，平均每条扫描带上有 犕 个

梯形。在梯形分裂过程中，将新的梯形插入到梯

形链表时，必须通过折半查找进行链表定位，折半

查找的时间复杂度为犗（ｌｇ犕），而总的时间复杂

度为犗（犖ｌｇ犕），一般地犖＞＞犕。多边形数据量

与计算耗时的关系如表２和图６所示，该实验符

合预期设想。为保证不受所选图形影响，设定每

个多边形形状大致相同，且在图上均匀分布。

表１　多边形裁剪实验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ｌｉｐｐｉｎｇＴｅｓｔ

主多边形个数／数据量 窗口多边形个数／数据量 多边形求交耗时／ｓ 梯形单元分裂耗时／ｓ 边界追踪耗时／ｓ 总耗时／ｓ

４００／２．６１Ｍ ２５／８４Ｋ ０．４０６ ０．５３１ ０．０６３ １．１８７

４００／２．６１Ｍ ４００／１．３１Ｍ １．２１８ １．０７９ ０．１１０ ２．７５

２５００／８．２４Ｍ ４００／２．６１Ｍ ３．８２８ ４．８５９ ０．５４７ １０．３４３

１００００／３２．９Ｍ ４００／１．３１Ｍ １０．２９７ ２２．２８２ ０．７６７ ３７．２３５

１００００／３２．９Ｍ ２５００／８．２４Ｍ ２７．５１６ ４１．９５３ ２．５９３ ７５．７１７

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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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多边形裁剪时间实验２

Ｔａｂ．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ｆＣｌｉｐｐｉｎｇ

主多边形个数／数据量 窗口多边形个数／数据量 总耗时／ｓ

２５／８４Ｋ ２５／８４Ｋ ０．０９４

４００／１．３１Ｍ ２５／８４Ｋ ０．５７８

４００／２．６１Ｍ ２５／８４Ｋ １．０７７

２５００／８．２４Ｍ ２５／８４Ｋ ４．２８１

１００００／３２．９Ｍ ２５／８４Ｋ ３１．０６１

图６　多边形坐标点个数与计算时间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ｓＮｕｍｂｅｒｓ

　　在内存占用方面，将多边形分割为梯形单元

占用了额外的内存。在数据组织时，梯形单元分

布在各扫描行内，同一行内的所有梯形的上边共

线，下边也共线（值相同）。因此，梯形结构体中仅

需存储４个顶点的横坐标狓，总计需要１６字节。

根据多边形数据的复杂度与扫描行总数，不难估

计梯形单元的总数据量。假定扫描带行数为２０

万，行均梯形个数为２０，则总数据量为２０万×２０

×１６字节≈６４Ｍ，而目前个人计算机的主流配置

为１～２Ｇ内存。

目前，Ｗｅｉｌｅｒ算法
［６］、Ｖａｔｔｉ算法

［７］和Ｇｒｅｉｎ

ｅｒＨｏｒｍａｎｎ算法
［８］是公认的可以在合理时间内

处理一般情况的多边形裁剪算法。３类算法对多

边形结点所采用的数据结构有所不同，但多边形

间线段求交及弧段重组是整个算法的关键，本文

以ＧｒｅｉｎｅｒＨｏｒｍａｎｎ算法为例说明其算法运行

速度。ＧｒｅｉｎｅｒＨｏｒｍａｎｎ算法以双向链表记录多

边形上结点，假定主多边形和窗口多边形上结点

数各为犖，需要遍历主多边形每条边，考察与窗

口多边形上每条边的相交情况，有线段相交时需

要在主多边形和窗口多边形的结点链表中插入交

点。该操作在最坏情况下，时间复杂度为犗（犖２），

即使采用最小外接矩形法等进行线面关系初判，

也很难避免对链表的多次遍历。上述３类方法都

是针对两个多边形的裁剪，若用于多边形集合间

的裁剪，因为每个多边形需要维护一个结点链表，

多边形间线段求交点及交点信息的插入匹配将变

得较为复杂，算法效率也将受到一定的影响。

以上测试与分析表明，本文算法具有较高的

计算效率，内存占用也不高，完全可满足较复杂的

应用需求。

４　结　语

本文借鉴计算几何中常用的扫描线思想，提

出将裁剪多边形进行梯形分割，将复杂多边形划

分为由简单梯形构成的图元集合，根据各梯形单

元的属性来判定它们是否隶属于裁剪结果，最后

通过边界追踪将离散的梯形单元拼贴为完整的计

算结果。与现有算法相比，该算法的特点为：采用

类似于栅格的方式来组织数据，逐行存储形态简

单的梯形单元，同时又具有矢量算法的计算精度；

可以回避多数矢量算法中存在的弧段切割重组、

出入点关系判定、包含关系计算等复杂过程，算法

实现相对简单。实验与分析表明该算法具有较高

的计算效率，可实现较大数据量的图形裁剪操作，

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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