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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栅格辅助的平面点集最小凸包生成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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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平面点集的最小凸包生成问题，提出一种栅格辅助的算法，预先剔除那些不可能成为凸包顶点的

点，从而提高算法效率，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可近似达到犗（狀），最坏时间复杂度与Ｇｒａｈａｍ扫描算法相同。试

验表明，随着行列数的增加，计算效率先快速递增，随后逐渐减小；当栅格行列数取值为总点数的平方根时，剔

除比接近最大值，算法执行效率亦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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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面点集最小凸包是指对于给定的点集合

犛，能够包含犛集合内所有点并且顶点属于犛 集

合的最小凸多边形［１］。最小凸包是物体形状描

述、特征抽取的一个重要工具，最小凸包算法也被

应用于许多领域，如模式识别、数据挖掘、资源配

置和图像处理等［１１０］。

为提高算法性能，国内外研究者先后设计了

多种算法［３１２］，大致可分为包绕法、内外法、扫描

法、分治法。随着应用的深入，大规模平面点集凸

包的生成已成为 ＧＩＳ等领域面临的重要问题。

栅格化方法具有可扩展性强、算法复杂性小、算法

效率高等优点，其思想被广泛应用于ＧＩＳ的相关

算法中［２２，２３］。

１　栅格辅助的凸包生成算法

Ａｌｋ等
［２４］提出一种通过极值点分区的方法

进行点集的预处理；Ｇｏｌｉｎ等
［２５］利用矩形和斜线

方程合并的方法取得凸包内的一个极大四边形，

事先剔除该四边形内的点。这两种方法相较而

言，前者易于实现且能有效地剔除凸包内的大部

分点，被更为广泛地采用，如文献［２６，２７］中就采

用该方法进行预处理。

为提高内点粗判效率，笔者借鉴在ＧＩＳ中常

用的栅格法思路，设计了一种栅格辅助的点集预

处理方法，基本思路如下：建立一个能覆盖点集的

栅格场，计算出每个点在栅格场中的位置（行号、

列号），然后把每一行最左、最右栅格和每一列最

上、最下栅格内的点保留下来，剔除点集中的其余

点，仅用保留下来的点采用Ｇｒａｈａｍ扫描算法建

立最小凸包。如图１所示，图中点集包含１００个

离散点，建立的栅格场为１０行×１０列，需要保留

的是以下格网单元（图中灰色格网）内的点：第１

行的犇和犌 列，第２行的犈和犔 列，…，第１０行

的犆和犉 列，以及犃列的第４和６行，犅列的第３

和７行，…，犑列的第４和７行。

图１　数据点集剔除过程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Ｒｅｊｅｃ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Ｓｅｔ

按上述思路设计的凸包生成算法，其完整步

骤如下：① 计算点集的空间范围，确定栅格场参

数（栅格大小、行列数等）；② 定义４个一维数组

Ｌｅｆｔ＿Ｃｏｌ、Ｒｉｇｈｔ＿Ｃｏｌ、Ｔｏｐ＿Ｒｏｗ、Ｂｏｔｔｏｍ＿Ｒｏｗ，用

以存储各行上有离散点分布的最左、最右列的序

号，各列上有离散点分布的最上、最下行的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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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扫描点集，计算并记录每个点在栅格场内的行

列号，存储时可通过扩展点数据结构、定义独立的

数组等方式实现，计算中及时更新步骤２中定义

的数组；④ 提取满条件的点，对这些保留点采用

Ｇｒａｈａｍ扫描算法建立凸包，提取条件为：判定点

位于它所在行的最左（或最右）列，或所在列的最

上（或最下）行。

图１中，当行列数均为１时，所有点都会被保

留下来；行列数均很大时（如１０００行×１０００

列），会导致每行上平均分布不足１点，点所在的

列显然也是该行上存在数据点的最左、右列，根据

规则也将被保留下来。由于点集中点的分布千差

万别，从理论上计算具有最佳剔除效果的栅格行

列数存在一定困难，这里仅进行一些初步分析。

设点集犛的点数量为犖，点的分布相对均

匀，栅格化时栅格总数为犕，行列数分别为犔和

犆，这里犔×犆＝犕。若将点集犛视作一个完整的

空间目标，而采用栅格辅助法剔除无关点的过程

可看作是提取空间目标犛的边界线（栅格形式），

边界栅格占总栅格数比例犽越小，则保留下来的

点数越少，换言之，剔除无关点的效果越好。当犛

中点的分布近似于矩形时，待保留的边界栅格数

为２（犔＋犆－２），则栅格保留比犽＝２（犔＋犆－２）

! 犕 ≈２（犔!犕＋１!犔），当栅格总数犕 确定

时，则该式中犔＝犆＝槡犕时可得到犽的最小值，

此时栅格场的行列数相同。

设栅格总数为犕，行列数犔＝犆＝槡犕，平均

每个栅格的点数为狀＝犖 !犕，平均每行的点数

为犿＝犖 !犔＝犖 !槡犕 。就单独一行而言，如

图２所示，该行两端格网内的２狀个点需保留，狀

≥１时，保留比犽＝２狀!犿＝２!槡犕 ，该式表明

狀越小则保留比犽越小；狀≤１时，平均每个网格内

分布不到１个点，由于行两端的点始终会被保留，

因此，两端网格内的点数应计为２（不是２狀），此时

犽＝２!犿＝２!槡犕，狀取值越大则犽越小。由

此可见，当狀＝１即平均每个网格有１个数据点

时，保留比犽最小，对无关点的剔除效果最佳，此

时栅格场的行列数为犔＝犆＝槡犖。

图２　单行格网的边界内点选取

Ｆｉｇ．２　Ｓｅｌｅｃ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Ｓｉｎｇｌｅ

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Ｇｒｉｄ

为了评估上述观点，本文借助一些在特定图

形限制下产生的随机点集进行了若干试验。图３

为采用双椭圆限制产生的随机点集，测试点集中

点的数量分别为５０万、１００万、２５０万以及５００

万，测试时栅格行数与列数相同，通过改变行数

（或列数），测定采用栅格辅助法后可保留点的数

量。测试结果如图４所示，图中横轴为栅格行列

数，纵轴为原始点数与保留点数的比值，本处称之

为剔除比，显然，纵轴方向取值越大，则表明剔除

凸包内点越有效。

图３　双椭圆状测试点集

Ｆｉｇ．３　Ｄｏｕｂｌｅ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ｌｓｈａｐｅｄＰｏｉｎｔＳｅｔ

图４　栅格行列数与剔除比的关系测试结果（１）

Ｆｉｇ．４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ｉｄ

Ｒｏｗｃｏｌｕｍｎ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Ｒｅｊｅｃｔｉｎｇ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１）

分析图４可知，尽管各组测试点集中点的数

量不同，但“行列数剔除比”曲线表现出相似的规

律：随着行列数的增加，剔除比先快速递增，随后

逐渐减小。考虑到制图效果，图中未绘制行列数

超过５０００时的结果曲线，实际上其趋势仍是逐

渐减小直至趋近于１。以其中５０万点的测试点

集为例，当行列数取２．５万、５０万、７５万时，剔除

比分别为６．３２６、１．０１９、１．００５。当栅格行列数取

值为总点数的平方根时，即图４中以星号标记的

位置，４条曲线上的剔除比均非常接近最大值（相

差不超过５％），这与前面的理论分析相吻合。此

外，图４的测试结果还表明，点集中点数越多，栅

格辅助法的剔除效果越好，点数为５００万时，剔除

比达到４００以上，换言之，９９．７５％的点被筛选出

来不必参与后续的凸包计算。

图４的测试点集均是在双椭圆限制下产生

的，点集的空间分布形态完全相同，或有其特殊

性。为此，本文设计了另一组测试，包括３组空间

４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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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不同的数据，分别为椭圆形（图５）、特殊图形

（图６）、长宽比为１０∶１的长条形，每组均包含３６

万点。测试结果如图７所示，它所反映的规律与

图４基本一致。

图５　椭圆状测试点集

Ｆｉｇ．５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ｌｓｈａｐｅｄ

ＰｏｉｎｔＳｅｔ

　　
图６　特殊形状测试点集

Ｆｉｇ．６　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ｈａｐｅｄ

ＰｏｉｎｔＳｅｔ

图７　栅格行列数与剔除比的关系测试结果（２）

Ｆｉｇ．７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ｉｄ

Ｒｏｗｃｏｌｕｍｎ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Ｒｅｊｅｃｔｉｎｇ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２）

２　测试与分析

本文算法的主要思想是借助栅格来判定和剔

除那些对生成凸包没有贡献的内点，减少Ｇｒａｈａｍ

扫描算法中参与排序的点数，以提高算法的总体性

能。在预处理过程中，仅通过３次点集遍历即可实

现内点的剔除，其时间复杂度为犗（狀），随后的Ｇｒａ

ｈａｍ扫描算法时间复杂度为犗（犺ｌｏｇ犺），其中狀为点

集中的总点数，犺为保留点的数量，当犺狀时总

时间复杂度可近似达到犗（狀）。

为评估算法的执行效率，本文采用双椭圆限

制下产生的多组随机点集进行了测试，测试计算

机配置为：ＩｎｔｅｌＣｏｒｅ２１．８３ＧＨｚ，内存１．５ＧＢ，操

作系统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ＰｒｏＳＰ３，编程环境为Ｂｏｒｌａｎｄ

Ｃ＋＋Ｂｕｉｌｄｅｒ６．０。测试中栅格行列数均设定为总点

数的平方根，测试结果如表１、图８所示。

图８　三种算法测试结果对比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表１的测试结果表明，采用栅格辅助法剔除

部分内点后，算法效率的提高非常明显，与不采用

预处理而直接通过Ｇｒａｈａｍ扫描算法生成凸包相

比效率高了近２０倍，与常用的通过极值点分区预

处理方法相比效率提高３倍左右。在剔除内点的

表１　测试结果表

Ｔａｂ．１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ｉｖ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ｉｎｔＳｅｔｓ

总点数／万
栅格辅助法 极值点法

保留点数 预耗时／ｍｓ总耗时／ｍｓ 保留点数 预耗时／ｍｓ总耗时／ｍｓ

Ｇｒａｈａｍ算法

耗时／ｍｓ

１０ １６４９ １４ １５ １１７２５ １６ ３１ ２３４

５０ ３７７３ ６２ ７８ ５８２８２ ９３ ２１８ １３４４

１００ ５５３４ １４１ １５６ １１６１８６ １５６ ４３７ ２８２８

２５０ ８５３３ ３６０ ３７５ ２８８７２７ ４０６ １１５６ ７５６２

５００ １２０３７ ７１９ ７５０ ５７６２６６ ８２８ ２４０６ １５５９４

　　　　　　　　　注：预耗时指进行点集粗判、剔除无关点过程所耗时间，总耗时指从算法执行到计算出凸包的总时间。

耗时方面，极值点分区法略高于栅格辅助法，因为

前者需进行点与直线（极值点间的连线）位置关系

的判断，计算量略高于“点的栅格化”；在剔除内点

的数量上，栅格辅助法比极值点分区法高效得多，

在点数为５００万的测试中，前者剔除了９９．７６％

的点，后者剔除了８８．４７％的点，前者保留下来参

与凸包计算的点数仅为后者的１／４７。

仅就栅格辅助法本身而言，预耗时占用了绝大

部分计算时间（８０％以上），这与剔除凸包内点的高

效率相辅相成，其保留点数犺已远小于总点数狀。

在点数为５００万的测试点集中犺∶狀 近似于

１∶４１５，此时计算凸包的总耗时随狀的增加近似于

线性变化，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可近似达到犗（狀）。

本文借鉴ＧＩＳ中栅格算法的思想，将离散点

分配到相应的栅格块，仅使用边界栅格内的离散

点进行最小凸包的计算，原始点集中的大部分点

被事先剔除，从而有效地提高算法效率。在进一

步研究中，可尝试将本文方法与分治法、极值点分

５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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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等方法结合使用，例如对于参与凸包计算的保

留点，进一步采用极值点分区法进行筛选；对分布

不均的点集，单独针对密集区进行补充过滤。本

文的有关探讨均是基于平面点集进行的，当ＧＩＳ

应用中涉及线、面等类型空间数据时需灵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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