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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于扫描线与梯形分割的面目标空间拓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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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扫描线和梯形分割相结合的方法，实现点／面、线／面和面／面三种类型的拓扑关系计算。以４

交集拓扑模型中的包含和相交关系判定为例，设计了三类面目标拓扑计算方法。测试与分析表明，该算法能

有效实现大数据量下的空间拓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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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目标拓扑关系的描述与判定是 ＧＩＳ空

间关系的重要内容，关系到空间数据的表达、存

储、处理与分析等多个方面［１］。近２０年来，国际

上对拓扑关系的形式化描述、表达及推理展开了

广泛研究，发展了一些较为成熟的空间拓扑模型，

如Ｅｇｅｎｈｏｆｅｒ等提出的４交集模型、９交集模型

等［２５］，国内学者也对 ＧＩＳ空间拓扑关系作了较

深入的研究［６１２］。拓扑关系判定是其中最基础的

问题之一，也是空间数据建库及数据引擎设计中

的关键技术，现有研究多从解析几何角度出发，通

过解算点线、线线、线面等的位置关系，来实现空

间目标的拓扑关系判定［１３２０］。针对某些特定的拓

扑关系判定，也有一些较为高效的算法，如采用栅

格辅助判定点面包含关系［２１］，但该类算法思想往

往会受到适用范围的限制而难以提供一套行之有

效的空间拓扑判定的通用方法。

本文详细阐述了扫描线思想与梯形分割技

术，并以４交集拓扑模型为例，分析研究了算法

原理和实现技术。

１　算法的主要思想

在４交集拓扑关系模型中，针对某空间目标

犃，以犃表示目标犃 的边界，而以犃
０表示目标犃

的内域。两个空间目标犃 和犅 在该模型下的拓

扑关系定义为犚４＝（犃
０
∩ 犅

０，犃０∩犅，犃∩

犅０，犃∩犅），通过这些集合的交集是否为空（

或０）来判断犃 和犅 之间的拓扑关系，理论上共

有２４＝１６种类型
［１１］。在４交集拓扑模型中，点

的边界被定义为空，则点与点的拓扑关系只能是

犚４＝（１，０，０，０）∪（０，０，０，０）。而将线的两个端

点定义为边界，把内域定义为线上除端点外的所

有像素。因此，点／面拓扑关系主要有相离、包含

及点在面边界上３类情形，而线／面拓扑关系有

１６种情形存在，面／面拓扑则只有８种情形。

考虑到多边形在空间上的区域性，若能将多

边形细化为更小的几何单元，则拓扑计算可以简

化为最基本的几何元素间的关系运算，这将简化

算法复杂性并能提高算法性能。为此，笔者借鉴

计算几何中的扫描线思想，采用扫描线分割多边

形，将多边形打散成梯形集合，则面目标的拓扑计

算将转化为点、线与梯形的关系判定。

为便于算法描述，将作为参照的面目标称为

源集，而将待参与拓扑计算的点、线或面目标集合

称为目标集，判断点目标集、线目标集和面目标集

与源集的拓扑关系。通过记录源集中多边形集合

的所有结点纵坐标值，并以该坐标值在空间上作

水平扫描线，将多边形分割为梯形集合（图１）。

在多边形上的极值点处，梯形退化成为三角形，而

三角形可以看作是梯形的一种特殊情形，即梯形

中有两个点完全重合。

从纵轴方向看，空间被分割成一条条扫描带，

多边形生成的梯形则按照其坐标位置“镶嵌”在这

些扫描带上。任一梯形只能被限制在一条扫描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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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多边形与梯形图

Ｆｉｇ．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ｐｅｚｉｕｍＤｉａｇｒａｍ

中，不会跨越多条扫描带。同样地，通过记录线集

合的所有结点纵坐标值并以该值作扫描线，可以

将线打散成小线段链，并按坐标位置将这些小线

段限定在对应的扫描带上。为便于拓扑计算，必

须将多边形生成的梯形和线目标生成的小线段都

限定到统一的扫描带上，因此，可以一次性记录多

边形集合和线集合上所有结点的纵坐标，并以这

些纵坐标值在空间上作水平扫描线。这些扫描线

将多边形打散成梯形，而将线打散成小线段，则空

间拓扑计算将简化为小线段与梯形的空间关系。

如需判断线与多边形是否相交，只需找出某扫描

带内线段链上的一线段与该扫描带上梯形集合中

某一梯形的边有相交情况出现即可。

根据以上思路，拓扑计算的基本操作步骤可

归纳如下：① 根据上述方法将源集中所有多边形

打散成梯形集合。② 分别针对点目标集、线目标

集和面目标集给出相应处理方法，对目标集合中

的目标逐个与扫描带上的梯形集合进行拓扑关系

判定，并推求该目标与源集的拓扑关系。

２　典型拓扑关系计算

在４交集拓扑关系模型中，点／面、线／面和面／

面的拓扑类型较多，采用本文算法思路能较好地实

现各类拓扑关系判定。受篇幅所限，本文以拓扑关

系中的包含（ｃｏｎｔａｉｎ）与相交（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关系为例，

具体分析点／面、线／面、面／面三类典型拓扑计算。

２．１　点／面拓扑计算

点与多边形的拓扑关系主要有包含、分离以

及点在多边形边上３类，这里以点面包含关系

（ｃｏｎｔａｉｎ）判定说明其拓扑计算原理。在将源集

中多边形打散成梯形集合后，目标点与多边形的

包含关系可简化为判断点是否位于梯形内部，若

能判断该点位于某一梯形内，则表示该点与源集

中多边形包含。因为记录多边形上结点纵坐标值

的数组与扫描带有着一一对应关系，知道待求点

纵坐标在该数组中的区间，就可以知道该点应该

位于哪一扫描带上。设纵坐标数组为犢，待求点

的纵坐标值为狔，若犢 ［犻］≤狔＜犢 ［犻＋１］，则该点

位于第犻扫描带内（图２（ａ））。最后逐一比较判断

点是否位于该扫描带上某一梯形内，若位于梯形

内，则点包含于多边形内，否则不包含。在完成多

边形梯形化后，点面包含关系判定耗时主要在两

部分：点位于哪一扫描带上及点是否位于某梯形

内部。点位于哪一扫描带上可以采用对多边形结

点纵坐标值数组进行二分查找法判定（时间复杂

度为犗（ｌｇ狀）），而点与扫描带上梯形的包含关系

判定只用计算该点与梯形两条斜边的关系，当点

位于梯形内部时，该点必定位于梯形一条斜边的

左侧而位于另一条斜边的右侧。因此，只要将多

边形预处理为梯形集合，后续点面判定将变得较

为快速。该方法比较适用于大数据量下的点／面拓

扑关系判断，只用将源集中多边形一次性梯形化，

最后将目标集中点逐个与对应扫描带上的梯形集

合做包含关系判定即可。而在常规射线法中，每个

点与各面包含关系需要作一次初判（一般采用面的

外接矩形），其时间复杂度为犗（狀），当位于外接矩

形内部时，则需要遍历面的各条组成线段，计算水

平射线与线段的交点，最后确定点与该面是否包

含。一个可行的对比实验就是，固定多边形个数，

不断增大点的数目，并判断点与源面集的包含关

系。以实际测试为例，采用本方法，判定１００００点

与１００００面的包含关系，计算机耗时仅１２ｓ，这在

采用射线法与角度和法时是很难做到的。

图２　拓扑计算

Ｆｉｇ．２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２．２　线／面拓扑计算

若待求空间目标是线目标集，则需要记录线

目标和源集中多边形所有结点的纵坐标值，并以

该值作水平扫描线将源集中多边形全部打散成梯

形，并将线目标逐个打散成小线段链，最后以小线

段与梯形的关系来推求该线目标与面目标的拓扑

关系。如图２（ｂ）所示，假定有一线目标，线上结

点序列为犃犅犆，逐个遍历该线目标上的线段，将

各条线段打散成小线段。最后，根据所要判断的

拓扑类型，将各个小线段与对应扫描带上的梯形

对比，一旦满足判断条件即给出判断结果，终止对

该线目标的拓扑计算。小线段与梯形的关系可以

通过对构成小线段的两端点与梯形的包含关系来

推求，当两端点都位于梯形两斜边的同一侧时，小

４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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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段位于梯形外部；当两端点都位于某斜边左侧

而位于另一斜边右侧时，小线段位于梯形内部；当

两端点分别位于梯形某斜边两侧时，小线段与梯

形相交。下面以线／面包含和线／面相交为例分别

加以说明。

线／面包含（ｃｏｎｔａｉｎ）：若拓扑类型为包含，建

立一个ｂｏｏｌ类型数组，表示各线目标与源集的包

含关系，将数组各元素值初始化为真，首先假定所

有的线都包含于面。后续计算目的就是要挑出与

面目标相交或相离的线，并将对应的布尔数组元

素值置假。如图２（ｂ）所示，在将线犃犅打散成５

条小线段后，首先判断出第１条小线段位于该扫

描带最左端梯形的外面，因此该线显然不包含于

源集中面目标。将对应的布尔数组值置为假，并

终止该线的拓扑计算，采用该方法接着计算下一

线目标与源集的包含关系。

线／面相交（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线／面相交关系的判

定只用判断小线段与梯形是否相交即可。因此，

若拓扑类型为相交，同样建立一个ｂｏｏｌ类型数

组，表示各线目标与源集的相交关系，将数组各元

素值初始化为假，首先假定线／面都不相交。需要

找出与面目标相交的线，并将对应的布尔数组元

素置真。在图２（ｂ）中，犃犅所生成的５条小线段

中第４条小线段犔与对应扫描带第一个梯形的

左斜边相交，因此，可以推断该线目标与源集中面

目标相交，将对应布尔数组置为真，并终止该线的

拓扑计算。

２．３　面／面拓扑计算

面状多边形目标可以看作是由该多边形的内

外边界线构成，因此面／面的拓扑计算可以归结为

构成该面的线与源集中面目标的拓扑计算。以

面／面包含关系与面／面相交关系为例，若线／面相

交可以推断出面／面相交，线／面不包含可以推断

出面／面不包含。由于面目标在空间形态上的复

杂性，以构成多边形的线参与拓扑计算并不一定

能完全准确地表达面／面的拓扑关系，比如线／面

包含不一定能确定面／面包含，线／面不相交也不

一定能确定面／面不相交。对于这类特殊情形的

判定方法，下面以面／面包含和面／面相交为例说

明。

面／面包含（ｃｏｎｔａｉｎ）。将面目标当作线目标

按照上述线／面包含拓扑计算处理，此时布尔数组

中，部分元素为真，表示该面包含于源集中面目

标。如图３（ａ）所示，源集中面犃有一个洞，目标

集中犅面上所有线都包含于面犃，但面犅本身并

不包含于面犃。

面／面相交（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将面目标当作线目

标按照上述线／面相交拓扑计算处理，此时布尔数

组中，部分元素为假，表示该面与源集中面目标不

相交。如图３（ｂ）所示，目标面犅所在的边界线不

与面犃 相交，但面犅本身与面犃 是相交关系。

图３　线／面与面／面包含关系与相关关系不一致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ｉｎｅ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ｎｄＰｏｌｙｇｏｎ

ＰｏｌｙｇｏｎＣｏｎｔａｉ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上述两种情形判断出现差异是因为线面判定

未能正确表达线所组成的多边形对源面的覆盖关

系，图３（ａ）中面犅覆盖了面犃 中的洞，而图３（ｂ）

面犅将面犃 完全覆盖。因此，在上述初次拓扑计

算后，包含关系判断中布尔数组为真的面目标和

相交关系判断中布尔数组为假的面目标需要作出

进一步处理。对于上述两种情形下的面目标，线

与梯形判定中面目标上每条线都被遍历过，且被

扫描化并打散成为小线段。考虑到面目标中所有

线段在各对应扫描带上被打断成小线段，若将扫

描带上小线段链从左至右两两组合，其形成的梯

形正是面目标所覆盖的区域。而源面集合在全部

梯形化后，各扫描带上的梯形将扫描带空间分割

为覆盖区域和空白区域，假定某扫描带上有犖 个

梯形，则该扫描带被分割成２犖＋１段区间（图４）。

可以通过标记面目标在对应扫描带上生成的小线

段各自位于哪段区域来标记这种覆盖关系，当面

目标与源面集有覆盖关系时，扫描带上两条相邻

的小线段必定位于不同的区间。因此，在计算面／

面关系时，可以针对每条扫描带，预先分配一个数

组，在每次检验小线段与对应扫描带上梯形关系

时，将此线段在该扫描带所在的区间位置记录在

图４　扫描带上面／面覆盖关系判别

Ｆｉｇ．４　ＰｏｌｙｇｏｎＰｏｌｙｇｏｎＯｖｅｒｌａｙ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ｉｎ

ＳｗｅｅｐｌｉｎｅＲｅｇｉｏｎ

５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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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组中，数组中的值按从小到大有序排列。最后

逐扫描带遍历，按从左至右顺序提取扫描带所对

应数组的值并两两组合比较，若两个值不相等表

示该面与源集中面有覆盖关系，得出判定结果。

如图４所示，源集中多边形在该扫描带上有６个

梯形，则具有１３个位置段，目标集中某面在该带

上有两条小线段，位置分别为５和９，其值不相

等，因此，该面与源集中面相交。

３　测试与分析

笔者在某空间数据引擎开发中，采用以上方法

实现了一个基于扫描线与梯形分割技术的空间拓

扑计算模块，该模块基于４交集拓扑模型，实现了

点／面、线／面和面／面复杂空间目标间的拓扑计算，

其中的拓扑关系包括“相离”、“相接”、“相交”、“覆

盖”、“包含”、“覆盖于”、“相等”等类型。限于篇幅，

本文仅以面／面相交（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关系判定为例说明

有关测试情况。测试计算机配置为Ｐ４１．８６Ｇ

ＣＰＵ，１．０ＧＢ内存，操作系统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表１

为其中一组测试结果，其中记录了算法３个主要阶

段的耗时。在数据预处理阶段，多边形结点按纵坐

标值进行排序是其主要操作，采用了较高效的快速

排序算法，时间复杂度为犗（犖ｌｇ犖），犖为参与排序

的狔值个数，在最坏情形下为多边形的结点总数。

在多边形梯形化过程中，需要将构成多边形的线段

分割为小线段并逐个、有序地插入到相应的扫描带

内，假定平均每个扫描带上小线段个数为犕，则在

一个扫描行上进行小线段的折半排序时间复杂度

为犗（ｌｇ犕），完成所有扫描带上的梯形构建的时间

复杂度至多为犗（犖ｌｇ犕），一般地，犖犕。

　　为分析多边形数据量与计算时间的关系，表

１中的测试数据可分为两组，一组固定源面集中

多边形数据，逐步增加面目标集合中多边形数据

（第１～４行）；另一组固定面目标集合中多边形数

据，逐步增加源面集中多边形数据（第５～８行）。

总计算时间与数据量间的关系曲线如图５所示，

两者均接近于线性关系。

表１　面／面相交（犻狀狋犲狉狊犲犮狋）拓扑计算时间测试

Ｔａｂ．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ｉｍｅｏｆ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面目标集中多边形

个数／数据量

源面集中多边

形个数／数据量

数据预处理

耗时／ｓ

源面集中多边形

转换梯形耗时／ｓ

目标面中多边形

拓扑判断耗时／ｓ
总耗时／ｓ

４００／２．６１Ｍ ２５００／８．２４Ｍ ０．１０９ ０．１４８ ０．０７８ ０．３７９

２５００／８．２４Ｍ ２５００／８．２４Ｍ ０．２１９ ０．３１２ ０．１０９ ０．７３５

１００００／３２．９Ｍ ２５００／８．２４Ｍ ０．５４７ ０．９５３ ０．７０３ ２．５

４００００／１３１Ｍ ２５００／８．２４Ｍ ２．８７５ １．５１６ ２．０１５ ６．８９０

４００００／１３１Ｍ ４００／２．６１Ｍ ２．７５０ ０．２５０ １．３６０ ４．６２５

４００００／１３１Ｍ ２５００／８．２４Ｍ ２．８７５ １．５１６ ２．０１５ ６．８９０

４００００／１３１Ｍ １００００／３２．９Ｍ ３．３２８ ４．４６９ ２．６８７ １１．５０７

４００００／１３１Ｍ ４００００／１３１Ｍ ９．２１９ １１．１１７ ２．２３５ ２３．７１９

图５　拓扑计算耗时与源面集中结点数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ＴｉｍｅａｎｄＮｏｄｅｓ

ｉｎＡｒｅａＴａｒｇｅｔｓ，ＮｏｄｅｓｉｎＡｒｅａＳｏｕｒｃｅｓ

　　存储梯形单元时额外占用了一些内存，这些

梯形单元分布在各扫描行内，同一行内的所有梯

形上边共线、下边也共线（狔值相同，不必重复记

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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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扫描行总数为２０万，行均梯形个数为

２０，则总数据量约为２０万×２０×１６字节≈６４Ｍ，

远低于目前主流配置个人计算机的１～２Ｇ内存。

需要指出的是，在算法的具体实现中，为便于组织

数据，在各扫描带上以链表方式组织梯形单元，由

于存储了指针信息，数据量会略高于估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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