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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散乱点集犞狅狉狅狀狅犻图快速生成算法研究

孙殿柱１　刘　健１　李延瑞１　李心成１

（１　山东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淄博市张店区张周路１２号，２５５０９１）

摘　要：提出了一种高效的三维散乱点集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生成算法。该算法采用点面体数据结构存储

Ｖｏｒｏｎｏｉ单元，初始化首点Ｖｏｒｏｎｏｉ单元，通过单元分裂与单元重组快速生成新增点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单元，并完成

其相邻单元的维护。实验证明，该算法可快速准确地生成任意三维散乱点集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基于该算法可有

效地解决逆向工程中三维散乱数据点拓扑近邻的快速准确查询问题，对产品模型的曲面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三维散乱点集；Ｖｏｒｏｎｏｉ单元；单元分裂；单元重组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广泛应用于地理、地质、医学等领域
［１３］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目前在逆向工程中得到了普遍关注与

深入研究，基于三维散乱点集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可有效

解决数据点的拓扑近邻查询问题，对产品模型的

曲面重建具有重要意义［４６］。目前，三维散乱点集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生成方法主要有增量扩展算法
［７，８］

和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的三角剖分算法
［９，１０］。文献［８］

为Ｖｏｒｏｎｏｉ单元设计了３个三重嵌套结构体数

组，以处理数据交互和表达拓扑关系，使得算法编

程易于实现，且算法解决了由于计算误差导致单

元间产生的“裂缝”问题。但由于该算法是在指定

空间区域内生成点集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在形成新增

点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单元时，需要检测新生成的内部面

是否与边界面相交及单元是否包含边界面等情

况，并进行相应处理，降低了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生成效

率。本文提出了一种高效的三维散乱点集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增量扩展算法。

１　犞狅狉狅狀狅犻单元的数据结构

本文采用点面体数据结构存储 Ｖｏｒｏｎｏｉ单

元，单元数据结构由目标点和多面体组成，多面体

数据结构（如图１（ａ）所示）为单元各面组成的面

表 （双向链表），面数据结构如面犳狀所示，包含两

个链表成员，其中，顶点链表的结点为该面各顶点

在单元顶点表中的引用，各顶点按单元外侧面上

逆时针顺序排列，多面体链表的结点为共用该面

的多面体。单元顶点表的数据结构如图１（ｂ）所

示，为单元各顶点组成的双向链表，单元顶点数据

结构如顶点狏犿所示，其中，面链表的结点为单元

中共用该顶点的面。

图１　 Ｖｏｒｏｎｏｉ单元数据结构

Ｆｉｇ．１　Ｄａｔ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ＶｏｒｏｎｏｉＣｅｌｌｓ

由图１可见，Ｖｏｒｏｎｏｉ单元点面体数据结构

为单元的每个顶点增加了共用该顶点的面表信

息，为每个面增加了共用该面的体表信息，所以该

结构可表示各单元间的拓扑邻接关系。如果存在

边信息，每个顶点被两条边共用，则每个面的各顶

点需重复分配两次内存，所以本文数据结构与点

边面体结构
［８］相比，节省了内存消耗，并且比常

用的翼边数据结构［１１］简单、实用。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８月

２　犞狅狉狅狀狅犻图的生成算法

根据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性质，每个 Ｖｏｒｏｎｏｉ单元

各面上的点到共用该面的单元目标点的距离相

等，提出了增点分裂重组算法，通过单元分裂与单

元重组生成每个新插入点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单元，同时

完成其相邻单元的维护。算法具体内容如下。

２．１　初始化单元

如图２所示，从点集中查找最大点和最小点，

并将最大点的各维坐标增大一个步长，将最小点

的各维坐标减小一个步长，以变化后的两点为对

角点作点集的包围盒，并作为第一个插入点的初

始Ｖｏｒｏｎｏｉ单元，将初始单元添加到其每个面的

共用体链表中。

２．２　获取新插入点的初始单元 （单元分裂）

插入新点，从已有单元中查找包含新插入点

的单元，即目标点与新插入点距离最近的单元，分

裂该单元，获取新插入点的初始单元。如图３（ａ）

所示，犅 为新插入点，单元犃 包含新插入点犅。

单元分裂算法的步骤如下：

１）计算犃、犅两点的中垂面，利用点法式方

程表示，如图３（ａ）所示，犃、犅两点的中点犗 为中

垂面上的一点，向量 →
犅犃为该中垂面法矢。

２）依次遍历单元犃的各面，判断各顶点位于

中垂面的哪一侧，将其分配到分裂后的不同单元

中，具体内容为：① 若原单元中某个面的各顶点

都位于中垂面法矢的正向侧，如图３（ａ）中单元犃

的左侧面，则将该面直接添加到新单元 犃′中；

② 若原单元中某个面的各顶点都位于中垂面的

法矢的负向侧，如图３（ａ）中单元犃的右侧面，则

将该面直接添加到新单元犅中；③ 若原单元中某

个面的各顶点位于中垂面的两侧或某点在该中垂

面上，则求该面与中垂面的交点，并添加到中垂面

的顶点链表中，将该面分裂成两个，并将该面共用

体链表中的成员添加到分裂所得面的共用体链表

中，将分裂后的面分别添加到相应单元中。

３）求单元的分裂面的结合向量 →
犅犃，按右手

法则对中垂面顶点链表中的各点进行排序，形成

分裂面，将其添加到单元犅 中，将该点表逆序排

列形成分裂面，添加到单元犃′中，并将分裂生成

的两个单元添加到分裂面的共用体链表中。

２．３　维护与新插入点初始单元的相邻单元

如图４（ａ）所示，新插入点为犆，包含犆的单

元犅 发生分裂，生成点犆的初始单元和单元犅′，

依次遍历点犆 初始单元的各面，查询其相邻单

元，除了单元犅′外，其他所有相邻单元都需要按

照上述单元分裂过程进行修改。如图４（ａ）中的

单元犃′在新插入点犆的影响下就需要进行修改，

发生单元分裂，分裂结果如图４（ｂ）所示。

在该过程中，可能由于计算误差而导致两单

元间出现“裂缝”，为此，采用文献［８］中的逐线继

承法保证生成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各单元间紧密结

合。

图２　初始化第一个点犃的单元

Ｆｉｇ．２　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Ｃｅｌｌｏｆ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ｏｉｎｔ犃

　　　
图３　单元分裂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Ｆ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Ｃｅｌｌｓ

　　　
图４　修改新插入点犆初始单元的相邻单元

Ｆｉｇ．４　ＭｏｄｉｆｙｔｈｅＣｅｌｌｓＮｅｘｔｔｏ

ｔｈｅＣｅｌｌｏｆＰｏｉｎｔ犆

２．４　生成新插入点的单元 （单元重组）

新插入点初始单元的相邻单元分裂后，将内

部没有目标点的单元与新插入点的初始单元进行

单元重组，生成新插入点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单元，如图

４（ｂ）中的两个虚线单元进行重组后所得单元即

为新插入点犆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单元。单元重组过程

如下：依次遍历待重组单元的各个面，若为公共

面，则将其删除；若有公共点，并且法矢同向，则两

个面需要重组。如图５（ａ）所示，如果两面的点表

中存在一点犕 满足如下两个条件：① 面１中 犕

点的下一顶点与面２中 犕 点的上一顶点相等；

② 面１中犕 点的上一顶点与面２中犕 点的下一

顶点共线，则将犕 点删除，并对面１和面２中的

其他点重新逆时针排序组成新面，如图５（ｂ）所

示。如果两面的点表中存在一点只满足条件①而

不满足条件②，如图５（ｃ）所示面１和面２，则直接

对两面的各点逆时针排序组成新面，如图５（ｄ）中

的面４；若两面存在连续的狀（狀≥３）个顶点相等，

如图５（ｄ）中的面３和面４，则将该相同点链表中

的中间点删除，只保留两端点，对两面的剩余顶点

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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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逆时针排序，组成新面，如图５（ｅ）所示。

图５　单元的面重组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ｔｈｅＦａｃｅｓｏｆＣｅｌｌ

单元 重 组 完 成 后，即 获 得 新 插 入 点 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单元，如图６所示，单元犆′即为新插入点

犆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单元。

图６　单元重组效果图

Ｆｉｇ．６　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ｅｌｌｓ

３　算法时间复杂度分析

采用本文增点分裂重组算法构建数据点个数

为狀的任意三维散乱点集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时间复杂

度分析如下：根据上文所述的算法流程，插入第犻

个点犅，并生成其Ｖｏｒｏｎｏｉ单元。

１）根据两点之间的距离，查找距离第犻个点

犅 最近的目标点，获取包含点犅 的单元犃，其渐

进时间复杂度为犻－１。

２）依次遍历单元犃各面的各顶点，依据其与

向量 →
犅犃的关系对单元犃 进行单元分裂，其渐进

时间复杂度为犳·狆，其中，犳为单元中的最多面

数，狆为面中的最多顶点数。

３）点犅初始单元的相邻单元最多为犳个，需

要进行单元分裂的有犳－１个，所以其时间复杂

度为（犳－１）·（犳·狆）。

４）在第３）步中发生分裂的单元生成的犳－１

个没有目标点的单元与点犅 初始单元进行单元

重组，其渐进时间复杂度为犳·（犳·狆）。

综上所述，本文算法的渐近时间复杂度为：

犜（狀）＝∑
狀

犻＝２

［（犻－１）＋犳·狆＋（犳－１）·

（犳·狆）＋犳·（犳·狆）］＝
１

２
狀２＋（２犳

２
狆－

１

２
）·狀－４犳

２
狆＋１＜

１

２
狀２＋ ２犳

２
狆－（ ）１２ ·狀

　　 文献［８］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犗（狀
３），文献

［１２］给出了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时间复杂度的理论证明，

构建三维任意点集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时间下限为

犗（狀２），可 见，本 文 算 法 构 建 三 维 任 意 点 集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效率相对较高。

４　应用实例

对不同数目的三维散乱点集分别采用文献

［８］算法及本文算法进行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生成，所需

的时间比较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见，采用本文

算法生成的三维散乱点集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效率与文

献［８］算法相比有显著提高。

图７　采用不同算法生成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时间比较

Ｆｉｇ．７　Ｔｉｍ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ＶｏｒｏｎｏｉＤｉａｇｒａｍ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采用本文算法分别对图８所示的三维封闭点

集ｓｐｈｅｒｅ、三维半封闭点集ｆｉｓｈ以及三维随机点

集生成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效果如图８所示。

５　结　语

本文算法可有效地解决逆向工程中三维散乱

数据点拓扑近邻的快速准确查询问题，对产品模

型的曲面重建具有重要意义。与其他相关算法相

比，本文算法具有以下特点：① 采用点面体数据

结构可表示各 Ｖｏｒｏｎｏｉ单元的拓扑邻接关系，结

构简单，易于编程实现；② 通过单元分裂完成新

增点初始Ｖｏｒｏｎｏｉ单元相邻单元的维护，对分裂

后的相应单元进行单元重组，直接生成新增点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单元，避免了对新生成面的大量检测，提

高了三维散乱点集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生成效率；③ 适

用于任意三维散乱点集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准确生成。

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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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三维散乱点集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Ｆｉｇ．８　Ｖｏｒｏｎｏｉ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３Ｄ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Ｐｏｉｎｔｓｅｔ

参　考　文　献

［１］　ＢｏｉｓｓｏｎｎａｔＪＤ，ＮｕｌｌａｎｓＳ．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ｆｒｏｍ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ａｎｄＳｐａｒｓｅ

Ｄａｔａ［Ｃ］．Ｔｈｅ４ｔｈＡＣ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ｉｎＧＩ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９６

［２］　陈军，赵仁亮，乔朝飞．基于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ＧＩＳ空间

分析研究［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３，２８

（Ｓ１）：３２３７

［３］　ＧｅｒｓｔｅｉｎＭ，ＴｓａｉＪ，ＬｅｖｉｔｔＭ．ＴｈｅＶｏｌｕｍｅｏｆＡｔｏｍｓ

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ＶｏｒｏｎｏｉＰｏｌｙｈｅｄｒ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５，２４９：９５５９６６

［４］　Ａｍｅｎｔａ Ｎ，Ｂｅｒｎ Ｍ，Ｋａｍｖｙｓｓｅｌｉｓ Ｍ．Ａ Ｎｅｗ

Ｖｏｒｏｎｏｉｂａｓｅ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１９９８，３２：４１５４２１

［５］　ＡｍｅｎｔａＮ，Ｂｅｒｎ Ｍ．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Ｖｏｒｏｎｏｉ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Ｊ］．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１９９９，２２（１２）：４８１５０４

［６］　黄运保，王启付，武剑洁，等．基于局部三维 Ｄｅｌａｕ

ｎａｙ的插值网格边界增量构造算法［Ｊ］．工程图学学

报，２００４，２５（３）：４６５２

［７］　ＨｕｂｂａｒｄＰＭ．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ｉｎａＲｏｂｕｓｔＡｌ

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Ｖｏｒｏｎｏｉ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Ｔｏｏｌｓ，１９９６，１（１）：３３

４７

［８］　李俊琛，李旭东，刘德学．空间点集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海

量构造算法及可视化技术［Ｊ］．兰州理工大学学报，

２００７，３３（５）：９９１０４

［９］　ＢｒｏｗｎＫＱ．Ｖｏｒｏｎｏｉ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ｆｒｏｍＣｏｎｖｅｘＨｕｌｌｓ

［Ｃ］．Ｉｎ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１９７９，９：２２３２２８

［１０］刘雪娜．三维点集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算法实现［Ｊ］．计算

机辅助工程，２００６，１５（１）：１３

［１１］ＤｏｂｋｉｎＤＰ，ＬａｓｚｌｏＭＪ．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ｎｉｐｕ

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Ｊ］．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ｉｃａ，１９８９，４（６）：３３２

［１２］Ｅｄｅｌｓｂｒｕｎｎｅｒ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ｏｒｉａｌＧｅ

ｏｍｅｔｒｙ［Ｍ］．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７：２１２８

第一作者简介：孙殿柱，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ＣＡＤ／

ＣＡＭ一体化、逆向工程的研究。

Ｅｍａｉｌ：ｄｉａｎｚｈｕｓ＠ｓｄｕｔ．ｅｄｕ．ｃｎ

犃狀犃犾犵狅狉犻狋犺犿犳狅狉犌犲狀犲狉犪狋犻狀犵犞狅狉狅狀狅犻犇犻犪犵狉犪犿狅犳３犇犛犮犪狋狋犲狉犲犱犘狅犻狀狋狊犲狋

犛犝犖犇犻犪狀狕犺狌１　犔犐犝犑犻犪狀
１
　犔犐犢犪狀狉狌犻

１
　犔犐犡犻狀犮犺犲狀犵

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２Ｚ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Ｒｏａｄ，Ｚｉｂｏ２５５０９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Ｖｏｒｏｎｏｉ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３Ｄ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ｐｏｉｎｔｓｅｔ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ｗｈｉｃｈｔａｋｅｓｔｈｅｄａｔ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ｎａｍｅｄ“ｐｏｉｎｔｆａｃｅｐｏｌｙｈｅｄｒｏｎ”ｔｏｓｔｏｒｅＶｏｒｏｎｏｉ

ｃｅｌｌ，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ｚｅｓｔｈｅＶｏｒｏｎｏｉｃｅｌｌ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ｏｉ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Ｖｏｒｏｎｏｉｃｅｌｌ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ｐｏｉｎｔｗａ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ａｆｔｅｒｗｈｏｓｅ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ｃｅｌｌｓｗｅｒｅｃｈａｎｇ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ｆ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ｌｌｓ．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ｃａ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Ｖｏｒｏｎｏｉ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３Ｄ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ｐｏｉｎｔｓｅｔｖｅｒａｃｉｏｕｓｌｙ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Ｔｈｅ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ｉｎ

ｑｕｉｒｉｎｇｆｏｒ３Ｄ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ｐｏｉｎｔｓｅｔｃａｎｂｅ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ｉ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３Ｄ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ｐｏｉｎｔｓｅｔ；Ｖｏｒｏｎｏｉｃｅｌｌ；ｆ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ｅｌｌｓ；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ｌｌｓ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ＳＵＮＤｉａｎｚｈｕ，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Ｄ／ＣＡＭａｎｄｒｅｖｅｒｓ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ｍａｉｌ：ｄｉａｎｚｈｕｓ＠ｓｄｕｔ．ｅｄｕ．ｃｎ

２１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