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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位于建筑物多边形外侧的凹部结构特征及其类型，探讨了一种基于凹部层次结构的建筑物多

边形渐进式化简方法，即以三角形为形状基元，用约束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化方法对建筑物多边形进行空间剖分，

从凹部三角形树中提取三角形序列，通过匹配特征序列识别凹部的基本模式，以确定和实施相应的凹部化简

方法，在此基础上迭代执行识别化简过程，以实现对建筑物复杂凹部的渐进式化简。实验分析表明，该方法

具有结构化和渐进综合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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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比例尺地形图的居民地自动综合中，建

筑物多边形化简是最基础的研究内容之一。由于

建筑物图形轮廓不同于河流、等高线等自然要素，

而普遍呈现直角转折形式，因此通用的曲线化简

算法无法有效地处理建筑物化简［１］。文献［２５］

的研究表明，建筑物化简是关于建筑物多边形中

凸凹区域的有效处理，即实现凹部填充、凸部削平

运算的综合结果。由于内凹与外凸在结构上呈现

为反转交替关系，因此，如何合理地描述凹部的

形态结构并进行有效的组织，从而运用于具有复

杂嵌套凹部的建筑物多边形化简，是值得进一步

深入探讨的课题。本文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Ｄ

ＴＩＮ），对建筑物多边形所在的凸壳进行三角化分

解，以三角面元的特定组合识别凹部的基本模式，

对多边形各凹部迭代执行识别化简过程，实现对

复杂建筑物多边形的渐进式化简。

１　建筑物凹部多边形三角形树的构

建

　　三角形是最简单的几何面元，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

剖分是三角化技术中最为成熟的算法之一。Ｄ

ＴＩＮ具有最大最小角性质与唯一性，十分适用于

线面图形的形态结构分析［６］。将建筑物多边形轮

廓线作为约束边嵌入ＤＴＩＮ就得到约束ＤＴＩＮ。

为了保证生成的ＴＩＮ网的质量以及识别的有效

性，首先应确保建筑物多边形集合（记作犗＝｛犗１，

犗２，…，犗狀｝）中的点犞犻＝｛狏犻１，狏犻２，…，狏犻犿｝均为特

征点，即多边形上任意连续三点不共线。对犞犻生

成ＤＴＩＮ，再嵌入轮廓线段作为约束边，建立单

目标的约束ＤＴＩＮ，记为ＣＤＴ，ＣＤＴ中的三角形

集合为犜犻＝｛狋犻１，狋犻２，…，狋犻犽｝。

１．１　基本定义

为了析取并利用三角形所携带的空间结构信

息，首先对犜犻中的三角形及其相关图形的属性进

行以下分类：边界边，只有一个相邻三角形的边；

凹部多边形，多边形顶点集合的最小凸包与该多

边形轮廓的差集；凹部三角形，被凹部多边形所包

含的三角形；目标内部三角形，被建筑物多边形所

包含的三角形；第１类三角形，只含有一条非约束

边的三角形；第２类三角形，只含有两条非约束边

的三角形；第３类三角形，三条边均为非约束边的



　第３６卷第５期 陈文瀚等：利用约束ＤＴＩＮ进行建筑物多边形凹部结构识别与渐进式化简

三角形。

１．２　凹部三角形树的建立

从建筑物多边形犗犻中提取凹部多边形犘犻＝

｛犘犻１，犘犻２，…，犘犻狉｝。为了便于操作，规定以凹部多

边形的边界边一侧为入口点生成凹部三角形树，

按图１所示的方向遍历犘犻狉中的三角形。如图２

所示，建筑物犗４５有６个凹部多边形，并给出了其

中一个较复杂凹部多边形犘３ 的三角形树。根据

遍历法则，凹部三角形树的性质可以推论如下：

① 第１类三角形必定为叶子结点，叶子结点必定

为第１类三角形；② 第２类三角形有且仅有１个

子结点；③ 第３类三角形必定有２个子结点。

图１　第１、２、３类三角形遍历方向

Ｆｉｇ．１　Ｔｒａｖｅｒｓ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

图２　凹部多边形及其三角形树示例

Ｆｉｇ．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ｃａｖｅａｎｄＩｔｓ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Ｔｒｅｅ

２　凹部结构识别

２．１　凹部基本模式

建筑物多边形的形状虽然千变万化，但是相

对自然要素而言仍是比较规则的，其中存在一些

重复出现的固定形态模式，称为凹部模式。凹部

基本模式是其中凹部结构识别与化简操作的最小

可区分单位，并且不受凹部方向、尺寸等变量的影

响。图３归纳了两种凹部基本模式。与凹部基本

模式对应的凹部三角形序列称为特征序列，用于

唯一地区分凹部基本模式。在图３所示的凹部

中，从凹部三角形树的叶子结点出发、自底向上生

成的序列作为特征序列。用数字１、２、３依次表示

凹部三角形中的第１、２、３类三角形，用表示已

达到边界，于是在图３所示的凹部基本模式中，其

特征序列见表１。

图３　凹部结构的基本模式

Ｆｉｇ．３　Ｂａｓ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Ｃｏｎｃａｖｅｓ

２．２　复杂凹部的结构识别

凹部三角形树是层次结构，而特征序列是线

性的，因此产生的矛盾表现为在复杂凹部中以叶

子结点为起点提取凹部三角形序列的路径不唯

一。考虑到凹部基本模式所包含的三角形数最多

不会超过３个，因此规定从凹部三角形树中自底

向上提取待识别三角形序列片段ω＝（λ１，λ２，λ３）

的规则为：① 对λ１，其值为从树中摘取的一个叶

子结点狋ｌｅａｆ的类型；② 对λ２，若狋ｌｅａｆ有父结点狋ｐａｒｅｎｔ，

其值为狋ｐａｒｅｎｔ的类型，否则λ２ 和λ３ 都为；③ 若

λ２＝２，λ３ 的值为狋ｐａｒｅｎｔ的父结点狋ｇｒａｎｄ的类型，若

狋ｐａｒｅｎｔ已是根结点，λ３ 为；④ 若λ２＝３，λ３ 的值为

狋ｌｅａｆ的兄弟狋ｂｒｏｔｈｅｒ的类型。由上述的三角形序列片

段ω的提取规则在复杂凹部中得到的特征序列

的变体见表１，作为识别凹部模式的依据。

表１　三角形特征序列及其在复杂凹部中的变体

Ｔａｂ．１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凹部基本模式 特征序列 特征序列的变体

单边凹 （１，） （１，３，２）、（１，３，３）

等肩双边凹 （１，２，）

不等肩双边凹 （１，２，２） （１，２，３）

　　复杂凹部是由凹部基本模式复合而成的，但

不仅仅是基本模式的简单叠加。如图４所示的复

杂凹部犃犅犆犇犈，复合的基本方式有两种：① 由

两个单边凹复合而成 （图４（ａ）中的 犃犅犆 和

犆犇犈）；② 由 两 个 不 等 肩 双 边 凹 复 合 而 成

（图４（ｂ）中的犃犅犆犇 和犅犆犇犈），根据前述规则

确定其三角形序列均为（１，３，１），但是两者的图形

结构认知不同，成为同序异构，此时需通过检测联

结顶点的凹凸性以进一步区分凹部模式。令第１

类△犃犅犆和△犆犇犈的联结顶点犆 及其相邻特征

点犅、犇所构成的临时三角形为狋犅犆犇，计算其重心

犗犅犆犇，在犜犻中查找包含点犗犅犆犇的三角形狋犿，若狋犿

是目标内部三角形，犆点为局部凸点，凹部模式可

判断为①；若狋犿 是凹部三角形，犆点为局部凹点，

凹部模式为②。

另外，阶梯形的轮廓也较常见于建筑物外立

面，它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边凹构成，如图５

所示的犃犅犆犇犈。用于识别阶梯式单边凹组的特

５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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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为同组的单边凹具有首尾相连且共线的非约束

边。根据特征序列及其变体识别出单边凹，然后

寻找是否可能存在邻边，进而判断首尾相连的非

约束边是否共线，判断共线的依据是这些边的所

有端点到其拟合直线的垂距小于给定的阈值。

图４　由基本模式复合

而成的复杂凹部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图５　阶梯式单

边凹组

Ｆｉｇ．５　Ｓｔａｉｒｃａｓｅ

ｓｈａｐｅｄ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３　凹部填充的渐进式化简

建筑物多边形化简的目的是消除轮廓线上长

度小于阈值狉的短边。化简结果应尽可能突出几

何特征（如直角转折），删除和夸大是形状化简的

两种基本方式［７］。渐进式化简是从局部到整体的

化简方法，并且强调对每一步化简进行效果评

价［８］。图形局部的化简行为对后续操作的影响表

现为在化简操作下产生了次生凹部。通过更新三

角形信息和凹部三角形树实现渐进式化简所需的

效果评价。迭代地进行基于凹部基本模式的识

别化简操作，以达到弃除目标比例尺下无法分辨

的细节这一目的。化简到某个目标比例尺的最大

迭代次数为凹部三角形树的高度。

３．１　凹部填充的化简操作

对于凹部主要以填充的形式进行化简，按照

填充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以下几种单步化简操作：

① 角填充操作（记作犳１：犠
犉
→
１

犠′，其中犠、犠′

是凹部三角形树的三角形类型序列）。如图６（ａ）

所示的凹部，特点是与凹部相邻的两条长边的延

长线有相交的趋势，相应的化简方式为：删除凹部

特征点犅，并补插延长约束线交点犘作为新特征

点。② 边填充操作（记作犳２：犠
犉
→
２

犠′）。如图６

（ｂ）所示的凹部，特点是与凹部外侧的两条长边

犃犅、犈犉有连成一线的趋势，对应的化简方式为：

将凹部多边形外侧的非约束边犅犈设为约束边，

并删除凹部特征点犆、犇。③ 截边填充操作（记作

犳３：犠
犉
→
３

犠′）。如图６（ｃ）所示的凹部，与凹部相

邻的两条长边犃犅、犈犉既不共线，也没有相交的

趋势，对应的化简方式为：将凹部的底边向外平

移，相当于计算犇犈上的点犘，使点犘满足犅犘∥

犆犇，连接犅犘，并删除凹部特征点犆、犇。④ 拟合

操作（记作犳４：犠
犉
→
４

犠′）。如图６（ｄ）所示的凹

部，根据犃、犆、犈的拟合直线犾计算犃犅犆犇犈 的外

扩点犉、犌到犾的垂足犃′、犈′，删除犃、犅、犆、犇、犈。

⑤ “清场”操作（记作犳５：犠 →
犆
犠′）。经过上述

操作后，一些由多边形特征点退化为共线的非特

征点（如图６（ｃ）中的犅点）需删除，以保证次生凹

部也能被正确地识别。

图６　凹部基本模式对应的化简方式（虚线为旧约束边）

Ｆｉｇ．６　Ｓｉｍｐｌｉｆｙ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凹部化简的渐进式实现过程

凹部渐进式化简是识别模式化简模式这一

过程的迭代，迭代的收敛条件是当前目标比例尺

下不存在小于最小可视长度阈值狉的短边。虽然

目标比例尺的数量值可以是连续变化的，但只有当

数量累积到一定程度时才引发图形的质变。对图

２所示的复杂凹部多边形犘３，设原始比例尺为犕０，

目标比例尺为犕１，计算目标比例尺下的狉所对应

的实地长度狉１。对犘３的渐进式化简过程如下。

１）从三角形树中识别出凹部犃和犅，它们均

有长度小于狉１ 的短边，根据表１匹配得到模式类

型，进行相应的化简：

犠犃 ＝ １，３，（ ）｛ ｝２ 犕
０

犉
→
１

犠′犃＝ ２，（ ）｛ ｝２ 犕
１

犠犅 ＝ １，３，（ ）｛ ｝１ 犕
０

犉
→
３

犠′犅＝ １，（ ）｛ ｝２ 犕
１

　　２）化简产生了次生凹部犆，凹部犆的最短边

长度大于狉１，因此犃、犅 在第一级变换（从 犕０到

犕１）中化简，犆在下一级变换（从犕１到犕２）中化

简：

犠 ＝ １，２，２，２，（ ）２ →
犆
犠犆 ＝ １，２，（ ）｛ ｝２ 犕

１

　　３）以此类推，最后达到化简的最终形态，化

简结束，｛犠犆＝（１，２，２）｝犕
１

犉
→
３

｛犠′犆＝（１，２） →
犆

犠犇＝（１，）｝犕
２

犉
→
１

｛犠′犇＝（）｝犕
３
。

４　实验分析

本文在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２００５开发平台下，利用

ＡｒｃＥｎｇｉｎｅ９．２提供的编程接口对所提出的方法

６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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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实验。建筑物多边形数据来自１∶２０００

南京市区地形图，取化简的最短边长阈值狉＝０．３

ｍｍ，部分化简结果如图７所示。

图７　化简前后的建筑物多边形

Ｆｉｇ．７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Ｐｏｌｙｇｏｎ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从图７可以看出，实验中的８２个建筑物多边

形化简后，其大体形态以及直角特征得到了较好

的保持。以综合前后的建筑物多边形特征点数与

简单凹部个数（即第１类凹部三角形个数）为指

标，从１∶２０００综合到１∶５０００、１∶１万、１∶２．５

万，数量均呈现由快速下降到变化趋缓的过程，见

表２。由于建筑物多边形的最简单形态为矩形，

最终多边形特征点数趋于多边形个数×４，凹部个

数趋于０，因此，这种非线性递减过程与视觉认知

的层次性规律相符合。

表２　实验中建筑物多边形化简的变化量

Ｔａｂ．２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Ｐｏｌｙｇｏｎｓ’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地图比例尺 １∶２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１∶１万 １∶２．５万

特征点数 ２２２２ １０４３ ７５８ ５４２

简单凹部个数 ５９１ ２０１ １１３ ２４

　　本文所提出的考虑凹部细节层次的化简方法

的特点在于：① 可以通过简单有穷的模式与组合

规则实现对建筑物复杂凹部模式的结构识别。

② 利用约束ＤＴＩＮ和凹部结构控制化简，可以

有效地避免图形轮廓产生自相交。③ 通过凹部

三角形树的应用，提供了一种更为结构化的建筑

物多边形渐进式化简策略。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化简只针对单目标进

行，没有把目标之间的冲突考虑进来，完整的综合

过程还应当包括建筑物的合并与选取，因此结果

中建筑物产生了冲突。另外，在凹部和凸部集成

处理等方面的化简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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