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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岛屿分布的邻近性、延展性、紧凑性、直线性等特征出发，提出了线性岛屿结构识别的新方法。首

先，以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为空间分析工具，计算岛屿群空间邻近关系，生成空间邻近图；然后，在空间邻近图的

基础上生成 ＭＳＴ图；最后，利用Ｇｅｓｔａｌｔ原则对线性阵列结构的识别效应，在 ＭＳＴ上通过３次剪枝导出线性

岛屿结构。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识别出具有明显线性岛屿结构的目标集，与肉眼视觉识别基本一致。

关键词：线性岛屿阵列；格式塔原则；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ＭＳＴ图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在众多岛屿群分布模式中，线性阵列结构是

最简单而又最普遍的一种，该模式由２～１０个岛

屿组成，几何形态上表现为长条状特点［１］。在

ＧＩＳ空间分析与数据挖掘领域，岛屿群模式识别

一直是一个热点［１，２］。前人关于岛屿群及其他多

边形群的模式识别，主要从几何特征出发，重点考

虑空间位置上的邻近特点。然而形态模式的识别

是一个复杂的空间认知过程［３］，其中针对完形结

构识别的Ｇｅｓｔａｌｔ原则便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

因素。人在视觉感知过程中，总是会自然而然地

有一种追求事物的结构整体性或守形性的趋势。

邻近性、紧凑性、延展性、直线性是主导线性岛屿

阵列视觉感知组织的Ｇｅｓｔａｌｔ因素。本文从岛屿

分布的邻近性、延展性、紧凑性等特征出发，采用

计算几何的最小支撑树（ＭＳＴ）为计算模型，通过

ＭＳＴ图连接边剪枝导出线性岛屿结构。

１　线性岛屿模式识别的几何模型

１．１　空间邻近图

岛屿间邻近分析是一种综合考虑距离、大小

等因素的空间关系判断。本文使用空间邻近图描

述岛屿群内元素间的邻近关系，利用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

角网建立岛屿群的空间邻近图。

提取所有岛屿多边形边界上的点构成一点集

犛，对于局部岛屿多边形相邻两点间距离大的情

形，采用文献［４］的方法进行加密。在点集犛上

建立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本文只考察跨接不同岛屿

的三角形，通过“三角形三顶点是否落在同一岛屿

边界上”的条件进行判断，剔除那些位于岛屿内部

或位于其凹部区域的三角形。此时，岛屿间的空

白区域被三角网所覆盖，由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

最邻近连接特征，跨越两相邻岛屿边界的三角形

集构成了其间的通视区域。空间邻近关系可通过

目标间是否存在通视区域表达。用图论方法表现

岛屿群内目标间的空间关系，邻近关系通过边的

连接表达，连接点代表多边形的重心点，得到的结

果为如图１所示的邻近图。

图１　岛屿群空间邻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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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犕犛犜树

利用目标间通视三角形集计算岛屿间平均距

离，该距离顾及目标形状、布局等因素对目标接近

程度的影响。首先，对通视区域三角形集采用文

献［４］的方法建立骨架线。然后，采用微积分思

想，以通视区域中的三角形为剖分的片元。取垂

直于骨架线的三角形高作为剖分片元的距离，第

犻个片元距离记为犠犻
１
犠犻

２
，骨架线被当前片元所

截断线段记为犘犻犘犻＋１，则目标间平均距离可用加

权平均方法计算：

珡狑＝∑
犽

犻＝０

‖犘犻犘犻＋１‖
犾

‖犠犻
１
犠犻

２
‖

其中，犾为整条骨架线长度；犽表示骨架线穿越三

角形的个数。

将邻近图的边赋予岛屿间平均距离，所得结

果是以距离为权重的加权无向图（见图１）。

为探测线性岛屿结构，采用 ＭＳＴ方法为基

本几何构造［１，５］。基于 ＭＳＴ图的结构探测方法，

通过连接边剪枝得到探测结果，该方法不必预设

分类数目，剪枝可依据连接目标间的相对空间关

系进行，符合线性岛屿结构识别需求。在图１基

础上，采用 ＭＳＴ生成算法，在生成图无闭合环且

边上的距离和为最小的前提下，删除视觉邻近图

上的部分连接边，得到的几何结构见图２。

图２　在图１上生成 ＭＳＴ图（局部放大图）

Ｆｉｇ．２　ＰａｒｔｏｆＭＳＴＴｒｅｅｆｒｏｍ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ＧｒａｐｈｉｎＦｉｇ．１

２　线性岛屿结构探测

从结构识别所遵循的 Ｇｅｓｔａｌｔ原则出发，按

照剪枝次序确定３类 ＭＳＴ图剪枝原则：① 删除

连接目标空间距离远或面积差异大的边，以保持

群结构的同质性；② 删除交汇边，以保持结构的

单连通性；③ 删除转折边，以保持结构的直线性。

２．１　保持性质同质性

考察 ＭＳＴ连接边所连接两侧岛屿间的性质

差异。根据Ｇｅｓｔａｌｔ“简洁、完备”完形原则，如果

岛屿性质差异明显，表明两者间不存在明显分组

结构，连接边强度弱；否则，表明两者间存在分组

结构，连接边强度强。

本文重点考虑空间距离过大、面积差异过大

两类弱连接边的剪枝。以图３为例说明多类性质

差异条件下弱连接边的剪枝过程。首先，预设距

离阈值，将 ＭＳＴ连接边按照被连接目标间的空

间距离由大到小排序，删除空间距离大于该阈值

的连接边；然后，对连接边计算其所连接岛屿多边

形的面积比值（即面积较大与面积较小值的比

值），按照比值从大到小逐级剪枝，当比值小于或

等于预设面积比值阈值时，停止剪枝，保留下的

ＭＳＴ边连接岛屿多边形，构成如图３（ｃ）所示的

结构。

图３　ＭＳＴ保持岛屿结构同质性

Ｆｉｇ．３　ＭＳＴｅｄｇｅＰｒｕｎｉｎｇｔｏ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Ｉｓｌ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２．２　保持结构单连通性

在剪枝所得结果的基础上，考察岛屿结点与

连接边间的邻接关系。按照岛屿结点所拥有邻近

连接边的数目，将其归为３类：Ｉ类为仅与一连接

边具有邻近关系的单连通点；Ⅱ类为与两条连接

边具有邻近关系的中间点；Ⅲ类为与３条或３条

以上连接边具有邻近关系的交汇点。将与交汇点

邻近的连接边称为交汇边。

考察线性岛屿结构识别结果的存在形式。一

种最常见的结构识别结果为线性岛屿结构分散存

在于图面内，结构间不存在相互交叉、叠置情况。

利用空间邻近图中连接边方式表达此类识别结

果，识别结果中不含有交汇点，此类结果具有单连

通性。

以单连通性岛屿分布形态作为本文识别算法

的结果，采用删除交汇边方法实现此目标。删除

交汇边的过程为：① 交汇边取舍。当狀个交汇边

相互邻近时，需要删除狀－２条交汇边以保持单连

通性，采用Ｇｅｓｔａｌｔ原则中紧凑性为附加条件，使

用“定额法”删除空间距离较大的狀－２条边。

② 动态更新连接边分类类型。删除交汇边后，其

连接结点的分类被影响。查询图内是否仍存在交

汇点，如果是转至步骤①，否则停止。

８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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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以上方法，对图３（ｃ）中所示的几何结构

进行 ＭＳＴ剪枝。图４显示迭代式的剪枝过程和

结果，每一次剪枝后结点的类型得以动态更新，最

终结果具有单连通性。

图４　ＭＳＴ边剪枝以保持岛屿结构单连通性

Ｆｉｇ．４　ＭＳＴｅｄｇｅＰｒｕｎｉｎｇｔｏ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Ｓｉｍｐｌ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Ｉｓｌ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２．３　保持结构直线性

在单连通几何结构上，考察邻近连接边的内

侧夹角，如图５中所示角α，规定内侧夹角小于或

等于１８０°。当夹角接近１８０°时，群结构在对应岛

屿结点处延伸方向保持不变，而夹角接近或小于

９０°时，岛屿结点处延伸方向出现明显变化。预设

一角度阈值θ（９０°＜θ＜１８０°），将内侧夹角小于或

等于θ的结点称为转折点，将与转折点具有邻近

关系的连接边称为转折边。

线性岛屿结构识别遵循模式结构延展方向不

变的完形原则。通过转折边的剪枝使识别结果符

合Ｇｅｓｔａｌｔ直线性原则的要求。在相互邻近的两

条转折边中，仅需要删除其中一边。以紧凑性为

附加条件，删除连接目标间空间距离大的转折边，

所得结果如图５（ｂ）所示。

　　对 ＭＳＴ图３次剪枝后，保留下来的 ＭＳＴ边

连接的多组目标群构成最终线性岛屿阵列模式识

别结果。

图５　ＭＳＴ边剪枝以保持结构直线性

Ｆｉｇ．５　ＭＳＴｅｄｇｅＰｒｕｎｉｎｇｔｏ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ｏｆ

Ｉｓｌ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实验数据是某海域内群岛分布图，包含岛屿

１７２个。线性岛屿结构识别的计算过程和结果见

图６。实验结果中包含线性岛屿结构组４８个。

图６　线性岛屿结构识别实验过程与结果

Ｆｉｇ．６　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ＬｉｎｅａｒＩｓｌａｎｄ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本文方法能够识别出具有明显线性岛屿阵列

结构的目标集（如图６（ｅ）中所标示岛屿集犃、犅、

犆、犇、犈），与肉眼视觉识别基本一致。与人工识

别结果相比，实验结果尚存在不足之处。结果中

存在不少由少数岛屿组成的线性岛屿阵列，这与

认知规律不完全一致，因为人类视觉在其他感知

变量一致的前提下，具有将数目较多目标归为一

类的倾向，而非将目标归为多个破碎的分组。从

算法层次上看，这类岛屿阵列产生的原因是在保

持结构单连通性的 ＭＳＴ剪枝过程中，仅考虑交

汇点局部周边关系，并单纯以紧凑性原则来确定

交汇边的取舍而忽略了 ＭＳＴ边的剪枝对全局范

围内线性岛屿阵列延展完整性的影响，其结果是

破坏了部分岛屿结构的延展性。

克服现有 ＭＳＴ图剪枝方法的局限性可从以

下方面进行：首先，对 ＭＳＴ剪枝算法得到的识别

结果进行延展性、紧凑性等方面的判断；然后，根

据上述判断结果，并结合线性岛屿阵列结构间的

９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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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关系，删除孤立的、由少数岛屿构成的岛屿阵

列，合并具有邻近关系且延展趋势明显的岛屿阵

列（如图７（ｅ）所标示阵列 犎、犐）。这些改进涉及

群目标模式的定量测度以及直线阵列间空间关系

的判断，后续研究将着手该问题的解决。

３　结　语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包括：① 以不同知识

背景的人员为参与人员、大样本量的图形为测试

对象，进行线性岛屿阵列识别的认知实验，寻求线

性岛屿阵列模式 Ｇｅｓｔａｌｔ特征的规律，进而确定

模式识别算法的相关参数。② 本文算法只考虑

了从面群空间分布特征为基础的视觉感官组织过

程，而人类对目标集模式的识别还需考虑目标地

理意义特征及上下文环境。岛屿群的地理意义模

型化定义有待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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