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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利用地图代数栅格路径距离变换原理求解欧氏障碍空间最短路径问题的方法（ＭＡＥＳＰＯ），实

现了二维障碍空间最短路径的一个栅格解法，并且把障碍物、源、汇图形都扩大到任意形态图形。给出了基于

地图代数的障碍空间下距离变换方法（ＭＡＤＴＯ），其简便地生成了整个障碍空间所有点的趋源距离，从而成

为犈２生成所定义障碍空间下各任意形态图形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实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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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氏障碍空间的最短路径问题（ＥＳＰＯ）是一

般所见道路网最短路径的广义问题［１］。对障碍空

间而言，无障碍空间是其特例。空间障碍物是指

全形态图形———它是点、自然曲线段（包括折线、

曲线段及其组合线段）、自然曲面体（包括平面多

面体、曲面多面体及其组合）以及它们的组合。本

文中的出发地与目的地（称为源和汇），也由单点

扩展为全形态图形。经这两个扩展后的ＥＳＰＯ

问题，称之为广义ＥＳＰＯ问题。

传统的ＥＳＰＯ解决途径是通过矢量方式，对

于平面ＥＳＰＯ问题，常用可见图算法
［１２］，其效率

比较高，但如果障碍物数量较多，或者障碍物边界

复杂，或障碍物边界包含曲线而要用折线来逼近

时，无向图就会变得很大，搜索也会变得漫长。对

于三维ＥＳＰＯ的求解，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虽然

三维视图绘制容易，但平面可视图无数，采用平面

可视图方法往往无从着手。

综合ＥＳＰＯ的研究现状
［２６］，尽管对于二维问

题理论上利用可见图方法已经解决，但实际中仍

会出现一些具体的新问题；对于三维欧氏障碍空

间的最短路径问题，至今尚未见有效算法。

地图代数是一种原创性栅格方法［７］。它遵循

计算科学把实数变换到整数研究的宗旨，把实数

平面变换到整数平面，并使栅格行的增加方向与

狔轴一致，以整数平面代替栅格平面，也同样把实

数三维变换到整数三维来讨论图形集合的变换和

运算。ＭＡＥＳＰＯ尝试以地图代数方法为基础来

解决广义ＥＳＰＯ问题。

１　犕犃犈犛犘犗方法原理

在静水面上投一块石头（起点），产生水波（一

次波）以相同的速度向四面八方扩散，遇到障碍，

原方向传播受阻，其他方向补充传播，这是可以数

值模拟的。其中，距离传播是关键，一旦水波到达

所需终点时，沿等距波的梯度方向逆向回溯，回溯

的路径便是最短路径。本文把计算并标识空间点

（对参照体）距离的过程称为距离变换。

引入地图代数［８］中的几个定义：

定义１　栅格路径定义为指定两定点犪、犫所

属栅格中心间的，并由相通栅格中心间线段组成

的有序线段集，其相应累积长度称为栅格路径长

度。一般情况下，两定点间栅格路径并不唯一，往

往有很多，其中有一条具有最短累积长度的栅格

路径最有意义，在无障碍时，它即为指定两定点所

属栅格中心间的直线段；若有障碍，则为绕过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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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短栅格路径，其长度称为栅格路径距离。

栅格路径长度相当于通常平面上的路径长

度，最短的栅格路径距离与通常平面上的最短路

径距离基本上是一样的，并且随所选定栅格尺度

的变小（分辨率提高），两者之间趋向一致。最短

栅格路径距离值是唯一的（而最短栅格路径理论

和实践上并不一定是唯一的）。

定义２　给定一个（２狀＋１）×（２狀＋１）的固定

栅格作为（二维）模板，狀为自然数。模板栅格路

径定义为以给定模板的中心至模板的其他各个栅

格中心间的有限个方向线段作元素，进行组合，用

来表示两给定点犪、犫的栅格路径。其相应累积长

度称为模板栅格路径长度，称模板中心向周围栅

格中心的方向线段为方向路径。

给定模板的中心至其他各个栅格中心间的方

向线段，是对称于坐标轴和斜率为±１直线的，度

量斜率相同的线段得到整数值的基本单位线段长

度可一样，故往往可在１／８象限中讨论。此模板

各方向路径的基本单位线段长度具有的（一组）相

异数值序列，称之为该模板的（一组）栅格路径尺

度基底，简称基底（例５×５模板中的１、２１
／２、

５１
／２），相应基底的各方向线段称为基底线段。一

般情况下，两定点间的实际模板栅格路径可由该

模板中所有的各种基底线段整数线性组合而成，

同样，往往有很多，其中具有最短累积长度的路径

最有意义。对给定点犪而言，任一点犫一旦确定，

它的相应累积长度与最短栅格路径距离的差为最

小，是唯一的，表示为犱犚（犪，犫）。这是栅格障碍空

间条件下，在该模板下，任一点犫对于源犪的唯一

最小趋源距离，称之为模板栅格路径距离。

显然，随着设定模板由小到大，此基底序列在

整个栅格平面上是个确定的、不断增添的无穷序

列，但在一确定大小的区域内，总可使任意犪、犫点

间的最短模板栅格路径距离与最短栅格路径距离

的最大差别逐渐减小，直至小于某个给定正数，甚

至为０。因此，① 本质上，栅格路径与模板栅格

路径是类似、统一的，后者可以是前者某种所需程

度的近似；② 总可以用事先设定好大小的模板，

采用模板栅格路径距离来代替有限确定区域内的

最短栅格路径距离，以简化计算。

２　犕犃犇犜犗

２．１　栅格路径距离变换

ＭＡＤＴＯ在犈２障碍空间是通过栅格路径距

离变换实现的，可根据要求采用３×３或（２狀＋１）

×（２狀＋１）模板。它计算并标识空间距离类型是

模板栅格路径距离（对参照体———源的），使每一

点在该确定模板下有唯一距离值，可简称为距离

变换。

可假设障碍在第一象限非０行、０列处，原点

为源，这时置模板中心于原点，相应于模板中的各

栅格，与模板中心间无障碍者都得到了自己到源

的距离，而有障碍者都得不到；依次放模板中心在

０行１列，２列，…；１行１列，２列，…；…；犕 行１

列，２列，…；每次中心都可按方向路径传播自已

的（中心处）距离到其他栅格，每个栅格得到的距

离都以小者为胜；再依逆序反向进行上述传播，再

正、逆反复进行上述传播，直至汇得到距离并再

正、逆反复一次不变为止，这时汇上得到的是模板

栅格路径距离。可以看到，此过程其实与前面假

设无关，在整个整数平面均可实施。

２．１．１　３×３、５×５模板的距离变换示例

一个点为源的栅格变换效果如封三彩图１所

示。以５×５模板进行变换为例可以看出，其５×

５邻域所有像元中心的斜率方向上线段均没有长

度误差；其他方向上，标出的距离大于实际距离。

其实质上是以１、２１
／２、５１

／２三种基底对整个栅格平

面进行度量，即

犽１·１＋犽２·２
１／２
＋犽３·５

１／２
＝

ｍｉｎ，犽１、犽２、犽３ ∈犖或０ （１）

２．１．２　（２狀＋１）×（２狀＋１）模板的栅格路径距离

变换算法

参照图１中５×５模板中心栅格与周围２４个

栅格的距离推演关系，顾及（２狀＋１）×（２狀＋１）模

板下周围栅格对中心栅格的反向推演，对于确定

的犕 行、犓 列的图像：

１）赋予所有栅格像元一个足够大的初始距

离值（包括汇），赋予源图形像元０值，赋予障碍图

形像元足够大的固定值犽犲。

２）升序访问各栅格，即对于犼＝０，１，…，犕，犐

＝０，１，…，犓，遇犽犲值像元什么也不做，做下一

个像元；否则，按下式改写它的距离值：

对犼２＝犼－狀，犼－狀＋１，…，犼－１，犼，犻２＝犐

－狀，犐－狀＋１，…，犐，犐＋１，…，犐＋狀，若（犻２，

犼２）点与（犐，犑）点间的线段上（包括端点）有障碍

点，则犱犚（犻２，犼２）赋一个相当大的数（即令（犻２，犼２）

点距离不能传播到（犐，犼））；否则

犱犚（犐，犼）＝ｍｉｎ（犱犚（犻－狀，犼－狀）＋狀槡２，

犱犚（犻－狀＋１，犼－狀）＋（（狀
２
＋（狀－１）

２）１／２，

…，犱犚（犻２，犼２）＋（（犻２－犐）
２
＋（犼２－犼）

２）１／２，…，）

（２）

６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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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逆序访问各栅格，即对于犼＝ 犕 ，犕－１，

…，１，０，犐＝犓 ，犓－１，…，１，０，遇犽犲值像元什么

也不做，做下一个像元；否则，按下式改写它的距

离值：

对犼１＝犼＋狀　，犼＋狀－１，…，犼＋１，犼，犻１＝

犐＋狀，犐＋狀－１，…，犐，犐－１，… ，犐－狀，若（犻１，

犼１）点与 （犐，犑）点间的线段上（包括端点）有障碍

点，则犱犚（犻１，犼１）赋一个相当大的数（即令（犻１，犼１）

点距离不能传播到（犐，犼））；

犱犚（犐，犼）＝ｍｉｎ（犱犚（犻＋狀，犼＋狀）＋狀槡２，

犱犚（犻＋狀－１，犼＋狀）＋（（狀
２
＋（狀－１）

２）１／２，…，

犱犚（犻１，犼１）＋（（犻１－犐）
２
＋（犼１－犼）

２）１／２，… ）

（３）

　　４）把上述距离值四舍五入化为整数，并可用

彩色位图的色码表达此距离整数。

５）检查全区各栅格的距离值是否再无变化。

否则，重复步骤②、③、④、⑤。

６）取出汇的最短路径距离值，停止运算。

以上运算若遇到需用非本区域的栅格时，则

把它当作初始值很大的栅格值代入。其中，式

（２）、（３）右边各有ｉｎｔ（（２狀＋１）×（２狀＋１）／２）＋１

项，两式合计起来，表明 （犻，犼）点距离值是由邻近

域（２狀＋１）×（２狀＋１）个像元的距离推断而得来

的最小距离。通过升序、逆序的距离推算，任一点

的距离值都是由其（（２狀＋１）２－１）个邻域栅格经

过直通分析、距离推算、比较取最小值而来（并顾

及本栅格值），实现了０距离的源（栅格）向四面八

方的距离传播推演。路径的组织是以模板中各方

向路径为元素的。如果汇（栅格）是处在蜗牛状曲

折的障碍之中，距离传播推演要经历升序、逆序多

个循环，这个循环数减１被称之为曲径深度
［８］。

以上ＤＴＯ中，汇是针对最短路径目的设置

的，同样，应按实际目的设置各实际ＤＴＯ的汇。

需要说明的是，当点（犻２，犼２）或（犻１，犼１）在区域边

缘附近时，式（２）、（３）中所用模板大小的邻域各点

中，有的点不在区域中，均应把它们当作具有足够

大初始值的点处理，以此保证程序正常运行，得到

正确结果。

２．２　犈
２下误差分析

１）（２狀＋１）×（２狀＋１）模板中关于方向路径

的３个性质。由于模板在４个象限对称，且在第

一象限对称于４５°方向轴线，参见封三彩图２、３，

可以证明：

性质１　在任一非０列的犢 方向上，任一定

长线段犪犫，其对狅所张夹角，自０到狀，随着其到

犡轴距离的增大而逐渐变小。

性质２　若已设定（２狀＋１）×（２狀＋１）模板

内各方向路径，则ａｒｃｔａｎ（１／狀）方向与犡 轴之间

的夹角为第一象限０°～４５°区间所有相邻方向间

的最大夹角。

性质３　采用（２狀＋１）×（２狀＋１）进行模板内

的各方向路径表达，过狅的任一方向线段的最大

误差，产生在狅０ 和狅１ 的方向域内。

２）一线段用（２狀＋１）×（２狀＋１）邻近域内各

方向栅格路径表达的最大误差。显然，本文方法

对于障碍物旁必须绕过障碍物直线传播的路径，

或者障碍物间隔不太远的情况是没有多大误差

的，并且误差与路径方向有关，与变换区相互位置

有关。

设犆为斜率，当０≤犆＝犼／犐≤１／狀时，此区

间内方向线段（０，０）（犻，犼）的误差ｄ犛犚可表示

为：

ｄ犛犚 ＝犻－狀犼＋（犼
２
＋狀

２
犼
２）１／２－（犻

２
＋犼

２）１／２ ＝

　 ［１－狀犆＋（１＋狀
２）１／２犆－（１＋犆

２）１／２］犻

（４）

由于误差是斜率的函数，相应地，对式（４）取犆的

导数，当

%犱犛犚／%犆＝ （１＋狀
２）１／２－狀－（１＋犆

２）－１／２犆＝０

解之，有：

犆＝ ［（（１＋狀
２）１／２－狀）

２／（１－

（（１＋狀
２）１／２－狀）

２）］１／２ （５）

这时，式（４）可能有极大值。

性质４　在有限的栅格平面范围犻×犻内，任

一线段用（２狀＋１）×（２狀＋１）邻近域内各方向栅

格路径表达的最大误差，随着狀的增大趋近于０。

因此，任何具有确定大小犻的实际障碍空间，

总可找到正整数狀，使任何线段用基底长度的方

向线段表达，最大误差ｄ犛犚小于任意小的正数。

这是 ＭＡＥＳＰＯ的理论基础。

３）当２狀＋１＝３、５、１３、２１、４１时的最大误差。

当２狀＋１＝３时，犆＝０．４５５７，由式（４）计算得

ｍａｘｄ犛犚 ＝０．０８９犻 ；当 ２狀＋１＝５ 时，犆＝

０．２４２９３４，由 式 （４）计 算 得 ｍａｘ ｄ犛犚 ＝

０．０２８２６３４犻；当２狀＋１＝１３时，犆＝０．０８３０４７４４，

ｍａｘｄ犛犚＝０．００３４３犻。也即在１０００个像元的栅格

范围内，任一线段路径的误差不超过３．４３个像

元。这相应地说明了最保守估计，在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范围内，所有累积路径的相对误差绝不超过

０．００３４３。

当２狀＋１＝４１时，犆＝０．０２４９８，ｍａｘｄ犛犚＝

０．０００３１２犻，也即对于实际１０ｋｍ２方圆的城市，最

短路径误差不超过３．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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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变换的基础上，栅格平面上每一个像

元都具有自已到源的唯一的最小距离值，并且实

际上整个栅格图上己布满“致密”的距离等值线。

因此，对于汇，只需找出自己的最小距离值像元，

回溯该像元距离下降的梯度线（即线上每点与其

邻点值变化最大，距离最小，在无障碍情况下，它

们即是直线段；有障碍情况下，它们即是“绕过”

障碍的直线段），直至源，即是汇至源的最短路径。

这对于源和汇是单点或是点集都是适合的。

３　犈
２下 犕犃犈犛犘犗解算实验和讨论

３．１　犈
２下 犕犃犈犛犘犗解算实验

封三彩图４、５显示了ＭＡＥＳＰＯ用于巷道式

迷宫求解和多形态迷宫求解，ＭＡＥＳＰＯ也可广

泛应用于交通网络中的最短路径求解———Ｄｉｊｋ

ｓｔｒａ算法的广义解、动态解。

障碍为相交线段时的最短路径的求解矢量方

法中已有总结：“平面上没有最短路径的犗（狀２）的

算法能处理狀条任意相交的线段”
［２］，而 ＭＡ

ＥＳＰＯ方法解决类似问题实际上采用了犗（狀）。

封三彩图６是采用 ＭＡＤＴＯ进行的障碍空间下

Ｖｏｒｏｎｏｉ生成。

上述各种复杂情况下，本文给出的距离变换

条纹的形态和连续性是符合障碍平面上距离传播

的各种逻辑的。

３．２　犈
２下 犕犃犈犛犘犗的时间复杂性

ＭＡＥＳＰＯ是犈２下的广义ＥＳＰＯ问题的解

法。由 ＭＡＤＴＯ步骤可知，其时间复杂性为犗

（狆犽·狀），狆为不大的整常数，其大小决定于汇位

置及所在障碍物的曲径深度，曲径深度也是计算

时耗的整数乘常数，但不改变时间复杂性的１阶

阶数。

犽为主要决定于总体障碍空间大小的不大的

常数，即模板大小。当它为１３２时，其计算效率为

通常棋盘距离变换的１３２／３２＝１８．８倍，其空间复

杂性为犗（狀）。如对于曲径深度不大于４的障碍

的２０００×２０００的栅格图，采用１３×１３模板计

算，用 Ｄｅｌｌ７００ｍ（Ｐｅｎｔｉｉｕｍ４，１．６ＧＨｚ）ＰＣ机，

完成全部运算时间不到９ｍｉｎ２７ｓ，证实了上述

复杂性分析。

ＭＡＤＴＯ实际上简便地给出了整个障碍空

间所有点的趋源距离，已为完成空间所有点的最

短路径作好了基础工作。同理，它还给出了多源

下的整个障碍空间所有点的趋最近源的距离，从

而成 为 障 碍 空 间 下，生 成 各 全 形 态 图 形 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技术方法。这是线状障碍物的特定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经两个重要拓广后的广义解，即：① 障

碍物由特定间隔、特定线段拓广为无间隔要求的

全形态图形；②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生成元由离散点拓广

为全形态图形，这在犈２下正确，也可推广到犈３

下。

４　结　语

ＥＳＰＯ是网络分析、图论和计算几何中的基

础问题。其中，三维ＥＳＰＯ是ＮＰ难题，至今无其

他有效解。本文提出了一种ＥＳＰＯ求解的新思

路，从而在理论和实验上给出了一个有效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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