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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３犇犞狅狉狅狀狅犻图的兔子点云聚类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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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基于３ＤＶｏｒｏｎｏｉ多面体分割三维空间，并将其应用于具有典型三维特征的点云数据的聚类分

割。通过对点云数据的离散体元表示，透过Ｖｏｒｏｎｏｉ单元的特征参数实现了三维点集的度量、提取和结构分

析，揭示了点集间存在的相互关系，并通过３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所确定的空间邻近关系完成点集间相似度的测度和

聚类。以三维兔子点云为样本数据的实验分析表明，本文所提出的思路聚类分割特征明显。

关键词：３ＤＶｏｒｏｎｏｉ；点云；聚类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计算几何为科学计算提供了许多解决方法，

特别是对ＧＩＳ数据处理
［１］、三维数据的压缩、分

割和度量。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在邻域查询、聚类、三角

化、最小支撑树、站点选址、几何形体重构等分析

中被广泛使用，并被应用到宏观的星系分布［２］、地

理流行病［３４］以及微观的晶体和细胞分子结构分

析［５７］、材料分子［８９］等方面。这些研究表明，对空

间网络或点集分布领域，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具有较强的

捕捉空间分割和模块化的能力，提供了全局分析

的方法。本文的出发点是具有典型三维分布的

点，即同一射线上不同深度有不同的点，这些三维

点的位置、间隔等在三维空间中的不规则分布具

有三维凌乱性和不规则性。不同于表面建模的聚

类方法（如三角网退化），本文提出了利用三维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方法来分割三维点集，计算三维点

的相关参数和点集之间的空间邻近关系，并应用

到三维兔子点云数据中，通过对大规模数据的离

散体元表示，透过Ｖｏｒｏｎｏｉ单元的分析来判断点

云的分布特征，实现点云的分割和聚类。

１　３犇犞狅狉狅狀狅犻图

１．１　基本定义

假设犱维空间犚犱 中给定狀个点的点集犛＝

｛狆１，狆２，…，狆狀｝，对每个点狆犻，定义区域犚（犛；狆犻）

为：

犚（犛；狆犻）＝ ｛狆∈犚犱狘‖狆－狆犻‖ ＜ ‖狆－狆犼‖，
ｆｏｒ　犼≠犻｝ （１）

则称犚（犛；狆犻）为狆犻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简称Ｖ元），

其中，‖狆－狇‖为狆和狇两点之间的欧氏距离；狆犻

为Ｖｏｒｏｎｏｉ点源。也就是说，区域犚（犛；狆犻）是由

距离点狆犻 较近的点构成的。由此，犱维空间犚犱

就分割成狀个区域犚（犛；狆１），犚（犛；狆２），…，犚（犛；

狆狀）及其边界。

Ｖ元边界是由点集中的成对点来确定的，在

犱维空间犚犱 中，两个Ｖ元的边界是犱－１维的超
平面，并垂直平分两个Ｖｏｒｏｎｏｉ点源。也就是说，

在二／三 维 空 间 中，是 直 线／平 面 平 分 两 个

Ｖｏｒｏｎｏｉ点源，并且每个Ｖ元都是一个凸区域，在

二维和三维中对应为凸多边形和凸多面体。构建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方法有多种，包括平面分而治之

法［１０］、平面扫描法［１１］以及三维的构建方法［１２１３］

等，本文采用增量方法构建３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图１

给出了某个点集的３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以及其中的一

个点和其对应的Ｖ元。

１．２　３犇犞狅狉狅狀狅犻的参数和空间分析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具有完形性，对于给定的点集，如

果不具有共圆或球面的点，则其对应的Ｖ图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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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３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和３ＤＶ元

Ｆｉｇ．１　３ＤＶｏｒｏｎｏｉＤｉａｇｒａｍａｎｄ３ＤＶｏｒｏｎｏｉＣｅｌｌ

唯一性，并且每个点源对应有唯一的凸 Ｖ元，这

就方便采用 Ｖ元参数来分析和描述点集特征。

类似二维的Ｖ元，描述三维Ｖ元的参数基本包括

坐标、多面体面数、表面积、体积及其变形（如表面

积或体积的倒数）。类似平面中，Ｖ元的面积表示

其强度，面积的倒数表示其密度；在３ＤＶｏｒｏｎｏｉ

图中，Ｖ元的表面积和体积同样与强度或密度有

关，成为获取点集分布特征的重要参数。

３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另一个重要特性就是拓扑

和空间邻近分析，空间邻近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纠正纯粹最短距离造成的误聚类。它通过 Ｖ

元的构造能够获取各个Ｖ元的空间邻近关系，并

且每个Ｖ元都有不变的邻域，这些邻域可以清楚

地表达和获取。一方面，每个Ｖ元本身就是一个

多面体，可以通过该多面体的边界面片数目获取

其邻接的Ｖ元和数目（图１（ｂ））；另一方面，Ｖ元

的邻近性具有传递性，因此可以构造多阶邻域关

系。如图２（ａ）中，选中点（Ｖ元）的多阶邻近点采

用色相的变化表示，图２（ｂ）用二维切面图进一步

展现了某个切面上选中Ｖ元的多阶邻近关系，选

中点（Ｖ元）与另两个点（Ｖ元）的邻近度为１和

３，由此可以获得任意两 Ｖ元（对应为两生成点）

的邻接深度。在聚类和空间分布中，该参数具有

重要意义。

图２　基于Ｖｏｒｏｎｏｉ的空间邻近关系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ａｓｅｄｏｎ

３Ｄ／２ＤＶｏｒｏｎｏｉＤｉａｇｒａｍ

３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用来离散化空间，可支持３Ｄ

连续空间的表达，采用多面体Ｖ元来表达一个场

块，支持静态构造、动 态 增 删 和 移 动。利 用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分析具有以下优点：① 空间是由Ｖ元

多面体构成，并且是由任意分布的点源确定的，因

此空间被充分地形体化，并可以表达精确复杂的

几何体；②３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构建方式可采用增量

的方式，只需进行局部的修改和调整，而不用全局

重建；③ 该空间是具有拓扑结构的，Ｖ元间的邻

接关系得以保存。这些特征使得３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在三维点集分析中具有独到的优势。

２　实验与结果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是点集的一种自然和客观的定义

和表达，通过某些参数特征可以反映点集中点在

某些方面的邻接性和分布特征，具有相似参数并

连续（空间邻近关系）的点集形成一类，因此，借助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可对空间点集的个体特征以及整体特

征通过不同的参数来进行邻近分析［１４１５］和聚类测

度［１６］。本文以三维兔子的点云为例，采用空间距

离、空间邻近关系和密度特征的相关系数进行点

云数据的自动聚类计算、分析和统计。其中，密度

特征通过Ｖ元表面积和体积的变形来表达。

犱１（犻，犼）＝

（狓犻－狓犼）
２
＋（狔犻－狔犼）

２
＋（狕犻－狕犼）槡

２ （２）

犱２（犻，犼）＝狘ＳＡ（犚（狆犻））－ＳＡ（犚（狆犼））狘／

（ＳＡ（犚（狆犻））＋ＳＡ（犚（狆犼））） （３）

犱３（犻，犼）＝狘Ｖｏｌ（犚（狆犻））－Ｖｏｌ（犚（狆犼））狘／

（Ｖｏｌ（犚（狆犻））－Ｖｏｌ（犚（狆犼））） （４）

犱（犻，犼）＝犪·犱１（犻，犼）＋犫·犱２（犻，犼）＋犮·犱３（犻，犼）

（５）

式中，ＳＡ代表Ｖ元的表面积；Ｖｏｌ代表Ｖ元的体

积；犪、犫和犮为各个距离的权重值。同时，充分照

顾到三维点云的空间特征，根据Ｖ元的邻近关系

来约束邻近的点进行聚类。点狆犻 的一阶邻近的

Ｖ元点集合公式如下：

犚１（狆犻）＝ ∪
犼：犼∈ｎｅｉｂｒ（犻）

犚犼∪犚（狆犻） （６）

式中，犚犼是点狆犻的一阶邻近的Ｖ元点。

采用基于空间邻近关系约束的距离聚类方

法，定义点与点之间的亲疏距离为犱（式（５）），最

初每个点都各自看作一类，当点集被分成狀类时，

将相互邻近的具有最小距离的点合并为一类，并

重新计算它们之间的距离，如此进行迭代，直到聚

类的数目达到指定数目为止。聚类时，最近目标

最相似原则通过距离和空间邻近关系来体现。

点云分割是将三维空间中的点集划分为更小

的、连贯的子集过程，分割后，具有相似特征或功

能的点归为一类，是进行数据压缩的基础。本实

９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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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中，三维兔子是全三维（非近似平面）的点集，点

云数据如图３（ａ）所示，共１８８９个点，为方便可视

化，把点云点采用较大的球体表示；对其构建３Ｄ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图３（ｂ）），并计算获取每个Ｖ元的参

数。由于兔子点云同样具有局部的曲面特征，按

照一般表面建模的三角退化方法很难获取其聚类

特征。本文采用基于点云的３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中 Ｖ

元的最近距离、空间邻近关系和密度（体积和表面

积的变形）来对点云进行聚类分割，使同质点聚

类，形成对三维兔子的部位分割。图４从不同角

度展示了对该点云自动聚类数为２类、３类、５类

和８类时的具体结果。不同部位的点云数目（单

位：个）分别如下：整体（１８８９）；２类：头部（７０５）、

身体其他（１１８４）；３类：头部（７０５）、前脚（４３１）、

身体其他（７４３）；５类：头胸（４６１）、背部（４６０）、耳

（２４４）、前脚（２９３）、后脚（４３１）；８类：头部（３１５）、

左背部（２７６）、耳（２４４）、右背部（１８４）、前胸（１４６）、

尾部及后脚（２９３）、左前脚（１５６）、右前脚（２７５）。

图３　三维兔子点云及３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Ｆｉｇ．３　３ＤＰｏｉｎｔＣｌｏｕｄｏｆｔｈｅＲａｂｂｉｔ（Ｂｕｎｎｙ）ａｎｄ

Ｉｔｓ３ＤＶｏｒｏｎｏｉ

图４　兔子点云的聚类分割

Ｆｉｇ．４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从图４可以看出，仅使用点云的空间点位坐

标，基于３ＤＶｏｒｏｎｏｉ的点云聚类就能清晰地对兔

子身体按部位进行聚类分割。

３　结　语

本文基于３ＤＶｏｒｏｎｏｉ方法实现了对点云数

据的度量和分割。３ＤＶｏｒｏｎｏｉ的稳定性、灵活性

和功能性等都依赖于具体的应用领域及其理论和

功能的限制，主要体现在每个 Ｖ元的物理大小、

参数选择的权重差异和聚类方法的不同。本文未

涉及有关３ＤＶｏｒｏｎｏｉ的具体算法过程，重在提供

一种新思路，它能基于三维空间点集来充分进行

空间分割和模拟，并根据模拟过程和应用来更新

聚类时的Ｖ元信息及状态来处理点云聚类分割，

为后期的点云压缩和特征化提供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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