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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群组目标间方向关系的特点，对方向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模型进行了扩展，并在其基础上实现了群组目标

间方向关系的计算。实验表明，该模型能够在各种复杂情况下，对群组目标间的方向关系进行精确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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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上的空间要素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以群组

的形式出现，如控制点群、道路网、居民地群等［１］。

由于群组目标自身具有的复杂性及多样性，要准

确描述它们之间的方向关系，尚存在许多困难。

空间方向关系模型是计算和表达目标间方向

关系的重要工具，是空间方向关系理论研究的重

点和难点［２］。目前空间方向关系模型主要有：矩

形模型、２ＤＳｔｒｉｎｇ模型、锥形模型、方向关系矩阵

模型和方向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模型等。但这些模型都是

针对单个目标设计的，并不能直接应用于群组目

标间方向关系的计算。因此，有必要根据群组目

标间方向关系的特点，对现有的空间方向关系模

型进行扩展，以实现群组目标间空间方向关系的

正确计算与合理表达。

１　群组目标间空间方向关系的特点

１）整体性：根据Ｇｅｓｔａｌｔ心理学的连续性和

闭合性定律，人们在感知事物时，总是倾向于把彼

此相属的个别事物闭合成一个完整的知觉映

象［２］。据此理论，图１中群组犃与犅 之间的方向

关系可通过它们各自的轮廓多边形（虚线表示的

多边形）之间的方向关系来确定，即群组目标间的

方向关系是一种整体对整体的方向关系。

２）复杂性：相对于空间单目标，群组目标间的

图１　群组目标间方向关系的整体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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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关系更为复杂，它涉及到空间问题的许多方

面，诸如群组的空间形状、大小、距离和拓扑关系

等。特别是在两群组目标中出现相互缠绕、包罗

等情形时，其方向关系的计算与描述将变得十分

复杂。

３）多样性：地图上的群组目标一般可以分为

点群、线群和面群等３类
［１］。相应地，它们之间的

方向关系计算分为点群与点群、点群与线群、点群

与面群、线群与线群、线群与面群、面群与面群等

６种不同的情形来进行处理。

２　现有空间方向关系模型的分析

　　矩形模型用两个目标的最小投影矩形（ｍｉｎｉ

ｍｕｍｂ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ＭＢＲ）之间的方向关系

来描述两目标之间的方向关系［３］。该模型简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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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但由于 ＭＢＲ之间的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并

不能精确代表目标之间的真实关系，因此，该模型

是一个近似描述模型，在需要精确计算方向关系

的情况下可能会给出错误的结论。

２ＤＳｔｒｉｎｇ模型用固定大小的格网覆盖目标

所在的整个区域，同时把每个格网中的目标用符

号记录下来，构成一个２维字符串表示目标间的

方向关系［４］。与矩形模型相比，该模型的方向计

算精度有所提高，但它的计算过程比较繁琐，且由

于用字符串记录目标间的关系过于概括而容易产

生错误的计算结果。

锥形模型以参考目标的几何中心为起点，将

空间方向划分为几个锥形区域（４方向或８方

向），并通过源目标与方向区域之间的交来描述空

间方向［５］。该模型在两目标相距较远时，对方向

的判断效果比较理想；但由于该模型是将参考目

标抽象为一个点，因此，忽略了目标的形状和大小

对空间方向关系的影响。当两目标相互缠绕、包

罗时，该模型容易出现错误的方向判断。

方向关系矩阵模型以参考目标的 ＭＢＲ为中

心，将空间方向划分为９个矩形区域，并用源目标

与各方向区域之间交的结果作为元素构成方向关

系矩阵，来表达空间方向［６］。与锥形模型相比，该

模型较好地顾及了参考目标的形状和大小；但它

的方向区域划分方法与人们空间方向认知思维上

的锥形区域不符，忽略了目标间的距离对方向关

系的影响，导致方向判断在许多情况下出现偏差。

方向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模型通过计算用于表示目标

间指向线法线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得到目标间精确的

方向关系［７９］。该模型考虑了两目标之间方向关

系的各个侧面，用多个方向的集合（即多条指向

线）来描述目标间的方向关系。与其他模型相比，

该模型最大的优势在于不受两目标的形状、大小

和距离等的影响，在任何情况下总能得到精确的

计算结果。如图２，粗实线犔１犔２是参考目标犃与

源目标犅 之间的方向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它所描述的空

间方向关系是：犅的７８％位于犃 的北面，２２％位

于犃的东北面。

综上所述，矩形模型和２ＤＳｔｒｉｎｇ模型由于

对空间方向关系的描述太过近似，目前已很少使

用；锥形模型和方向关系矩阵模型没有充分顾及

两目标的形状、大小和距离等对空间方向关系的

影响，使判断出现较大偏差甚至错误；相对而言，

方向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模型在各种情况下均能精确地描

述目标间的方向关系。

鉴于群组目标间空间方向关系具有的整体

图２　方向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模型

Ｆｉｇ．２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ＶｏｒｏｎｏｉＤｉａｇｒａｍＭｏｄｅｌ

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等特点，本文将选用方向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模型来计算和表达群组目标间的方向

关系。

３　基于方向犞狅狉狅狀狅犻图模型的群组

目标空间方向关系计算

　　Ｇｅｓｔａｌｔ心理学的邻近自组织、好形和轮廓的

一侧功能定律表明，知觉具有选择性和邻近组织

的特点，单侧的轮廓可以为与它邻接场的部分提

供形状［２］。据此理论，对于空间两个目标之间的

方向关系判断而言，人们倾向于把参考目标与源

目标相邻近的一侧的轮廓联系、组织在一起作为

方向判断的主要依据。由于群组目标间的空间方

向关系是一种整体对整体的方向关系，因此，可以

通过计算两群组目标相邻近的一侧的轮廓之间的

方向关系来确定两群组目标之间的方向关系。

本文将两群组目标相邻近的区域称为可视区

域，相邻近的一侧的轮廓称为可视链。如图３，由

虚线三角形构成的多边形１２３４５６犪犫犮犱犲犳１是群组

目标犃与犅 之间的可视区域，它是这样一些三角

形的集合，即每个三角形的３个顶点中必须既有

属于参考目标群的子目标的特征点，又有属于源

目标群的子目标的特征点。折线 犪犫犮犱犲犳 与

１２３４５６是可视链，它们分别是群组目标犃 与犅

相邻近的一侧的轮廓，根据上述分析，它们能够代

表各自所属的群组对方向关系进行判断。基于方

向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模型的群组目标间方向关系的计算

过程如下。

图３　群组目标间的可视区域与方向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Ｆｉｇ．３　ＶｉｓｉｂｌｅＳｃｏｐｅａ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Ｖｏｒｏｎｏ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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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对参考目标群与源目标群的所有子目标

进行带约束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剖分
［１０］。

２）构建可视区域。

３）生成方向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如图３，群组犃上

的特征点犱 和群组犅 上的特征点１、２构成

△犱１２，边犱１、边犱２称为△犱１２的腰，边１２称为

△犱１２的底边，∠犱称为顶角，∠１、∠２称为底角。

根据底角的不同，可以将可视区域中的三角形分

为３类：第一类三角形指底角均为锐角的三角形

（如△犱１２），第二类三角形指一个底角为直角的

三角形（如△１犲犱），第三类三角形指一个底角为钝

角的三角形（如△１犲犳）。由文献［７］的相关证明可

得，方向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是由第一、二类三角形两腰的

中位线以及第三类三角形一腰的中垂线构成［７］。

据此结论，连接第一、二类三角形腰的中点、第三

类三角形一腰的中垂线和另一腰的交点，可生成

群组之间的方向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如图３中的粗实线

犔１犔２。

特别地，当群组犃 被群组犅 包罗时，由外围

群组犅中空间距离邻近但在原存储的数据中不

相邻的两点构成的可视链，有可能不是该群组内

侧的轮廓，如图４中的可视链犫１犫２。在此情形下，

与可视链对应的Ｖｏｒｏｎｏｉ边的法线（即指向线）的

方向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无法正确反映两群组之间

的方向关系，需要将其删除。如图４（ａ），由可视

链犫１犫２对应的Ｖｏｒｏｎｏｉ边犞１犞２的法线构成的矩

形开区域犞１犞２犞３犞４与外围群组犅的子目标的交

集为空，表明其描述的方向关系不存在，故需要将

边犞１犞２删除。相反，图４（ｂ）中的边犞１犞２则需要

保留。依据群组目标轮廓线的计算原理［１］，在两

群组目标为包罗关系时，判断如图４中的可视链

犫１犫２是否为外围群组犅内侧的轮廓的方法是：首

先，计算群组犅 中可视链的平均长度ｌｅｎｇｔｈ，然

后判断犫１犫２的长度是否小于２×ｌｅｎｇｔｈ，若小于，

则表明它是群组犅内侧的轮廓，否则不是。

图４　两群组目标为包罗关系时方向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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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ＯｎｅＯｂｊｅｃｔＧｒｏｕｐＥｍｂｒａ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Ｏｔｈｅｒ

４）计算各Ｖｏｒｏｎｏｉ边的法线的方位角，并将

位于同一主方向区界内的方位角归为一类，然后

通过计算每个主方向上 Ｖｏｒｏｎｏｉ边的长度百分

比，得到群组目标间精确的方向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在判断群组目标间的方向关

系时，若出现类似于图５所示的特殊情形，即参考

目标群犃与源目标群犅 的所有子目标均位于同

一条直线上，则直接通过计算指向线犔的方位角

来判断方向关系即可。

图５　特殊情形下群组目标间方向关系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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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实验与讨论

本文利用Ｃ＃语言编程实现了群组目标间方

向关系的计算，并通过各种模拟数据进行了实验。

图６列举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实验（细线三角网

表示可视区域，粗实线表示方向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犃表

示参考目标群，犅表示源目标群）。表１给出了各

实验在８方向系统的每个主方向上Ｖｏｒｏｎｏｉ边的

长度百分比以及人们对它所表达的方向关系的认

同率。其中，认同率是以问卷形式对５０名具有不

同专业背景的在校本科生调查统计而得。问卷要

求被调查者对各实验所表达的方向关系回答“完

全同意”、“同意”和“不同意”３个答案之一。用犜

表示“完全同意”的人数、犃表示“同意”的人数、犇

表示“不同意”的人数、犖 表示被调查的总人数，

则认同率犘的计算公式为：犘＝（犜＋犃）／犖。

表１　方向计算结果／％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实验 Ｎ ＮＥ Ｅ ＳＥ Ｓ ＳＷ Ｗ ＮＷ 认同率

１ ８７ １３ ９５

２ ７４ ２６ ９２

３ ７ ２０ １６ ６ １３ ２５ １３ ８５

４ ６ １３ １４ ９ １５ １４ １３ １６ ８９

５ ４ １３ １７ １０ ２５ ８ ２０ ３ ８０

６ ２０ １２ １２ ７ ２０ １１ １２ ６ ８３

７ ５０ ２１ ９ ２０ ７８

８ ９ １７ ９ １３ ３４ １８ ７０

　　根据表１，用自然语言描述实验１的方向关

系为：犅的８７％位于犃的北面，１３％位于犃的西

北面；人们对该方向关系的认同率为９５％。其他

６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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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实验结果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实验的方向关系描述与之类似。分析各实验结

果，可得出如下的结论。

　　１）通过扩展的方向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模型计算得

到的群组目标间的方向关系的平均认同率比较

高，表明该模型的计算结果能够较好地满足人们

对空间方向的应用需求。

２）扩展的方向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模型能够较好地

顾及群组目标的形状、大小、距离和拓扑关系等对

空间方向关系的影响，尤其是在两群组目标为相

互缠绕、包罗等情形时，能够对空间方向作出比较

准确的判断。

５　结　语

本文根据群组目标间空间方向关系具有的整

体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等特点，对方向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模型进行了扩展，并在其基础上实现了群组目标

间方向关系的计算。实验表明，扩展的方向

Ｖｏｒｏｎｏｉ模型能够在各种复杂情况下，对群组目

标间的方向关系进行精确的描述。但是该模型的

计算过程比较繁琐。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是

如何在保证方向判断准确性的同时，降低模型的

复杂度，以有效提高群组目标间方向关系的计算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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