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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提取的骨架线是地图综合中广泛应用的一种空间剖分结构。改进了一种基于

约束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地图目标群间骨架线提取算法，从程序设计的角度详细描述了算法的数据结构和控

制流程。按照三角网中三角形包含约束边的数目，将三角形分为０、１、２、３四类，将０类、２类和单连通的１类

三角形视为骨架线追踪的起点或终点，将双连通的１类作为中间通道，对整个三角网进行遍历。针对三角网

中的环路、３类三角形等特殊情况，在改进的算法中提出了相应的处理方法。该算法成功地用于等高线的内

插和街区地图目标群的邻近分析，验证了算法的可行性和健壮性。

关键词：骨架线提取；地图综合；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地图目标群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８３；Ｐ２０８　　文献标志码：Ａ

　　在地图制图和ＧＩＳ领域，骨架线是用于描述

地图目标内部或地图目标群间的拓扑结构特征的

主要手段之一。相关应用涉及地图自动综合、地

图注记的自动配置、栅格数据的压缩存储等众多

方面。提取骨架线的算法大致分为基于栅格的方

法和基于矢量的方法两类［１］，基于栅格的方法主

要包括传统的细化算法［２］和基于数学形态学、地

图代数的算法［１，３］；基于矢量的方法主要有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法
［４］和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法等

［５］。基

于栅格的方法能够较准确地获取研究区域的中

轴，避免产生过多“毛刺”，但需要事先对图形进行

栅格化、二值化等，增加了计算量。与之相比，基

于矢量的方法更易于与面向目标的地图数据模型

无缝结合，且效率高。由于各种商用ＧＩＳ软件中

均提供了对 ＴＩＮ 数据结构的支持，使得基于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骨架线的提取和应用十分便

利。

目前，制图自动综合中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

的骨架线的应用已有很多，包括线状目标的弯曲

识别及简化［６］、双线河流或街道的中轴线提取及

降维［７，８］、河网汇水区域的剖分与综合［９］、道路网

的空间冲突识别与分类［１０］、多边形（群）的简化、

合并 和 移 位［１１，１２］等。在 艾 廷 华 提 出 的 基 于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空间场表达的形式化数据模

型（ｆｏｒｍａｌ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ＦＴＤＭ）中，

明确将骨架线提取（骨架化）定义为模型的四种基

本操作之一，并给出了概念化定义［１３］。该算法的

实现一般有质心法、中线中点法和非约束边中点

法几种方式［８］。以上研究多以单个地图目标内部

骨架线的提取为主，缺乏对地图目标群或复杂地

图目标内部进行骨架线提取时的特殊情况的考

虑。本文结合算法的详细设计和研究，对基于约

束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骨架线提取算法进行了改

进，试图处理一些特殊情况，增强算法的稳健性。

１　算法基本思路

首先，要建立平面约束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算法已是计算几何领域的成熟

的算法，此处不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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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骨架线时，按照三角网中三角形之间的

邻接关系追踪覆盖地图目标之间空白区域的三角

形序列，将这些三角形的中轴点（顶点、重心或虚

边上的中点）按序串连起来，从而形成树状或网状

的骨架线结构。本文将三角网中覆盖一对地图目

标之间空白区域的三角形序列称为通道；通道中

提取的中轴线称为骨架线弧段（简称弧段）；通道

的第一个三角形称为入口三角形，最后一个三角

形称为出口三角形，它们统称为结点三角形。按

照三角形包含约束边的数目，将三角网中的三角

形分为０、１、２和３四类（见图１）：０类没有约束

边；１类包含１条约束边；２类包含２条约束边；３

类包含３条约束边。为叙述方便，将三角形的约

束边称为实边，非约束边称为虚边。三角网中相

邻的三角形由公共虚边连通，被公共的实边隔离。

追踪过程中，对不同类型的三角形采用不同

的处理方式。如图１所示，一个０类三角形的３

条虚边可分别通向３条通道，将其重心作为３条

对应弧段的交叉结点分别与３条虚边的中点相

连，作为３条弧段的起始线段或终止线段；一个１

类三角形的２条虚边可分别连通２个相邻的三角

形，该三角形一般处于一条通道的中部，将其两条

虚边的中点相连，构成所属弧段中的一条线段；一

个２类三角形的唯一虚边仅可与一个相邻的三角

形连通，其必为一条通道的入口或出口三角形，将

其虚边的中点和与之相对的顶点相连，构成对应

弧段的起始线段或终止线段；３类三角形比较特

殊，其三条实边将其与相邻三角形完全隔离，处理

时仅需将三角形重心分别与三个顶点连接构成三

条简单弧段即可。以上分析为一般情况，对于三

角网边界上的三角形可能并不成立，这时还需特

殊处理。例如，在三角网边界上的１类三角形可

能有一条虚边在边界上，此时仅剩另一条虚边与

一个相邻的三角形连通（单连通），因此，也可作为

一条通道的入口或出口。此时，将其两虚边的中

点相连，构成弧段的起始线段或终止线段。文中

将此类三角形称为１′类三角形。

图１　四类三角形及各自内部的骨架线段

Ｆｉｇ．１　ＦｏｕｒＴｙｐｅｓｏｆ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ａｎｄ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经以上分析可知，０类、２类和１′类三角形均

可作为一条通道的入口或出口三角形，为弧段提

供端点。不同的是，２类或１′类三角形仅能为一

条弧段提供端点，而０类三角形可同时为３条弧

段提供端点。

但当三角网中存在首尾相连的双连通１类三

角形构成环路时，由于环路上没有可作为入口的

０类、２类以及１′类三角形，用常规方法无法提取

其骨架线（见图２中的“环路”示例）。此时，可将

环路中的任意一个三角形作为入口，选择其两条

虚边中的任意一条追踪相邻的三角形，沿着选定

的方向一直追踪，直到回到入口三角形为止。

２　算法设计

首先，给出相关数据结构和概念的形式化定

义。

１）平面三角网图结构。由非空点集合犞＝

｛狏１，狏２，…，狏犽｝、非空边集合犈＝｛犲１，犲２，…，犲犿｝和

非空三角形集合犜＝｛狋１，狋２，…，狋狀｝构成三元组图

结构犌狋（犞，犈，犜）。

２）骨架线图结构。由非空骨架线结点（简称

结点）集合犗＝｛狅１，狅２，…，狅狆｝、非空骨架线弧段

（简称弧段）集合犃＝｛犪１，犪２，…，犪狇｝构成二元组

图结构犌狊（犗，犃）。

３）出入口信息。追踪骨架线的过程中，进入

或离开一个通道时所穿过的结点三角形中的虚边

记为（犲，狋），其中犲为虚边，狋为该虚边所属的结点

三角形。

本文提取骨架线的过程就是对隐含在犌狋中

的犌狊进行遍历，并记录下所经过的各弧段和结点

的过程。主要函数和操作定义如下。

１）三角形类型函数 Ｔｙｐｅ（狋）。输入一个三

角形狋，返回狋的类型，结果标识为０、１、１′、２或３，

分别代表０类三角形、１类三角形、单连通１类三

角形、２类三角形或３类三角形（虽然前文中仅有

四类三角形，但此处从算法设计角度考虑，将１类

中的单连通和双连通三角形作为１和１′两类，因

此Ｔｙｐｅ（狋）的返回值有５种）。

２）邻接三角形函数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犲，狋）。输入

一个三角形狋及其包含的一条边犲，返回与狋相邻

且以犲为公共边的相邻三角形狋′。

３）通道入口属于０类三角形时的操作犘狊０（犲，

狋，＆犪，＆犛）。输入入口信息（犲，狋）、对应弧段犪、入

口信息栈犛，输出狋的重心作为犪的起点。本操

作将狋的重心和犲的中点作为犪的第１、２点加入

弧段中，如果狋未被访问过，则将狋中另外两条边

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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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入口信息加入栈犛。

４）通道出口属于０类三角形时的操作犘犲０（犲，

狋，＆犪，＆犛）。输入出口信息（犲，狋）、对应弧段犪、入

口信息栈犛，输出狋的重心作为犪的终点。本操

作将狋的重心和犲的中点作为犪的倒数第１、２点

加入弧段中，如果狋未被访问过，则将狋中另外两

条边对应的入口信息加入栈犛，否则在犛中查找

（犲，狋），如果找到，将其删除。

５）１类三角形操作犘１（犲，狋，＆犪）。输入１类

三角形狋及其虚边犲。本操作将犲的中点加入弧

段犪中。

６）通道入口属于１′类三角形时的操作犘狊１′

（犲，狋，＆犪）。输入入口信息（犲，狋）和对应弧段犪，

输出狋的不连通虚边的中点作为犪的起点。本操

作将狋的不连通虚边的中点和犲的中点作为犪的

第１、２点加入弧段。

７）通道出口属于１′类三角形时的操作犘犲１′

（犲，狋，＆犪）。输入出口信息（犲，狋）和对应弧段犪，输

出狋的不连通虚边的中点作为犪的终点。本操作

将狋的不连通虚边的中点和犲的中点作为犪的倒

数第１、２点加入弧段。

８）通道入口属于２类三角形时的操作犘狊２（犲，

狋，＆犪）。输入入口信息（犲，狋）和对应弧段犪，输出狋

的虚边犲相对的顶点作为犪的起点。本操作将犲

相对的顶点和犲的中点作为犪的第１、２点加入弧

段。

９）通道出口属于２类三角形时的操作犘犲２（犲，

狋，＆犪）。输入出口信息（犲，狋）和对应弧段犪，输出狋

的虚边犲相对的顶点作为犪的终点。本操作将犲

相对的顶点和犲的中点作为犪的倒数第１、２点加

入弧段。

１０）３类三角形犘３（狋，犌狊）。分别将狋的３个

顶点与其重心连接，形成３条弧段加入骨架线结

构图犌狊中。

算法伪代码如下：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ｋｅｌｅｔｏｎ

输入：三角网图结构犌狋（犞，犈，犜）

输出：骨架线图结构犌狊（犗，犃）

犛←，犻←０

ｗｈｉｌｅ犛≠ 或犻＜狀（狀为三角形的总数）

　ｉｆ犛＝ｔｈｅｎ狋←狋犻，犻＋＋

　　ｉｆ狋为未被访问过的结点三角形ｔｈｅｎ

　　　　犪←创建弧段

　　　　ｓｗｉｔｃｈ（Ｔｙｐｅ（狋））

　　　　　　ｃａｓｅ０：

　犲←狋的第１条边，

　狅←犘
狊
０（犲，狋，＆犪，＆犛）

ｃａｓｅ１′：

　犲←狋的连通虚边，

　狅←犘
狊
１′（犲，狋，＆犪）

　　　　　ｃａｓｅ２：

　犲←狋的虚边，

　狅←犘
狊
２（犲，狋，＆犪）

　　　ｅｎｄｓｗｉｔｃｈ

　　ｅｌｓｅｉｆＴｙｐｅ（狋）＝３ｔｈｅｎ

　　　犘３（狋，犌狊），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ｅｎｄｉｆ

　ｅｌｓｅｔｈｅｎ

　　（犲，狋）←Ｐｏｐ（犛），犪←创建弧段，

　　狅←犘
狊
０（犲，狋，＆犪，＆犛）

　ｅｎｄｉｆ

　将狅加入犌狊

狋←Ｎｅｉｇｈｂｏｒ（犲，狋）

ｗｈｉｌｅｔ≠ＮＵＬＬ且 Ｔｙｐｅ（狋）＝１

　犲←狋的另一条虚边，犘１（犲，狋，＆犪），

　狋←Ｎｅｉｇｈｂｏｒ（犲，狋）

　ｅｎｄｗｈｉｌｅ

ｓｗｉｔｃｈ（Ｔｙｐｅ（狋））：

　　　ｃａｓｅ０：　狅←犘犲０（犲，狋，＆犪，＆犛）

　　　ｃａｓｅ１′：狅←犘犲１′（犲，狋，＆犪）

ｃａｓｅ２：　狅←犘犲２（犲，狋，＆犪）

　ｅｎｄｓｗｉｔｃｈ

将犪和狅加入犌狊

ｅｎｄｗｈｉｌｅ

ｗｈｉｌｅ　三角网中还有未追踪的三角形

　犪←创建弧段

　狋←任取一未追踪的１类三角形，

　犲←狋的任一条虚边，狅←犲的中点

将狅作为弧段起点加入犪

狋狊←狋，狋←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犲，狋）

ｗｈｉｌｅ狋≠狋狊

　　犲←狋的另一条虚边，犘１（犲，狋，＆犪）

　　狋←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犲，狋）

　ｅｎｄｗｈｉｌｅ

将犪加入犌狊，并再次将狅加入犪

　ｅｎｄｗｈｉｌｅ

３　应用与分析

为了验证该算法的可行性和健壮性，分别以

等高线的内插和街区地图目标群邻近分析为例，

对算法进行验证与分析。

图２（ａ）为采用本文算法提取的等高线簇间

的骨架线，算法成功地将图中的一个三角形环路

识别，并提取出对应的环形弧段。所得骨架线图

中不仅包含了相邻等高线之间的中轴线，而且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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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了单条等高线的内部弯曲或封闭区域内的中轴

线。将这些内部中轴线删除，然后对剩余的骨架

线进行拓扑重建，即可得到内插等高线（见图２

（ｃ））。如果要得到更好的效果，可对内插所得的

等高线进行优化，如删除由于０类三角形产生的

局部“抖动”，对线划进行光滑，以及相邻线对之间

的进一步协调等。

图２　等高线内插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ｔｏｕｒ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图３描述了对地图上部分街区的空白区域提

取骨架线并构建地图目标之间邻近图的基本过

程。图中骨架线近似地对地图目标之间的间隔区

域进行等距离剖分。每个目标周围由数条骨架线

弧段环绕构成一个闭合区域，该区域表达了对应

目标的空间势力范围，总体上形成一种类似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剖分结构。图中每条弧段对应相邻

两个目标之间的一阶邻近关系。基于这种特性，

图３绘出了对应的邻近图，显然两者存在对偶性，

都可为进一步的空间分析与地图综合操作提供丰

富的空间邻域知识。

图３　街区骨架线与邻近图

Ｆｉｇ．３　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Ｇｒａｐｈ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４　结　语

本文改进了一种基于约束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

的地图目标群间骨架线提取算法。在深入研究算

法的数据结构和控制流程的基础上，对三角网中

的环路和３类三角形的特殊情况进行了特殊处

理，使算法更具稳健性。分别以地图中等高线的

内插和街区地图目标群的邻近分析为例，对算法

进行了验证。下一步将继续研究如何将该算法用

于道路网、居民地等地图目标之间的空间冲突的

检测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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