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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栅格线划矢量化方法。通过运用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对栅格线划要

素进行空间剖分，并根据单个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的形状特征，提取线划要素骨架线。以栅格地图预处理、线划

要素实体识别、线划要素边缘点集生成、线划要素边缘点集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生成，以及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

公共边中点追踪的线划要素骨架线提取为技术路线，详细介绍栅格线划矢量化的具体实现过程，并进行若干

实验，以验证方法的准确性与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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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地图矢量化通常指对纸质地图进行扫描

数字化、图像增强、地图分色、要素识别、栅格跟踪

等一系列处理过程，其本质是将用点阵阵列表示

的地图要素转化为二维平面的坐标对，并重构要

素间的拓扑关系［１］。在栅格地图中，地图要素的

表达方式主要有点、线、面三种，一个地图要素实

体往往由多个栅格单元组成，而各地图要素的中

心点（线）位置（矢量化后的坐标点），通常不能直

接从栅格地图上直接获取。点要素形状简单，可

以通过坐标空间加权的方式，获取其中心点坐标；

线要素栅格点呈空间分布，不能通过简单的空间

统计方式获取其中心线坐标；面要素由闭合的栅

格线表征其空间属性。如何快速准确地提取栅格

线划的中心线（骨架线），成为栅格地图矢量化研

究的热点及难点。

地图矢量化方法目前已有较多研究成果。上

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已有学者设计了基于计算视觉

的灰度单色地图矢量化系统，初步实现了从地图

扫描、对象识别、线划跟踪以及图形数据自组

织［２］。随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

一些学者也开展了在复杂彩色背景下的地图矢量

化方法研究，力图实现全要素地图的矢量化操

作［３］。通过对现有线状要素矢量化方法对比分

析，线状要素矢量化算法按其算法设计思路可以

归为两类，即迭代算法与非迭代算法［４］。迭代算

法是反复执行某一操作，直到生成线划要素矢量

线为止。这类算法通常能较好地保持原图的细

节，保持线段的连续性，但往往需要多次迭代，有

较高的时间复杂度，对噪声敏感，如经典细化算

法［５］、蚁群算法［６］、神经网络算法［７］等。非迭代矢

量化算法主要指不使用轮廓像素剔除，而采用辅

助技术手段直接提取骨架线。非迭代算法设计思

路很多，主要有基于图像域与轮廓几何分析的矢

量化方法，如基于主曲线的提取算法［８］、经典轮廓

匹配算法［９］等；基于栅格点跟踪的矢量化方法，如

基于多重判据的自动跟踪算法［１０］、基于滑动窗口

分割及序贯跟踪的矢量化方法［３］等；基于图形边

缘空间拓扑分析的矢量化方法，如基于 Ｖｏｒｏｎｏｉ

图的扫描地图矢量化方法［１１］等。

迭代与非迭代算法，虽然在算法设计思路上

有区别，但大部分都是基于对图像栅格单元空间

邻域分析或图形域几何分析实现要素矢量化的，

只有少数研究采用空间拓扑分析的方法进行要素

矢量化操作［１１］。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作为 Ｖｏｒｏｎｏｉ

的空间对偶图，是一种常用的空间剖分方法。目

前，有学者利用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实现了街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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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轴线提取［１２］、多边形骨架线提［１３］取及空间场数

据的骨架化操作［１４］。上述中，其研究对象虽然皆

是矢量图形，但其骨架线的提取思想恰好满足栅

格线划矢量化的需求。本文根据栅格图像的特

点，提出一种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栅格地图矢

量化方法，运用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对栅格线划进行

空间剖分，根据单个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的形状特

征，提取线划要素骨架线，实现栅格线划矢量化。

１　基本思想与技术流程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是一种在数值分析、图像处

理等领域常用的空间剖分方法［１５］。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

角网以空间离散点为基准，把整个空间剖分为最

接近于规则化且唯一的三角形集合。以线划要素

边缘栅格点生成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在边缘轮廓

平滑的直线与曲线区段中，相邻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

形，在形状上十分相似：一边较短（一个像元宽），

另两边较宽（基本等同于线划要素宽度），可近似

拼接为矩形或平行四边形的三角网，如图１所示。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沿要素边缘方向，对线划要素进行

了空间剖分。这种剖分就如同用微分扇形对圆进

行剖分，改变了原始图形的细部结构，使其便于量

测。这种形状规则对称，单体三角形沿线划要素横

向展开、整个三角网沿线划要素纵向展开的Ｄｅｌａｕ

ｎａｙ三角网，可大体表征线划要素的结构与走向，使

线划要素转变为一个个微分矩形或四边形。经此

变换，就可以通过量测这些微分单元，获得线划要

素内部几何特征，进而提取线划要素骨架线。

图１　线划要素三角网剖分

Ｆｉｇ．１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ＬｉｎｅＥｌｅｍｅｎｔ

基于上述思想，本文提出一种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

三角网的栅格线划矢量化方法，主要流程如下。

１）栅格地图预处理：对原始栅格图像进行图

像预处理、图像增强等操作，然后进行图像二值

化。如果待矢量化地图为彩色地图，则先进行分

色处理，得到不同要素的单色栅格图。

２）线划要素实体识别：对图像进行基于像元

八邻域标记的栅格线划要素识别［１６］，提取图像中

相互独立的线划要素实体。

３）边缘点集生成：对已提取识别的线划实

体，进行数学形态学边缘提取［１７］，获得边缘栅格，

进而转化为各个线划对象的边缘点集。

４）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生成：采用较成熟的扫描

线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生成算法
［１８］，对所有线划实

体的边缘点集逐一生成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

５）线划要素骨架线提取：根据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

角网中三角形间的拓扑关系，利用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

三角形中位线跟踪的线划要素骨架线提取方法，

提取线划要素骨架线。

本方法的核心是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公共

边中点追踪的线划要素骨架线提取，下面详细论

述。

２　基于犇犲犾犪狌狀犪狔三角形公共边中

点追踪的线划要素骨架线提取

　　本文所述的骨架线提取方法分为两个处理步

骤，即剔除干扰三角形和骨架线跟踪。

２．１　剔除干扰三角形

由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剖分是在空间散布的离

散点上进行，最终形成的三角网一定会有凸包，以

满足Ｄｅｌａｕｎａｙ规则
［１９］。因此，在图２中可以看

到，如果要素自身弧度很大或呈近圆形，三角网不

只会出现在线划要素轮廓范围内。为了确保骨架

线跟踪的准确性，首先要剔除这些不在轮廓线范

围内的三角形。

图２　原始三角网

Ｆｉｇ．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Ｎｅｔ

经反复试验与观察，需剔除的干扰三角形主

要有两类：一类位于线划要素轮廓范围外，另一类

位于线划要素边缘轮廓上，如图３所示。为了实

现剔除干扰三角形，需获取每个三角形内心位置

的连通标识值和边缘矩阵标识值：若连通标识值

与该线划要素连通标识值不同，则表明此三角形位

于线划轮廓范围外；若边缘矩阵标识值与该线划要

素边缘矩阵标识值相同，则表示此三角形位于线划

要素边缘轮廓上。图３、图４别显示了剔除操作前

后的三角网展开情况。在图３中圆圈表示线划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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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边缘点集，粗线表征线划要素轮廓范围。在粗线

范围外的三角形为干扰三角形，需剔除。

图３　原始的三角网

Ｆｉｇ．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Ｎｅｔ

　　　
图４　删除前的三角网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Ｎｅｔ

２．２　骨架线跟踪

在剔除干扰三角形后，线划要素边缘点集三

角网形成一个沿线划延伸方向展开、一一相连的

三角形序列，如图１所示。借助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型

的形态特征及三角形间的拓扑关系，以追踪相邻

三角形公共边中点的方式，实现线划要素骨架线

的提取。具体算法流程如图５。

图５　骨架线跟踪流程图

Ｆｉｇ．５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ＬｉｎｅＴｒａｃｅ

　　１）获取当前处理中的线划要素边缘点集三

角网中的首三角形。由于在§２．１中剔除了干扰

三角形，致使某些三角形成为孤立的三角形（如

图６所示）。因此，需通过判断每个三角形的拓扑

邻接指针是否全为空，识别出独立三角形。若某

一三角形为独立三角形，则通过此三角形节点的

ｎｅｘｔ指针跳过此孤立三角形，并置这个三角形的

访问处理标识为真。

２）判断此三角形是否已被处理。如果访问

处理标识为真，则表示此三角形已被处理过，需跳

过，此时取当前三角形的ｎｅｘｔ指针值，作为下一

个要处理的三角形；当此ｎｅｘｔ指针为空时，则跳

出骨架线追踪循环，准备处理下一个线划对象。

图６　骨架线追踪过程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ＬｉｎｅＴｒａｃｅ

３）如果当前三角形既不是孤立三角形、也不

是已处理过的三角形，则根据此三角形拓扑邻接

状态，即统计与此三角形拓扑相连且未被处理过

的三角形个数，决定追踪策略。

（１）未处理的邻接三角形个数为１，表明骨架

线追踪方向确定且唯一。通过获取当前追踪三角

形与邻接三角形公共边中点，即可得到线划要素

骨架线点。最后置此邻接三角形访问处理标识为

真，并设该三角形为当前追踪三角形。

（２）未处理的邻接三角形个数为２，则说明此

时骨架线的跟踪顺序不确定，需决定跟踪方向，处

理过程基本同上，不同的是此时潜在追踪方向有

２个。由于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单体沿垂直于线划

伸展方向展开（狭长型），因而选择两边中的较长

边，作为追踪边，即可确保跟踪正确。若两边长度

相同，则根据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在三角网中的拓扑

生成顺序，选择拓扑关系较先建立的三角形，作为

追踪三角形。

（３）未处理的邻接三角形个数为０，表示当前

追踪三角形已无追踪方向，需跳跃到可进行追踪

操作的三角形，继续进行骨架线追踪操作。此时

置当前三角形访问处理标识为真，并获取其ｎｅｘｔ

指针所指向的三角形作为追踪三角形。如果当前

三角形ｎｅｘｔ指针为空，则表示此线划对象中所有

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都已进行了骨架线追踪处理，

此时则跳出骨架线追踪循环，准备处理下个线划

对象４重复（１）～（３）步直到当前三角形节点的

ｎｅｘｔ指针为空，停止此条线划的骨架线追踪，准

备处理下一个线划对象。

６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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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验及结果分析

单扫描线划为实验对象，进行矢量化操作，并

对各主要处理阶段的结果加以展示，如图７所示。

图７（ａ）为原始栅格线划图像，由一条基本线划和圆

组成。图７（ｂ）～图７（ｆ）为线划要素矢量化过程

中，各主要环节的处理结果。图７（ｂ）表示的是要

素连通性识别结果，图中互不相连的两个线划对

象，用不同灰度值加以区分。图７（ｃ）为线划要素边

缘提取结果，线划边缘轮廓齐整连续且为单像素

宽，生成边缘要素点分布均匀，可较好地表征线划

要素边缘。图７（ｄ）和图７（ｅ）分别为线划要素边缘

点集生成的原始三角网和经剔除干扰三角形后的

三角网，生成的三角网沿线划要素边缘均匀展开。

图７（ｆ）展示了线划要素矢量化的最终结果，提取的

线划要素骨架线，基本上沿线划要素伸展方向展

开，形状良好，与原始栅格线划有较高的匹配度。

为了进一步对本文所述方法进行性能检测，选

取了同一景图像不同幅面的栅格等值线图作为实

验对象（如图８（ａ）所示），在 ＨＰＺ６００图形工作站

（ＣＰＵ：Ｘｅｏｎ５６０６内存１２ＧＢ）上进行实验，记录各

主要处理阶段的时间代价。为了排除实验平台中

图７　骨架线提取各主要阶段结果

Ｆｉｇ．７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Ｌｉｎ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ＥａｃｈＭａｉｎＰｈａｓｅ

偶然因素的干扰，采取了多次实验求平均值的方

式，以确保实验数据的准确性。该幅图像由２３条

栅格线划组成，实验结果如表１和图８所示。

图８　栅格线划图矢量化

Ｆｉｇ．８　ＶｅｃｔｏｒｉｚａｉｔｏｎｏｆＧｒｉｄＬｉｎｅＭａｐ

表１　栅格线划矢量化方法各主要步骤时间代价

Ｔａｂ．１　ＴｉｍｅＣ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ＥａｃｈＭａｉ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ｉｎＧｉｒｄＬｉｎｅＶｅｃｔ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图像尺

寸／像素

边缘栅格

点数量／个

图像二

值化／ｍｓ

线划要素

识别／ｍｓ

边缘点集

生成／ｍｓ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

网生成／ｍｓ

剔除干扰三

角形／ｍｓ
骨架线追踪

３１４４×１７２８ ９４０４８ ４７ ５１７ ２０３ ７６２ １６ １６

４１９２×２３０７ １２９０６２ ９５ ９２４ ３４１ １２６０ １６ １６

５２４０×２８８０ １６４０７６ １２５ １４０１ ５４２ ２０３０ ３１ １６

　　从表１中数据可知，随着图像幅面的增大，基

于栅格图像分析的算法（表１中第三列～第五列）

的时间代价显著增加，而骨架追踪算法（表１中第

七列、第八列）的时间代价则基本保持不变，其算

法时间代价应与图像的复杂程度（即线划个数）有

关，而与线划宽度无关。因此，本文所提出的骨架

线追踪方法更适宜处理线划宽度较宽的扫描图

像。在一次矢量化处理过程中，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

生成的时间代价最大，而骨架线追踪算法的耗时

尚不到其十分之一。文本所采用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

网生成算法是较为经典的扫描线算法［１８］，而这部

分时间代价可用最新的研究成果加以优化改进，

大幅缩短处理时间。因此，本文所提出的栅格线

划矢量化方法仍有较高的时间效率。

在算法设计策略上，本文所提出的方法与已

有方法也有些许差异：（１）已有的骨架线提取方法

是对整个图像区域生成约束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 三角

网［１１，１２，１４］，而本文方法是先进行线划要素识别，

再进行无约束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生成。首先，无

约束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生成效率要比约束Ｄｅｌａｕ

ｎａｙ三角网高；其次，随着图像幅面逐渐增大，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生成算法的时间代价大幅上升

（复杂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一般不是线性的，最好情

况下为犗（狀ｌｏｇ２狀），而通过对线划要素识别，可把

一个复杂点集按线划对象分为若干子集，对这些

子集分别进行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生成，也可大幅提

高算法效率。（２）已有骨架线提取方法提取骨架

线后，还要进行拓扑连接等后续处理［１１，１２，１４］，而

本文方法通过追踪三角形公共边中点方式，一次

性生成具有空间拓扑关系的骨架线，算法流程更

为简洁，骨架线提取的准确度更高。

虽然本文方法能直接生成带空间拓扑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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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划要素骨架线，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扫

描线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生成算法是针对空间离散

点设计的，其初始三角形是由狓、狔坐标最小值点

构成的［１８］。本文方法就是基于此初始三角形进

行骨架线追踪。但由于线划要素在像素空间中呈

条状稀疏分布，而原始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呈凸多边

形面状分布，致使经剔除操作后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

网首节点不一定在线划要素的某一端点处；加之

三角形节点存储顺序是按扫描线扫描顺序（从左

向右、从下到上）存储，而不是沿线划伸展方向存

储。如果经剔除处理后的三角网首节点不在线划

要素某端点处，就会造成骨架线跟踪失败或跟踪

丢失等情况，最终出现如图９的不能完全提取或提

取错误骨架线的状况。除此之外，扫描图像中还存

在由于印制或扫描设备等因素造成的扫描线划宽

度突然变化或折曲不自然等现象。在出现此类情

况的线划部位，会产生极不规则的三角形。这些不

规则的三角形，也会导致骨架线跟踪错误或跟踪失

败。因此，为了进一步完善本方法，在进一步的研

究工作中，应试图通过改变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生

成方式或对经剔除操作后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进行

重新组织，以解决如图９所示的追踪错误问题；而

形状不规则的三角形造成的追踪错误，则考虑设

计出一种能自动跳过形状不规则三角形，并以此

为追踪点重新开始骨架线追踪的追踪策略。

图９　提取错示意图

Ｆｉｇ．９　ＥｘｔｒａｃｔＦａｕｌｔＤｉａｇｒａｍ

４　结　语

本文在分析现有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骨架

线提取方法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扫描线划矢量化方法。以基

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公共边中点追踪的线划要素

骨架线提取为技术核心，实现了扫描线划的矢量

化操作，其算法时间效率、提取结果准确性较已有

算法有所提高，能满足实际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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