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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三角剖分问题在理论研究和实际问题中都有大量应用，因此也产生了众多相关的研究。本文介绍了其中
的一些重要的问题和结果。
本文主要选取了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三角形剖分的应用，包括在理论上的应用，例如组合几何中

的美术馆问题，以及更加实际的应用，例如 3D 图形建模和渲染，揭示了它们和三角形剖分问题的重要联
系。第二方面是关于三角形剖分的算法，简要介绍了平面三角形剖分算法从 O(n2) 算法到 O(n) 算法的发
展过程，以及一些优化曲面三角形剖分的一些方法。第三方面是关于三角形剖分在高维情形，特别是三维
情形的推广，说明了多面体的四面体剖分的不可行性和判定方法的困难性。

1 引言

在平面几何和组合几何领域，三角形这一图形由于其简单性而在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很多时候，三角形
可以用来解决多边形中的问题，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是一个广为人知且符合直觉的性质：

性质. 每一个简单（边不交）的多边形区域都可以剖分成若干个三角形区域，使得其中每个三角形的顶点都
是原多边形的顶点 [1]。

证明. 对多边形的边数 n 归纳，当 n = 3 时结论显然。若所有边数小于 n (n > 3) 的多边形都存在三角剖分，
考虑任意一个 n 边形。如果能够证明它有一条对角线位于多边形的内部，那么由于这个对角线把多边形分
成了两个边数小于 n 的多边形，由归纳假设，这两个多边形都可以三角剖分，从而原来的 n 边形有三角剖
分。进而完成了证明。

为了证明这个多边形有位于内部的对角线，考虑它的所有内角。由于 n 边形的内角和为 (n− 2)π < nπ，
故存在一个小于 π 的内角。设这个内角为 ∠APC，其中 A,P,C 都是多边形的顶点。若 △APC 内部没有多
边形的顶点，那么 AC 即为多边形的一条内部对角线。若 △APC 内部有其它多边形的顶点，在所有这样的
顶点中，选取一个顶点 X，使得 ∠PAX 最小。如果这样的点 X 有多个，那么选取与 P 距离最近的一个。
下证 PX 是多边形的内部对角线，若不然，若 PX 有一部分位于多边形外部，那么它一定和多边形的某条
边有交点，设这条边为 UV。延长 AX 交边 PC 与点 Q，由于 UV 与 PQ 有交点，但是 UV 与 AP,PQ 没
有交点（因为多边形的边不交），故 U, V 两点中必然有一个点在 △APQ 的内部，从而 ∠APX 的最小性矛
盾。从而 PX 是一条内部对角线。

可以看到，虽然三角剖分的剖分直觉上是显然的，但是其证明却并不平凡。这暗示了三角形剖分并不是
一个简单的问题，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产生了许多有意义的结果，
下文将介绍其中的一些方面。

2 三角形剖分的应用

三角形剖分作为一个基本的组合几何结构，它的重要之处在于，利用三角剖分，可以把一个比较复杂的
图形分解为若干个相对独立的子图形，对每个子图形分别进行处理，然后利用恰当的方法把这些子图形上的
结论组合起来，从而解决原来的比较复杂的问题。三角形剖分的这个特性使得它在许多地方得到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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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个将多边形剖分成三角形的简单示例。

2.1 美术馆问题

美术馆问题就是三角剖分在理论数学中的一个典型应用。这个问题的原始形式如下：

问题. 若 S 是一个 n 边形，求最小的 m，使得存在一个包含 n 个点的点集 T，对于 S 内部的任何一个点
p，都存在 q ∈ T，并且线段 pq 完全位于 S 内部（含边界，下同）[2]。

如果我们把 S 看成是一个美术馆，T 看成是美术馆的保安的集合的话，那么这个问题描述的就是：就
为了能够让保安看到美术馆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需要保安的最小数目。

文 [3] 对此给出了一个漂亮的结论：我们最多需要
⌊
n
3

⌋ 1 个点（保安）就可以保证能够看到美术馆的每
一个角落了。文 [3] 中的证明用的是对 n 的归纳法，并且对于多边形的形状进行了不少的分类讨论。随后
Fisk 在文 [2] 中给出了只有几行的简短证明。Fisk 的证明主要思想是将多边形剖分成一些三角形，通过对点
的数目归纳证明，将多边形的顶点染成三种颜色，使得没有两个相邻（通过多边形或三角形的边相连）的顶
点具有相同的颜色（从而每个三角形的三个顶点颜色各不相同）。由于一共有 n 个顶点，所以必然有一种颜
色的顶点至多有

⌊
n
3

⌋
个，将这些顶点上放上保安。由于每个三角形三个顶点具有不同的颜色，因此必然有

一个顶点上有保安，从而这个三角形内的每个点都被保安观察到了（见图2）。进而整个美术馆都在保安们的
视野当中。2

图 2. 将美术馆三角剖分后，把它的顶点染成三种颜色，最后把所有红色的顶点放上保安。

在这个证明中，最重要的想法在于，监视整个美术馆转可以转化为监视每个剖分出的三角形，所以只需
要在每个三角形中选取一个顶点即可，考虑到这一点之后，那么后面的证明就是水到渠成的。研究美术馆问
题在一定程度上就转化为了对于三角形剖分的研究。美术馆问题有诸多推广，例如让保安监视所以美术馆外

1⌈x⌉ 表示不小于 x 的最小整数。例如 ⌈2.4⌉ = 3。
2这个结论的漂亮之处还在于它给出了最好的上界，事实上，

⌊
n
3

⌋
是最优的结果，当我们把美术馆取为一个类似无柄梳子的形状

（每个梳齿都是一个三角形）时，少于
⌊
n
3

⌋
个保安是无法看到美术馆的每一个角落的 [4,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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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将一个海豚的模型表面进行三角剖分并加上光照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e:Dolphin_triangle_mesh.png

部的区域，考虑墙壁只朝着两个垂直的方向的美术馆（称为正交美术馆）等等。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手段都
是对于某个平面区域的剖分情况进行研究 [4, p31, p145]。

2.2 图形渲染问题

计算机图形设备和 3D 图形引擎是 3D 动画，游戏，电影特效的核心之一，它使得我们可以将一个三维
物体的模型渲染成包含光影，材质，透视关系的图像。对于这些硬件和软件，渲染三角形常常是最底层的接
口之一。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三角形是用来对实际物体的表面建模的主要工具 [5]。
尽管很多图形引擎也提供了对于曲面，例如二次曲面，样条曲面的支持，但是三角形还是有很大的优越

性。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它能保证它的三个点在同一个平面上。而平面和曲面比起来具有很好的性质。首先，
计算平面上的光照比起曲面要容易得多：平面每个位置的方向都相同，这意味着对于平行光来说，这个平面
上的光照强度是恒定的，即使对于非平行光，当三角形面相对较小时，它的各个位置的光照强度基本上是不
变的。但对于曲面来说，即使这个曲面很小，但是由于照射角度问题，它的各个位置的光照强度仍可能会发
生很大的变化。此外，由于平面所表示的方程是线性的，所以计算两个三角形是否相交，或者计算一条光线
是否穿过这个三角形都是很容易的，但对于曲面来说，一般都只能近似地求解，而且计算要比平面复杂得多。

虽然三角形渲染在计算上具有如此的优越性，但是由于在现实世界中的大部分物体的表面并不是三角
形，而是一个曲面。所以为了能够使用渲染三角形的方法渲染这样的曲面，我们需要把这些表面用一些三角
形来近似，这个近似的过程被称为曲面的三角剖分 (triangulation)，剖分出的三角形组成的表面称为三角形
网格 (triangle mesh)。图3是一个典型的三角剖分的例子。因此研究曲面上的三角剖分是计算机图形学中的
重要课题。

3 三角形剖分的算法

三角剖分的广泛应用促使人们寻找更加高效的算法来进行三角剖分，从而衍生出了大量相关的研究。

3.1 平面上的三角剖分算法

对于平面上的三角剖分，主要的研究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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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给定若干个平面上顶点的坐标，考虑由这些点顺次连接所形成的简单多边形，求一些线段，使得这些
线段把多边形剖分成若干个三角形。

显然将一个凸 n 边形剖分成三角形只需要 O(n) 次操作 1，因为我们只需要把一个顶点与其它的所有顶
点相连即可。对于非凸的多边形，事情就要复杂得多。

对于这样的问题，一个 O(n2) 的算法是很容易构造出来的，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样一个宽松的时间复
杂度长时间内都没有得到改进，直到 1978 年文 [6] 中才终于给出了一个 O(n lnn) 的算法。由于它比较简单，
因此比较实用。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改进产生之后，许多更好的算法开始出现。10 年之后，一个比较复杂的 O(n ln lnn)

的算法在文 [7] 中被提出。不久之后，文 [8] 又表明存在一个复杂度仅有 O(n ln∗ n) 的算法 2，并且这个算法
相比起上一个的算法要简单得多。

几年之后，Chazelle 发现了一个极其复杂的 O(n) 算法 [9]。虽然这个算法的复杂度已经是理论上的最
优，但是由于它的步骤过于复杂，所以除非对于极大的数据，否则一般它并不比前文的算法快，所以这一算
法基本上仅有理论意义。

3.2 三角剖分的优化

对于计算机图形学来说，比起平面上的结构，更关心的是在它在逼近曲面上的应用。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利用三角形对曲面进行恰当的逼近。显然，如果我们剖分出更多的三角形，那么就能更好
地逼近曲面，渲染出的图形也会更加平滑真实；如果减少三角形的数目，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快的渲染速
度，而速度在一些对于实时性要求比较高的场景（例如游戏）中非常重要。如何在质量和速度这两个因素间
进行权衡，以及如何在一个因素不变的前提下改进另一个因素得到了充分的研究。

文 [10] 对此提出了一个算法，这个算法被称为 decimation algorithm，主要思路是按照某种判据不断选
取比较 “平” 的顶点，将这个顶点和它所在的所有三角形去掉。去掉这些三角形之后原来的网格会出现一个
洞，用恰当的方式把这个洞剖分成一些三角形，然后更新判据，并继续重复上述过程，直到三角形数目达到
想要的数目为止。这个算法可以把一个复杂的三角形网格转化成一个三角形数量大大减少的网格，并且使得
新的网格和原来的网格大体上保持一致，从而能够很大程度上提高渲染速度。

在三角形剖分的过程中，我们还要关心的是这些三角形的 “质量”，也就是这些三角形在大小和形状方
面的均匀程度。如果三角形网格不够均匀（例如有一些三角形的面积远大于其它三角形），或者三角形的形
状比较极端（例如有很接近于 0 度的内角），都会导致渲染出来的图形不够平滑。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文
[11] 提出了 Delaunay 剖分 (Delaunay triangulation) 的概念：

定义. 一个三角形网格称为是 Delaunay 剖分，如果每个小三角形的外接圆内都不含有其它三角形的顶
点。（见图4）

Delaunay 剖分有很多良好的性质，例如它最大化了这些三角形的最小内角，这一点确保了这种剖分下
三角形的形状能够尽可能地均匀。文 [12] 给出了两个算法，当给定顶点时，可以快速地给出包含这些顶点的
Delaunay 剖分。这些算法的平均时间复杂度都是 O(n lnn)，因此是十分有效的。

4 将三角形推广到四面体的困难性

既然二维上的三角剖分有如此之多的漂亮结果和应用，自然会让人思考这个问题在三维（甚至更高维）
空间中会是怎么样的情况。但是研究表明，三维的剖分要比二维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1O(n) 指的是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它表示当 n 趋向于无穷时，算法所需要花费的时间不大于 n 的某个常数倍。类似地可以定义
O(n2)，O(n lnn) 等符号。

2ln∗ 表示迭代对数函数，定义如下：

ln∗ x =

{
1, x ≤ 0
1 + ln∗(lnx), x > 0

这是一个增长极其缓慢的函数。当 x 不大于约 2.331504384× 101656520 时，ln∗ x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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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Delaunay 剖分的示例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Delaunay_circumcircles.png

一个简单的区别是，二维情况下一个 n 边形能够被剖分成的三角形数目是固定的数 n− 2，但是即使是
同一个多面体，它被剖分成的四面体数目并不是唯一的，例如将两个全等的正四面体以面重合的方式拼成一
个六面体，这个六面体既能够被分成两个四面体，也能被分成三个四面体 [13]。由于这样的复杂性，在考虑
三维空间剖分的算法和应用之前，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三维空间中是否任意多面体都可以被剖分成若干
个四面体？

对于凸的多面体，答案是肯定的，对顶点数使用归纳法不难给出证明。但是对于凹的多边形来说，这个
命题并不成立，也就是说，存在不能被剖分成若干个四面体的多面体。由 6 个顶点，12 条棱，8 个面组成的
Schönhardt 多面体 (Schönhardt polyhedron) 是其中最简单的一个（见图5）[14]。在 Schönhardt 多面体中，
每个四个顶点组成的四面体都至少有一条棱完全位于多面体的外部（包括边界，下同），因此根本无法从它
当中剖分出一个四面体出来，自然更无法将它剖分成若干个四面体。

图 5. Schönhardt 多面体

关于 Schönhardt 多面体的对角线还有一个更加完整的结论：对于它的每一条对角线，如果这条对角线
不是多面体的棱的话，那么这条对角线必然完全位于多面体的外部。这样的性质并不专属于 Schönhardt 多
面体，事实上，[14] 证明了对于任何一个不小于 6 的正整数 n，都存在一个包含 n 个顶点，且满足上述性质
的多面体。

现在问题转化为如何判定一个多面体能否被剖分成四面体。我们期望能够找到有效的算法来解决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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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但是 [13] 指出，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 NP-完备 (NP-Complete) 1 的。甚至
即使假定这个多面体是星型的（即存在一个内部的点，它与所有顶点的连线都在多面体内部），这个问题依
然是 NP-完备的。

我们回到最开始的美术馆问题，考虑一个把美术馆从一个二维的多边形转化为一个三维的多面体进行。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预料到这个时候，美术馆问题应该也会复杂得多。实际上也确实如此。[4, p255] 给
出了一个精巧的反例，反例的大致构造方法是在正方体的前，上，右三个表面交错地钻出一些正方形的洞，
使得这些洞几乎但不贯穿整个正方体（见图6），在这种情况下，n 个顶点的美术馆需要至少 O(n3/2) 个保安。

图 6. [4, p255] 所构造出的三维美术馆，其中每个洞都几乎贯穿整个立方体

这些事实表明将三角剖分这个结构推广到高维存在本质性的困难，这种困难来自高维情况下图形会具有
更加复杂的结构和组合，从而表明了三角剖分是二维情况下特有的结构，这也是三角剖分这一结构如此独特
的原因之一。

5 结论

本文从多个角度介绍了三角形剖分这一结构的相关研究和它在几何学和图形学上的众多应用，展示了三
角形剖分这样一个简洁的结构中蕴含的复杂性，也看到了其广泛的应用前景。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三角
形剖分难以直接推广到高维上，因此如何在高维上对图形进行适当的分解，仍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究的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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