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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三维房屋重建与城市可视化方法研究和应用模块开发的初步成果。 在一般二维不规则三角

网的基础上 ,发展了有确定边界条件下的二维不规则三角网 ,通过对顾及地形的铅直墙面和不规则屋顶的分

别构网和合成 ,形成建筑物的表面不规则三角网 ,消去共面条件下的公共边后 ,实现了顾及地形的的城市房屋

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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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房屋重建与三维可视化方法研究和应用

模块开发是当前地理信息系统 ( GIS)和数字摄影

测量 ( DPS)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其主要意义在于

对城市景观的现状和规划设计的描述摆脱基于二

维地图 (平面图 ) 和三维实物模型的表现方式 ,

代之以计算机辅助的三维立体表现方式 ,使得决

策者、设计师和用户对城市景观的现状和规划设

计蓝图有直观的三维立体印象。 飞速发展的数字

摄影测量技术 ,已经基本具备了从数字影像对直

接得到数字高程模型 ( DEM )的能力 ,而要提取

具有铅直特征的地形和建筑物的高程达到“完全

自动化”尚有一定的困难 ,但这无疑是数字摄影测

量研究发展的一个方向。迄今为止 ,几乎所有的地

理信息系统 (如 MapInfo、 Arc /Info )都只有二维

地图的数据存储、管理、查询和显示能力 ,二维地

图及其 GIS中的矢量图形数据已经丧失城市房

屋的高程信息和航空影像上的纹理信息。 计算机

辅助设计和三维动画已经具备比较完备的三维对

象设计和表现能力 ,但在 CAD和 3D Studio中进

行三维设计要求使用者具备专业级计算机造型能

力 ,生成的三维动画文件只能为用户被动播放 ,而

不能为用户所控制观看 (如放大、缩小、漫游、旋

转等 ) ,而且 GIS中的矢量图形数据如果直接转

化到 CAD和 3D Studio中也只能得到二维平面

图。 GIS中基于一般二维不规则三角网 ( 2D-

T IN) 的“二维半”数字高程模型已经有大量的研

究和应用 ,但它无法处理具有铅直特征的地形和

建筑物。在 DEM上面叠加建筑物高度可以生成

平顶部分建筑的三维立体模型 ,但是无法处理有

像人字形屋顶的建筑物 [1 ]。基于三维不规则三角

网 ( 3D-TIN) 的三维 GIS数据结构无疑可以处

理复杂屋顶的建筑物 ,但是一方面因其复杂和庞

大的数据量而受到限制 ;另一方面 ,对于城市房屋

重建与三维“可视化”来说 ,它仅仅要求重建与可

视其“外表面” ,而无需重建与可视其“内部” ,也不

要求具有 GIS所特有的空间分析能力。 因此 ,在

数字摄影测量技术提取建筑物高程要达到“完全

自动化”尚有一定困难的条件下 ,首先不强调建筑

物高程测量的“完全自动化” ,可以进行一些必要

的人工测量。如果在二维 GIS中将建筑物高程作

为属性数据来管理 ,则其中的建筑物对象经过本

文开发的模块处理后生成 DX F格式的数据可以

直接进入 AutoCAD和 3D Studio中 ,或者生成专

门格式的数据进入以 Visual C
+ +

fo r Window s

95 /N T及图形库 OpenGL开发的系统中 ,根据建

筑物和 DEM在数字影像对上的像坐标来分别提

取其所对应的纹理信息 ,在 AutoCAD、 3D Studio

或 OpenGL中进行自动或半自动着色合成 ,或者

便于设计师进行人工着色合成 ,成为具有高程和

纹理信息的建筑物三维可视化对象 ,来实现顾及

地形的城市房屋逼真可视化。在 OpenGL开发的

系统中生成的三维动画能为用户所控制观看 (如

放大、缩小、漫游等 )。 当数字摄影测量技术能够

“完全自动化”提取建筑物高程时 ,便可以实现从

数字影像对直接自动得到以计算机辅助表现的三

维城市景观立体动画。 本文介绍了顾及地形的城

市房屋几何重建 ,可称之为“完全二维半不规则三

角网 ( Complete 2. 5D-T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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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全二维半不规则三角网

作为研究和开发的初步成果 ,本文暂定为规

则矩形网格的数字高程模型。建筑物的量测数据 ,

包括通常测绘地形图上有顺序的“房屋数据” (指

“屋檐角”的坐标 )和随机的“屋顶数据” (如人字

形顶点的坐标 ) 。

对于城市房屋重建与三维可视化来说 ,仅要

求重建与可视建筑物及地面的“外表面” ,因此 ,建

筑物可以看作屋顶面和各个铅直外墙面的“表面”

组成。 由于“房屋数据”是有顺序的 ,而“屋顶数

据”是随机的 ,所以 ,有顺序的“屋檐角”构成了水

平投影为“凹形”或“凸形”的屋顶面多边形 ,根据

多边形是否包含点的关系可以将所有随机的“屋

顶点”分配到每个屋顶面上。屋顶面以“屋檐角”依

次连成的墙顶线为确定边界 ,来构成屋顶面内部

的“空中三角网” ,见图 1。 可由相邻的两个“屋檐

图 1　屋顶面的“空中三角网”

Fig . 1　 The T IN of Roof

角”及其投影到地面的交点来形成墙面左、右边界

(墙角线 ) ,落在地面的交点高程分别由 DEM从

所相邻的四个网格点按双线性内插得到。 在起伏

的地面上建房时一般都将地面挖平 ,因此 ,在

DEM上面叠加建筑物高度时需要用建筑物基底

高度来统一修正建筑物下面的 DEM。从“屋顶”在

水平面的投影是否落在由两个“屋檐角”形成的线

段上可找出参与构成墙面的部分屋顶点 ,并且按

其与其中一个“屋檐角”的水平距离进行排序 ,它

们与两个“屋檐角”形成墙面的上边界即墙顶线 ,

如此得到了每个墙面有序构成的所有边界节点。

这样 ,在屋顶面和各个铅直墙面的构网都成了有

确定边界条件的二维不规则三角网 ,需要消去落

在确定边界以外和与边界相交的“三角形”。顾及

地形的铅直墙面和不规则屋顶之间构网的不同之

处主要是前者在构网时需要将参与构成墙面的部

分屋顶加入到墙面中 ,而后者在构网后还需要判

断相邻三角形是否共面 ,以便隐含公共边。

普通二维不规则三角网的构网方法在 GIS

和 DEM中已经有广泛的研究与应用 ,主要有最

大角度判断法和从 Voronoi多边形形成 Delau-

nay三角网及数学形态学等方法
[2, 4 ]
。不同于 GIS

和 DEM的是 ,在墙面和屋顶构网时点数一般比

较少 ,无须要求为锐角三角形或近似等角 (边 )

三角形 ,也无须考虑地形特征线。考虑到构网时的

运算效率 ,本文采用了最大角度判断法来构成普

通二维不规则三角网。 每次构成或扩展一个三角

形时 ,用新三角形中心落在确定边界多边形以外

的充分条件来防止边界以外三角形的产生 ,同时 ,

用扩展新三角形的边与确定边界条件相交的充分

条件来防止与边界相交的三角形的产生 ,前者用

了判断多边形是否包含点的关系 ,后者用了判断

两条线段是否内部相交的关系
[ 3 ]
,这发展了有确

定边界条件下的二维不规则三角网方法。 不规则

屋顶在构网后还需要判断相邻三角形是否共面 ,

使用的方法是用新三角形的第三个顶点是否落在

用于扩展的三角形所在平面上来判断。

由于重建的是建筑物的“外表面” ,每一个三

角形的法线方向应由里向外 ,每次构成或扩展一

个三角形时可用依次构成三角形的三个顶点进行

法向判断 ,当三角形的法线方向指向建筑物的内

部时 ,对后两个顶点换序。

本文对各种人为构造的复杂确定边界条件进

行了试验 ,验证了算法和程序的可靠性和效率 ,见

图 2。

2　建筑物的几何重建

用上述方法对顾及地形的铅直墙面和不规则

屋顶的分别构网后形成了各自独立、有确定边界

的二维不规则三角网 ,每个三角网对其中的每个

数据点都有自己的编号 ,但是每个三角网都仅仅

是一个三维建筑物底面以外的某个侧面 ,部分数

据点为不同侧面的公共点 ,必须对每个各自独立

的二维不规则三角网进行合成 ,具体地说 ,就是将

每个二维不规则三角网对数据点的编号换算为三

维建筑物对所有数据点的编号 ,并要对共面、相邻

的三角形消去公共边后才能实现三维建筑物的重

建。由于构成屋顶面多边形的“房屋数据”的顺序

可以是逆时针或顺时针方向 ,而在对屋顶面和各

个铅直墙面进行构网和合成时与此顺序有关 ,因

此 ,规定“房屋数据”顺序应以逆时针方向构成。依

次读入“房屋数据”后加以判断 ,必要时进行换序。

对于多个建筑物可通过多次循环处理来实现。 规

则矩形格网的数字高程模型也转化为由隐去斜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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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种复杂确定边界条件下的二维不规则三角网

Fig. 2　 2D-TINs Under a ll Kinds of Complex Determined Bounda ry Conditions

的直角三角网形式生成 DX F格式数据。 在 DX F

格式数据中 ,一个三维物体的数据结构是: 在一个

SECTION中 ,首先给出“顶点”和“三角形”的个

数 ,然后是每个顶点的三维坐标 ,最后是构成每个

三角形的 3个顶点在给出三维坐标时的总序号 ,

其中当一条边设为不可见时 ,其起点的总序号冠

以负号 ,这样可隐去共面相邻三角形的公共边 ,见

图 3。

图 3　几何重建的建筑物

Fig. 3　 Geomet ric Reconst ruction o f Building

本文生成的 DX F格式数据可以直接进入

AutoCAD V 12. 0 Fo r Window s和 3D Studio

V 4. 0 Fo r DO S中。

3　实例研究

本文选取山东省烟台市水晶宾馆所处的一块

400 m× 400 m的城市用地作为实际研究区域。该

地区北部地势比较平坦而且较低 ,南部较高且有

一些起伏 ,全地区地形高程差为 14 m ,区内主要

有居住用地、公共建筑用地、工业用地、道路广场

用地和绿地及市政公共设施用地等 ,区内建筑物

以多层和低层为主 ,市水晶宾馆 ( 14层 ) 和市邮

电大楼 ( 13层 ) 为该区的主要高层建筑 ,也是其

标志性景观。全区平均容积率为 0. 9,建筑密度为

18% 。

由于研究区域位于市区 ,地形图上没有给出

等高线 ,仅用离散高程点来反映高程起伏 ,因此将

离散高程点采集后用美国 Golden公司的 Surfer

V 3. 0软件内插为格点数为 101× 101 (格距为 4

m× 4 m) 的 DEM。 “房屋数据”水平坐标用数字

化方法得到 ,作为图形数据存放 ;高程坐标对应于

每个建筑物人工读出 ,作为属性数据存放
[1 ]
。由于

地形图上屋顶信息大多已丢失 ,作为试验研究 ,本

文根据每个建筑物的特点参考实景照片人为给出

“屋顶数据”。为了便于与 GIS进行交换和比较 ,

对于“房屋数据”和“屋顶数据”采用了 MapInfo

V 3. 0软件的交换格式 M IF和 M ID分别存放图

形数据和属性数据。用数字化方法得到的 (平面 )

地形图经过本文开发的软件处理后 ,直接进入

AutoCAD和 3D Studio中 ,消隐以后的三维几何

重建的城市房屋如图 4所示。加上简单的光照效

果后 ,实现了最简单的顾及地形的城市三维可视

化 ,如图 5所示。

4　问题讨论

用两条线段是否内部相交来判断“三角形”是

否与边界相交 ,由于误差的存在 ,一方面可能误将

相邻边界段作为“内部相交”排除而失去有用的

“三角形” ,判断时可以给予一定的控制精度以确

保为“内部相交” ;另一方面 ,由于地形的复杂性 ,

当 DEM网格较密时 ,也可能因此产生与下边界

相交的“三角形” ,可以通过多次试验来确定控制

精度。

201第 3期　　　 　　　　　　　朱英浩等: 顾及地形的城市三维可视化方法研究　　　　　　 　　　 　　　



本文可以处理各种复杂确定边界条件下的二

维不规则三角网 ,但对于某些独特景观特色的建

筑物 ,如圆柱形墙面、半圆球形屋顶等 , 还需要给

以特殊的处理。

图 4　消隐以后的三维几何重建城市房屋

Fig. 4　 3-D Geome tric Reconstruction o f U rban Building s Af ter Expunction o f Backface

图 5　简单的三维可视化城市模型

Fig . 5　 Simple 3-D V isuali zation Method o f U rban Buildings Concerning the Te rrain

　　致谢:本文的实验原始数据由陈芳硕士提供 ,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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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3-D Visualization Method of Urban

Buildings Concerning Terrain

Zhu Yinghao　 Zhang Zuxun　Zhang Jianqing
(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n Surveying, Mapping and Remote Sensing ,

W TUSM , 129 Luoyu Road , Wuhan, China, 430079)

Abstract　 This is one of results o f 3-D reconst ruction of urban bui ldings and v isualization of

ci ty models. On the basis of common 2-D triangulated i rregular netw o rk ( TIN) . This paper

developed 2D-T IN under determined boundary condition, through respectiv e generation of

2D-TIN of i rregular roof and vertical wall concerning the terrain, composed 2-D T IN of

building surface, reali zed 3-D visualiza tion method of urban buildings concerning the ter rain

af ter expunction of common side under same plane condition, inborn da ta in DX F fo rmat can

access di rect ly AutoCAD、 3D Studio and OpenGL.

Key words　 reconst ruction of building; 3-D visualization; t riangulated i rregula r netw 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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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al and Garden Design

from the Viewpoint of Chaology and Fractal Geometry

Li Deren　Liao Kai
( Th e Secretariat of Presidential , W TUSM , 129 Luoyu Road, Wuhan, China, 430079)

Abstract　 In this paper, chaolog y, f racta l g eometry and o ther rela ted new ly developed non-

linea r theo ries have been int roduced into the study of t raditional Chinese archi tectural and

garden design, and“ Feng-shui” , the theoretical source of space analysis and design. We argue

that tradi tional Chinese a rchi tectural space concept is a kind o f chao logical space concept , and

its form-generation mechanism is more rela ted to f ractal geometry , which pursues a non-lin-

ear o rder ( inv olving bo th linea r and non-linear transforma tions) . On this basis, w e proposed a

study on “ chaotic /f ractal a rchi tecture” , a set of new theo ries and methods fo r architectural

and urban space analysis and design.

Key words　 chao log y and fractal g eometry; t radi tional Chinese a rchi tectural garden design;

Feng-shui; space analy sis and design; non-linea r o 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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