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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则三角网的快速建立及其动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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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线路勘测设计的特点 ,介绍了一种适合于线路 C AD应用的快速建立和在线动态更新不规则三

角网 ( T IN )的方法。该方法根据带状数据分布快速生成“类 Delaunay三角形” ,并实现了 T IN的局部更新 ,从

而为线路 CAD提供了基本的数学基础。 最后用实例验证了该算法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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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实际地面进行描述与分析总是首先以单点

的形式获取地形数据 ,并从点到线、从线到片、再

由面片镶嵌而表达整个地形表面。每一个数据点

包括 3个空间坐标向量 (X , Y , Z )和相应的属性

信息。 数据点在 (X ,Y )坐标平面内的分布不外乎

两种基本形式: 规则的正方形栅格形式和随机形

式。规则分布的数据一般来自自动或半自动摄影

测量与遥感方式或者随机分布的数据内插。而实

际测绘生产中的绝大部分原始数据都是随机分布

的 ,如地面测量数据、解析测图仪作业和既有地图

数字化产生的数字等高线数据等。由于每一个栅

格数据点都有明确的邻域 (如四邻域 ) ,因而栅格

数据可以自动连成四边形网络。 对于随机分布的

数据则存在一个选择最邻近的点组成多边形格网

的问题。由于基于三角形的描述是刚体变换不变

的 ,适合于各种数据分布密度 ,有利于更新和直接

利用各种地形特征信息进行数据分析 ,因此随机

三角形格网 ( T IN )被广泛用于随机分布数据的

DTM的建立。特别是 Delaunay三角形格网 ,由于

其唯一性和良好的三角形性质而被认为最适宜于

表面逼近。利用随机分布的数据点建立连续覆盖

整个研究区域的不规则三角形网络 ,其基本要求

有 3点: T IN是唯一的 ;力求最佳的三角形几何

形状 ,每个三角形尽量接近等边形状 ;保证最邻近

的点构成三角形 ,即三角形的边长之和最小。作为

分析计算的基本依据 ,如进行剖面量算、面积计

算、填挖方分析、坡度分析和产生透视图形等 ,大

量的测绘工程和设计工程对 T IN的几何形状和

算法效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特别是在设计过程

中 ,由于大量数据的引入和经常变更 ,更要求

TIN的快速产生和动态更新。传统建立 Delaunay

三角形的方法在保证最佳的图形形状方面是无可

非议的 ,但由于大多数算法的效率非常低 ,在很大

程度上限制了数字地面模型技术在工程设计领域

的应用 ,同时也制约了 CAD的技术进步。

1　顾及地形特征的带状 T IN的快

速建立

　　尽管全局性建立 TIN理论已得到深入的研

究和应用 ,但对于呈强带状分布的地形数据 (如铁

路、公路、通讯线路等 )的处理还缺乏进一步的考

查。基于每一个线路勘测数据点只对一个非常局

部的区域产生影响这样一个事实 ,笔者提出了基

于“类”约束 Delaunay三角网建立顾及地形特征

的连续带状 TIN的快速方法。

1. 1　约束 Delaunay三角网的定义和基本特性

定义 1　给定一个 d维 Euclidean空间 E和

一个 N点 mi集 M。那么 ,关联的 Voronoi图 (又

称 Thiessen多边形 )为覆盖 E的一个凸多边形序

列 ( V (m1 ) ,V (m2 ) ,… , V (mN ) ) ,其中 ,V (mi )包括

E中所有以 M中的 mi为最近点的点 ,即 V (mi )

= p∈ E∶ V j , 1≤ j≤ N ,d ( p ,mi )≤ d ( p ,mj ) , d

表示 Euclidean距离。 Voronoi图的几何对偶 (du-

al ) ,即把点 mi 联结起来而得到的邻接格网称为

M的 Delaunay三角网。

显然 , Deaunay三角网的元素之并等于 M的

凸包之内部。

Delaunay三角网自然推广到输入数据不仅

包括点集 M ,还包括不相交叉的直线段集 L。在计

算几何里 ,这类问题称约束 Delaunay 三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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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t rained Delaunay Triang les,简称 CD T)问

题。对地形数据来说 ,L即地形特征线段集。

定义 2　令单点集 M和线段端点集 E之并

为 V ( V= M∪ E ) ,如果在 V的每个 Delaunay三

角形的外接圆范围内不包含任何与三角形的顶点

均通视的其它点 ,而点 pi与 p j ( pi , pj∈ V )当且仅

当连线 pi pj 不与 L中的任何约束线段相交叉 (除

在端点处外 )时才互相通视 ,那么称这个 Delau-

nay三角网为 V由 L约束的 Delaunay三角网。

由上述定义可导出约束 Delaunay三角网的

以下特性 (证明略 ):

性质 1　唯一性 ,该性质的意义在于不论从

区域的何处开始联网 ,最终都将得到一致的结果。

这也是 Delaunay三角网所独有的性质。

性质 2　空圆特性 ,即在任意一个三角形的

外接圆范围内不会有其他点位于其内并与其通

视。该性质是约束 Delaunay三角形最基本的特

征。它选择最邻近的点形成三角形 ,并使得特征线

段均成为三角形的边。

性质 3　最大最小角特性 ,即任意两个相邻

的三角形组成的凸四边形的对角线如果可互换且

换的话 ,那么两个三角形 6个内角中最小的角度

不会变大。该性质说明三角形具有最佳形状特征。

上述性质也是建立约束 Delaunay三角网的

算法依据。顾及算法效率和 TIN的几何图形形状

特征的折衷 ,笔者建议采用如下的算法。

1. 2　建立连续带状“类” CDT的快速算法

( 1)提取作为约束的特征线信息 L ,存入链

表结构。

( 2)沿线路走向对随机分布的数据点进行分

类排序 V→Vs。

( 3)确定带状数据区域的边界点序列 B。

( 4)选择点 Pa∈ B (如 B中离线路端点最近

的一点 )作为起点 ,以连线 Pa Pb ( Pb∈ B且与 Pa

邻接 )作为第一条基边。

( 5)确定基边的影响范围 E Vs ,通过折半

查找可以快速从排序数据中提取该影响范围内的

数据。

(6)选择 E中与 Pa和 Pb均通视且与基边

Pa Pb右最邻近的点 1∈ E作为三角形的顶点。 这

样便形成了第一个三角形。要满足通视条件 ,三角

形的边不能与任何特征线段相交。为了保证数据

点相互邻近 ,采用“最小距离和法则” ,即顶点到基

边两端点的距离和为最小。 这样产生的三角形具

有严格的空椭圆特点 ,即在以基边的两个端点为

节点 ,以顶点到节点的距离和为限制的椭圆范围

内不存在其他数据点。

( 7)将起点 Pa与顶点 1的连线换作基边 ,重

复前两步即可形成第二个三角形。

( 8)重复 ( 7) ,直到三角形的顶点为另一边界

点。 这样 ,借助于一个起点 Pa 便形成了一层

TIN。

( 9)适当修改边界点序列 B ,依次选取前一

层三角网的顶点作为新起点 ,重复上述步骤 ,便可

建立起沿线路连续的一层一层的三角网。

1. 3　算法分析

本文提出的算法关键在于一层一层三角网的

形成和发展完全适应了数据带状分布的特点 ,采

用 “类” CDT有利于 TIN沿任意方向发展 ,并能

保证局部 TIN最佳的几何形状和邻近特点。该算

法产生的 TIN之所以称为“类” CDT,是因为其不

满足 Delaunay三角形的空圆特性 ,但严格满足空

椭圆特性。通过预先对数据进行分类排序 ,进而在

形成每一个三角形的过程中均把数据点搜索限制

在一个非常局部的范围内 ,大大增加了联网的可

靠性并极大地提高了联网效率 ,特别是对于长、大

线路工程 ,可望实现无接边问题的分段处理。一条

边的影响范围 E的确定完全取决于带状区域的

宽度和数据点采样间距。假定总的数据点个数为

N ,基边的影响范围 E所包含的数据点个数为

M ,显然 M N ,并且 M不会因 N的变化而显著

变化。 传统方法是每形成一个三角形将对所有点

搜索一遍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 O ( N
2
)。而本文

介绍的算法每次只是检索 E中的所有点 ,该算法

的时间复杂度为 O (N· M )。 实际联网的结果表

明 ,即使处理一个面状单元的数据 ,采用本文提出

的算法建立 TIN与常规方法相比效率仍然可提

高近 50% 。实际上 ,随着数据量增大和带状分布

特征的加强 ,联网效率的提高将更加显著。

选择基边的右最邻近点的实质是 CDT定义

的算法实现。 首先以基边 Pa Pb为直径画圆 ,如果

在圆所包围的区域内只有一个数据点位于基边的

右侧 ,那么该点则被选为基边的右最邻近点。如果

圆内位于基边右侧有不止一个点 ,则选择从 Pa和

Pb出发具有最大视角 (最小距离和法则 )的点作

为右最邻近点。如果圆内没有一个点位于基边的

右侧 ,则按一定比例因子放大圆的范围 ,直到找到

一个点为止。可见 ,右最邻近点的发现过程实质上

也就是 Delaunay三角形的形成过程。 当然 ,如果

在圆的包围圈内有约束线段 ,则要检查邻近点与

Pa和 Pb是否通视 ,即判断该点与 Pa和 Pb的连

线是否同约束线段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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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IN的自动更新

2. 1　基本定义

定义 3　给定一个类 CDT: T ( V ,L ) ,其中的

V和 L分别为数据点集和约束线段集。 那么 ,外

接圆包含点 P且从各个顶点均通视的所有三角

形 t形成的平面区域称为点 P在 T中的影响区

域 ( influence region) TP。 TP中所有三角形的外围

边 (即不为 TP 中两个三角形共享的边 )形成的多

边形称为点 P在 T中的影响多边形 QP。

定义 4　给定一新线段 l= Pi Pj (Pi , P j∈ V ) ,

T (V ,L )中所有与 l相交的三角形形成的区域称

为线段 l在 T中的影响区域 Tl。Tl中所有三角形

的外围边形成的多边形称为 l的影响多边形 Ql。

2. 2　在类 CDT中增删一个数据点

从类 CDT中删去一个点 P ,只要找到所有包

含 P点的三角形 T P ,并由这些三角形的外围边

组成多边形 QP。去掉 P点后将 QP联成类 Delau-

nay三角网 TP′并取代 TP即可。更新后的类 CDT

为 T’ (V’ ,L )∶ P∈ V。

在类 CDT中增加一个点 P ,首先找到包含 P

点的三角形 t ( t∈ T ) ,进而检索与 t关联且外接

圆包含 P的所有三角形 T P ,由 TP的外围边组成

P点的影响多边形 QP ,将 QP (包含 P )重新联成

类 Delaunay三角网 TP’ 并取代 TP。 更新后的类

CDT为 T’ (V’ ,L )∶V’ = V∪ P。

2. 3　在类 CDT中增加一条约束线段 l

据定义 4,首先在 T (V ,L )中找到 l的影响区

域 Tl并建立其影响多边形 Ql。约束线段 l将 Ql

分成了两部分 (Qla和 Qlb )。再分别将两个子多边

形联成类 CDT: Tl; ,并将 Tl’取代 Tl。更新后的类

CDT为 T’ (V ,L’ )∶L’ = L∪ l。

3　 TIN数据库与数据查找

对于一个工程项目 ,纵横可能连绵数百 km,

有数百万个数据点。一方面需要对整个工程建立

连续无缝的 TIN模型 ,同时往往也需要在一个局

部的范围内对 TIN进行分析计算和动态更新。由

于数据点分布的随机性和三角形形状的不规则

性 ,给 TIN的管理和查找带来许多困难。因此 ,如

何对如此庞大的工程数据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查询

成为 TIN模型应用的关键。

针对上述问题 ,设计了如下链表数据结构。

几何数据:

点顺序号 ,大地坐标 (X , Y ) ,高程

拓扑关系Ⅰ (描述三角形的基本形状 ):

三角形顺序号 ,顶点 1点号 ,顶点 2点号 ,顶

点 3点号

拓扑关系Ⅱ (描述三角形的邻接关系 ):

三角形顺序号 ,三角形 1顺序号 ,三角形 2顺

序号 ,三角形 3顺序号

采用本文提出的算法 ,根据实际情况可方便

地对整个工程进行分段分区域管理 ,有利于提高

构网和数据检索的效率。根据“铅垂线”法则 ,便可

快速找到指定位置所在的三角形或影响区域。

4　 TIN的应用实验

为检验 TIN算法的效率 ,在当阳至宜昌一级

汽车专用公路的航测资料中 ,抽出一幅航摄像对 ,

采用联机后的 A10精密立体测图仪采集数据 ,以

此数据源构建不规则 TIN ,并进行实时剖面计

算。所有这些 ,都是为公路 CAD在数字地面模型

基础上进行三维设计作准备工作。

联机的 A10精密立体测图仪 ,通过 RS232接

口和 D /A数据转换器 ,采用 Micro station作为图

形支撑环境 ,自动记录地面点的三维坐标及点、线

的属性信息。数据记录格式为 DGN。

通过数据转换 ,将 Microstation DGN格式数

据转换为 AutoCAD DWG (或 DX F)格式 ,见图

1。这种格式是 TIN接受的标准格式。构建的 TIN

局部见图 2。

图 1　原始数据分布

Fig. 1　 Th e Distribution o f Raw Data

本研究采用 Window s N T 4. 0操作系统 ,开

发工具为 Visual C
+ +

4. 0。数字指标为:

一般采集点数　　　　　　 27 352

特征线 34

特征点 2 148

三角形个数 54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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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时间 40 s

构建 TIN平均速度 1 367个 /s

基于上述 T IN模型和有关查找技术 ,能够方

便地进行各种工程计算与分析。 典型的如快速查

询、实时插值、实时断面计算、等值线、不同地质条

件的填挖方计算、表面积计算、体积计算、三角面

流水线方向计算、航摄影像与数字地面模型叠加

成景观模型、设计模型与数字地面模型叠加成“虚

拟模型”、对景观模型及“虚拟模型”透视、动画漫

游等 ,从而为勘测设计一体化和自动化提供了可

行的数学基础。

图 2　用实验数据建立的局部 T IN

Fig. 2　 Par t T IN o f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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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Generation of TIN and Its Dynamic Updating

Zhu Qing　Chen Chujiang

( Res earch Center for GIS, W TUSM, 129 Luoyu Road, Wuhan, China, 430079)

Abstract　 Aiming a t the purpo se of route surv ey and design, an efficient alg orithm fo r TIN

generation and upda ting i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This alg orithm is designed to usestrip

distuibuted data for analogous delaunay triang les generation, and fo r local T IN updating.

The results of a case study are also show ed.

Key words　 T IN; dynamic upda ting; CAD; D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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