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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分析已有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提出了基于几何元素的 3DCM 空间数据模型。实验证明 , 该

模型能较精确地表达 3DCM 中各类景观实体及其空间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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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DCM 建模研究现状

　　三维城市模型(three dimensional city model ,

3DCM)的构建与应用是目前国际 GIS 及其相关

学科研究的热点 。具有诸多功能的 3DCM 在建

筑 、土木工程 、交通 、地质 、测绘 、城市规划 、市政工

程设计 、网络与多媒体等许多领域有着广泛的应

用前景[ 7] 。但迄今为止 ,人们构造的 3DCM 系统

仅具有浏览 、属性查询以及简单的分析功能 ,所表

达的三维景观实体也仅限于规则建筑物 ,主要原

因是 3DCM 被大多数研究者看作是一种城市的

可视化模型系统 ,甚至被看作为一种 CAD 系统

(Ranzinger M , et al , 1997)。目前 , 3DCM 的研究

工作主要集中在批量数据的获取方面 ,而对建模

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在此领域研究中 ,有些研究仅实现了地形景

观的构造 ,基本上未涉及建模(Koppers L , 1998;

Honjo T ,1998)。有些学者也仅进行了很简单的

建模 ,即用长方体 、三棱体等几何要素或它们的组

合表达建筑物(Ranzinger M , et al , 1997;Yoshida

T , et al ,1998)。也有些进行了稍复杂些的建模 ,

同时引入了数字表面模型(DSM),结合了 DEM ,

但DSM 的引入并没有针对单个 3D 实体进行建

模(Haala N , et al ,1997;Schilcher M , et al ,1998)。

Koehl M(1997)对 3DCM 建模进行了专门研

究 ,提出使用几何构造体(CSG)要素或其组合表

达城市建筑物。但 CSG 要素只能表达其外形相

对规则的建筑物 ,难以表达外形复杂的建筑物。

另外 ,人们对 VR进行了相当广泛的研究 ,如

Toronto 大学景观研究中心 、Bently 公司等制作的

城市建筑物景观模型十分逼真 、美观。但 VR目

前还仅限于提供城市三维对象的可视化和浏览功

能 ,其建模一般借助于 AutoCAD 或 3DMAX 进

行 ,与 GIS领域所研究的自动或半自动建模在本

质上还有较大的差别 。

3DCM 的研究对象为城市环境的建构筑物 、

道路桥梁等三维景观实体以及城市地形 、地貌等 ,

强调第三维信息以及三维景观实体间空间关系的

表达 ,因此很有必要对其进行专门的建模研究。

本文分析了三维城市景观实体的特点 ,同时结合

3DCM 中景观对象的表达需求 ,提出了基于点 、

线 、面体概念的 3DCM 空间数据模型 ,通过几何

元素来表达三维景观实体 ,基于 TIN建立各类景

观实体间的拓扑空间关系。为了便于空间查询 ,

结合城市景观对象的特点 ,笔者提出通过建立 R

树索引来提高查询效率 。与目前已有的 3DCM

模型相比 ,不仅兼顾了复杂实体的表达 ,同时也考

虑了景观实体间拓扑关系的表达以及空间查询与

检索 。

2　城市三维景观实体的划分与表达

2.1　三维景观实体划分

3DCM 涉及到的实体主要是城市建构筑物 、

道路桥梁等 ,这些空间实体具有如下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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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均为人工建造 ,多数具有相对规则的形体;②在

高度维上含有丰富的信息 ,难以投影到二维平面

进行表达和描述;③相互间存在着相接 、覆盖或部

分覆盖 、交叉 、相邻等空间位置关系 ,也存在着同

一隶属 、同一类等空间属性关系。

这些景观实体具有鲜明的特征和属性 ,为了

使其定义具有完备性和互斥性 ,同时 ,鉴于目前大

多数 3DGIS数据模型按维数来划分空间实体对

象 ,也可采用维数来划分景观实体:0 维空间实

体 ,如一些有一定意义的标志点;一维空间实体 ,

如电力线 、光缆线以及其他各种管线;二维空间实

体 ,如道路;三维空间实体 ,如房屋类建筑物 、桥梁

等。此外 ,笔者将地形与其他实体分开单独作为

一种空间实体。

目前 ,受计算机硬件限制 , 3DCM 的构建应使

用尽可能少的数据量 。如果表达城市建筑物的内

部 ,不仅数据采集因难 ,而且其数据量巨大 ,因而 ,

作者的出发点着重于城市景观实体的外部信息表

达。目前 , 运用 CAD 构建的 3DCM 以及运用

CSG 方法构建的 3DCM 均着力于城市景观实体

(主要是建筑物)的外部表达。

2.2　各类景观实体的表达

矢量模型具有占用存储空间小 ,表达地面几

何位置精确 ,易于表达地物间的空间关系等一系

列优点。矢量模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点 、线 、面模

型 ,扩展到三维空间即为点 、线 、面 、体模型。事实

上 ,在点 、线 、面模型中最基本的元素是点和直线

段 ,面和体是通过线的复合体来表达的 ,且主要用

来表达三维空间的二维与三维实体 ,因而面和体

也可以称为面对象和体对象。如何巧妙且有效地

组织直线段 ,事实上成了点 、线 、面 、体模型建模过

程中的关键因素 。

在 3DCM 中有规则实体 ,也有不规则实体 ,

相应地在数据模型中可以将面对象与体对象分为

规则对象与不规则对象。可以将一个平面区域或

一个规则曲面(如柱面 、锥面)表达的面对象看作

是规则面对象 ,否则 ,看作不规则面对象 。体对象

是一个用面对象围起来的中空对象 ,如果组成某

个体对象的所有面对象中有不规则面对象 ,则将

该体对象看作是不规则体对象 ,否则 ,看作规则体

对象。显然 ,用直线段直接表达一个面对象或体

对象不很合适 ,因此可定义一些基本元素(primi-

tives):①由于规则面对象可以用一个平面区域或

规则曲面来表达 ,因而可以定义多边形和函数构

造面(function constructive surface)来表达规则面

对象 ,如图 1(a)、图 1(b)所示 。 ②由于规则体对

象由规则面对象围成 ,同时城市建筑物大多呈现

长方体 、柱体 、三棱体等组合外形 ,因而可以定义

长方体 、圆柱体 、三棱体等几何构造体来表达规则

的体对象 ,如图 2(a)所示。 ③不规则面对象可以

用 DSM 很好地表达 ,TIN 是目前表达 DSM 的最

佳方法 ,因此可以定义 TIN 面片来表达不规则面

对象 ,如图 1(c)所示 。④由于不规则体对象是由

部分或全部不规则面对象围成的 ,因此可以用以

上所定义基本元素的组合来表达不规则体对象 ,

如图 2(b)所示。

总结以上分析 ,需要定义的基本几何元素有

如下几类:①多边形 ,由一系列直线段围成;②函

数构造面 ,由具体函数实现;③几何构造体 ,定义

长方体 、圆柱体 、三棱体 ,具体由其三维参数确定;

④TIN 面片 , 由局部离散点用 TIN 构造生成。

另外 ,地形的表达在城市景观模型中不可缺少。

DEM 是表达地形最常用的方法 ,而 TIN 是目前

表达 DEM 最理想的方法 ,因而可以把 DEM 作为

一种特殊的对象 ,而 TIN 面片又可以作为一种特

殊的基本元素 。

(a)　多边形表达　　(b)　FCS表达　　(c)　DSM 表达

图 1　面对象的 3 种表达方式

Fig.1　Three Types Expressing Face Object

　(a)　　　　　　　　　　　　(b)

图 2　规则体对象和不规则体对象的表达

Fig.2　Regular Body Object and Irregular

Body Object Expression

3　3DCM 空间数据模型建立

3.1　模型的建立

综上所述 ,在 3DCM 中需要表达的实体可以

抽象成点对象 、线对象 、面对象 、体对象和 DEM 。

为了表达这些对象 ,定义了多边形 、函数构造面 、

几何构造体 、TIN 面片等几何元素 , 点和直线段

作为最基本的元素 ,这样可以建立如图 3所示的

空间数据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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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对象 线对象 面对象 体对象 DEM

多边形 TIN 面片

直线段 几何构造体

点 P(x , y , z) 函数构造面

图 3　基于几何要素的 3DCM 空间数据模型

Fig.3　3DCM Spatial Data Model Based on

Geometry Primitiv es

　　图 3中 ,点 P(x , y , z)为三维空间点 ,用来表

达点对象的空间位置;直线段为由两个三维空间

点所确定的直线段 。可以看出 ,直线段是组成各

类高一级要素 ,如多边形 、TIN 面片 、函数构造面

等要素的几何元素。这样在 3DCM 中 ,点对象用

三维空间点表达;线对象用一系列直线段的集合

表达;面对象由多边形 、函数构造体(FCS)、TIN

面片或它们的组合表达;体对象由多边形 、函数构

造体以及几何构造体等各种组合来表达;DEM 由

TIN表达 ,而 TIN 可以分成小块 ,即 TIN 面片 ,

便于存储管理。

运用该模型不仅可以表达规则实体 ,也可以

表达不规则实体。如规则建筑物可以由 CSG 的

组合加以表达 。当建筑体具有不规则外形时 ,可

以采集建筑体不规则部分的外围散点 ,用该建筑

体不规则部分的 TIN 面片加以表达。如对于立

交桥 ,可以建立起立交桥桥面的 TIN 面片 ,用这

些 TIN面片的组合来表达。由于用该模型表达

的三维景观实体均由面对象或面对象的组合表

达 ,因而可以方便地对三维景观实体的不同侧面

粘贴不同的纹理 。

3.2　三维景观实体间的空间关系

在现有的 3DGIS空间数据模型中 ,很少有模

型显式地存储空间关系 ,因而空间实体的表达与

空间关系的推求十分重要 。一般来说 ,用 CSG表

达的空间实体难以推求空间关系 ,但直线段是组

成 CSG 的基本元素 ,可以建立一种算法 ,依据组

成CSG 的一系列直线段来推求 CSG 表达的空间

实体间的空间关系。在 3DGIS 数据模型的研究

中 ,基于四面体的矢量模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该模型中 ,三维空间实体通过剖分的四面体表

达 ,三维空间实体的空间关系用四面体间的空间

关系来推求 。事实上 ,四面体本身就是一个 CSG

元素 ,用一系列的四面体求交 ,推导三维空间实体

间的空间关系 ,在实现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难

度。为了简化问题 ,作者在构建的模型中 ,首先通

过 TIN 来粗略地推断三维景观实体间的空间关

系。

表达景观实体的几何要素可以与表达地形的

TIN之间通过插值建立关系。如一个建筑物在

地表的轮廓线通常是一个平面多边形 ,将该多边

形按约束边对 TIN 进行插值处理 ,便可以将该建

筑物与地表联系起来
[ 2]
。基于该思想 ,建筑物与

建筑物间的关系可以通过表达地表的 TIN 来推

求 ,而在 2DGIS 中 ,基于 TIN 的空间关系推求其

理论与方法均比较成熟。

3.3　空间数据索引机制的实现

为了便于对各种三维景观实体进行查询检

索 ,可以对所有三维景观实体对象建立 R 树索引

文件 。R 树数据结构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存储和管理空间数据的结构 ,与其他空间数据结

构如四叉树和八叉树相比 , R 树更适合于组织覆

盖对象 ,如以四边形为边界的 2D方框或 3DCAD

建筑物模型和大型的城市区域(G ruber M ,

1998)。由于需要对三维空间对象进行查询检索 ,

因此 , R 树节点需选择三维封闭空间 ,如长方体。

这样管理三维空间对象的 R 树如图 4所示(为了

使视图明了 ,只绘出了第一层 R 树节点矩形)。

当用户选择了一个空间点或空间区域时 ,将该空

图 4　三维空间的 R 树结构

Fig.4　3D Spatial R Tre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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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点或空间区域与索引文件中的矩形进行求交运

算 ,如某个节点矩形与所选点或区域存在交集 ,则

认为该节点被选择 ,更详细的查询与搜索需要建

立更高一层的索引。

4　实验与结论

基于以上空间数据模型 , 笔者用 C++结合

OpenGL开发了一个简单的实验系统 ,利用该系

统可以构造一些规则建筑物 ,也可以构造一些不

规则建筑物 ,甚至使用 TIN 面片可以构造出树木

模型 。如图 5所示 ,笔者构造了几种任意三维实

体 ,以说明所提出的模型可以构造各类三维实体。

除能对实体进行表达外 ,系统还开发出了初步的

查询与量测功能。

　　与传统 GIS 不同 , 3DCM 为逼真地表达现实

世界 ,需要引入大量的辅助信息(包括空中影像 、

纹理图像以及第三维坐标数据)。如何高效地组

织和操作 3DCM 中的大量数据是个十分重要的

问题 ,其进一步的工作是增强实验系统的功能。

图 5　模型构造的一些三维实体

Fig.5　Some 3D Objects Expressed by the Data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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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es on 3DCM are in full sw ing over the w orld.By far ,3DCM can only ex-

press regular entit ies , such as common building s ,while it is difficult for them to express 3D com-

plex landscape entit ies , such as cloverleaf junctions.The 3DCM system presented only posses func-

tio ns such as brow se and at tribute query or can also fulf il simple spatial queries , at the same time ,

they are feeble to express topology relationships.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majo rity of the re-

searchers consider 3DCM as one visualiat ion system , or even one CAD system , and the related

main w orks focus on the mass data capturing , including DEM , building height and building tex-

ture.In addition , the seldom work has been done on data modeling ,many 3DCM system are estab-

lished on CSG model o r CAD model.The objects in 3D ci ty environment have some specialties ,

their expression must impose the thi rd dimension information and reality.

In o rder to express 3D ent ities in the city environment , we fi rst ly analyze the features of 3D

entities.Because the diff iculty of the expression is how to express face objects and body objects.In

o rder to simplify the expression , we assume that body object is composed of face objects.Regular

face object can be expressed by one plane area or by one regular curved surface;therefore ,we de-

f ine poly gon and function constructive surface(FCS)to express it.DSM can express irregular face

object , and TIN is the best type to express DSM , so w e def ine TIN patches to express irregular

face object.On the other hand ,many 3D entities , such as building s , have regular shapes.For their

regularity , their shapes can be expressed by a set of regular geometry primitives , such as , cuboid

and prism , etc.As a result ,we def ine poly gon , function constructive surface , const ructive solid ge-

ometry and TIN patches as the main multiple features to express face objects , body objects and

DEM .Thus ,we establish one 3D data model for 3DCM.

The expression of spat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3D entit ies is very important , so we must set-

tle the expression of the spat ial relationships to some degree.As almost all 3D_entities are located

on the DEM that expressed by TIN ,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buildings and DEM can be

established by TIN interposit ion , and some relationships betw een buildings can also be established

through TIN.Spatial query is another very improtant question.R tree is verified to be one eff i-

cient data st ructure used to manage overlapped objects.It sui ts to the situation of the city environ-

ment , so w e set up R tree index for 3D enti ties , in order to manage them ef ficiently.

　　In order to verify the 3D data model , we explored one experiment sy stem using OpenG L

based on Windows 98 plat form.Using this experiment system , we can const ruct a set of 3D objects

including regular or irregular objects , even tree model.In addi tion , our experiment system can also

process spatial query and measurement.The experiment proved that the 3D data model has some

advantages, such as solving the expression of 3D complex enti ties , and also solving the spatial

query and measurement operation.

Key words　3DCM;data modeling;spatial topology relationship;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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