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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地质对象的基本特征和计算机三维地质建模的基本要求进行讨论的基础上 , 提出了面向对象的

三维体元拓扑数据模型。在该数据模型中 ,用面向对象的方法将地质对象抽象为点 、线 、面 、体 , 体类又进一步

划分为复合体 、复杂体 、简单体和体元四类。对所有对象类设计了 12种拓扑关系和相应的数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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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对象是一种三维空间对象 ,建立地质对

象的三维模型在地质问题研究和资源勘探与开发

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维地质模型的建立也

是当前三维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矿山研究的一个

重要方面。目前 ,能够建立三维地质模型的软件

有 Vulcan 、LYNX 、Datamine 、Surpac 等。这些软

件在地质建模方面所采用的数据模型主要有基于

体划分的三维栅格模型 、线框模型 、实体模型和基

于表面划分的不规则三角网模型 、格网模型等。

栅格模型的主要优点是便于栅格属性估值 ,缺点

是不能精确表达地质体的形态 。线框模型通常能

够较好地模拟地质体的边界 ,但不能表达地质体

的内部属性。实体模型是 20世纪 90年代发展起

来的一种新的三维数据模型 ,其典型代表为三维

体元模型[ 1] 。这种模型以任意形态的三维体元

来划分地质体 ,体元不仅表示一个形体 ,而且也表

示封闭的体积以及形体中的地质属性特征。其缺

点是缺乏实体之间 、体元之间以及体元几何要素

之间拓扑关系的表达 ,相邻边界需要重复数字化 ,

空间查询和分析功能很弱 ,而且操作繁琐。

近年来 ,在三维数据模型方面 ,不少学者进行

了大量研究 ,提出了基于三维矢量图形式化数据

结构(3DFDS)的拓扑空间数据模型[ 2 ,3] ,基于四

面体的三维数据模型[ 4～ 6] ,基于八叉树和四面体

格网的混合数据模型
[ 7]
,基于点 、边 、环 、面 、体的

三维矢量数据模型[ 8] ,矢量与栅格集成的面向对

象的三维空间数据模型[ 9] ,适合地勘工程的矢量

与栅格集成的面向对象的混合数据模型
[ 10]
,整体

数据模型[ 11] ,三棱柱模型[ 12] 和类三棱柱模型[ 13]

等。但是 ,适于三维地质建模的数据模型仍然是

当前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

本文在对地质对象的基本特征和计算机三维

地质建模的基本要求进行讨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

适合地质建模的三维体元拓扑数据模型 ,并设计

了相应的数据结构。

1　地质对象的基本特征与建模要求

1.1　地质对象的基本特征

任何地质对象在空间上都占有一定的位置和

范围 ,具有一定的形态和性质特征 ,并与其他地质

对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空间联系。因此地质对象

的基本特征可归结为空间特征 、属性特征和空间

关系特征三个方面。

空间特征表示地质对象所处的空间位置特

征 ,也称作几何特征或定位特征。地质对象一般

是通过地质体来反映的 ,地质体的形态通常是不

规则的 ,而且具有不同的产状 。

属性特征表示地质对象的各种性质特征 ,如

地质对象的年代 、岩性 、孔隙度 、渗透率 、矿化度 、

含水性 、力学强度参数等 。不同的地质对象具有

不同的属性特征 ,同一地质对象的属性特征在空

间上往往是不均一的 。如金属矿体内部的品位随

着位置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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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对象之间的空间关系主要为拓扑关系 ,

包括邻接 、包含 、相离等关系。如一个简单结构的

煤层往往与顶板和底板不同岩性的岩层相邻 ,而

一个复杂结构的煤层内部常包含有多个透镜状的

夹矸 。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 ,三维地质模型应该是

对研究范围内各种地质对象的几何 、属性和拓扑

信息的表达。

1.2　计算机地质建模的基本要求

计算机地质建模就是要在计算机环境下建立

起某一研究范围内所有地质对象的三维模型 。这

种三维模型要能够全面表达地质对象的几何 、属

性和空间拓扑关系特征。

由于地质体通常位于地表以下 ,地质工作者

不可能直接全面地观察到地质对象的各种特征 ,

而只能通过钻探 、物探等手段获得地质对象的部

分特征信息 ,并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 、解释来推

断出整个地质对象的三维基本特征 。这种分析 、

解释和推断通常是在一系列二维剖面上进行的。

一个勘探区往往有许多这样的剖面 ,每一个剖面

上既有实际的勘探资料 ,也有解释 、推断的资料。

随着勘探工作的深入和资料的增多 ,对地质对象

特征的认识会不断得到完善和提高 。目前 ,直接

对地质对象的三维可视化模型进行交互式编辑比

较困难 ,但在计算机二维屏幕上却可以很容易地

进行地质剖面的可视化和交互式编辑 。因此 ,在

计算机环境下进行三维地质建模要求能够使用户

在二维屏幕上对地质剖面进行交互式操作以达到

解释推断的目的 ,就像在二维图纸上 ,能够对现有

资料进行表达 、分析 、解释 、推断和修改。只要交

互式地取得了地质对象的剖面特征 ,那么就可以

设法将这些剖面连接起来 ,从而得到地质对象的

三维特征 。因此 ,基于二维剖面进行交互式表达 、

分析 、解释和推断是计算机三维地质建模的一项

基本要求和较好途径 。

2　三维体元拓扑数据模型

面向对象的方法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具

有独特优越性的新方法。该方法以对象作为最基

本的元素 ,将具有相同属性特征和操作方法的对

象归纳为一个类 ,类中封装了数据成员和操作方

法。面向对象模型的特点是 ,无论多么复杂的实

体都可以用一个对象来表示 ,对象之间可以通过

对象标识建立联系 ,它能直接表达一对多的关系 ,

不仅支持变长记录 ,而且支持对象的集合 ,是描述

三维空间对象的理想模型[ 7] 。因此 ,对于三维地

质建模而言 ,可以采用面向对象的数据模型 。

面向对象的方法有分类 、概括 、联合和聚集四

个最基本的概念[ 9] ,这四个概念可以用来构造三

维地质建模的空间对象模型。三维地质模型的组

成元素从几何角度可以分成点 、线 、面 、体四个类。

点类包括地震震中 、水泉 、采样点等地质对象 ,线

类包括钻孔迹线 、构造线理等地质对象 ,面类包括

层理 、地层界面 、断裂面 、不整合面等地质对象 ,体

类包括各种简单地质体及其组合而成的复杂地质

体。根据几何特征和性质 ,体类地质对象又可进

一步分成复合体 、复杂体 、简单体和体元 4个类

型。复合体是指组成三维地质模型的所有地质体

的总合 ,它由多个复杂体和简单体组成 。复杂体

是指离散分布的同一种地质体 ,即复杂体由多个

相同性质的简单体组成 ,如金属矿体 、煤层等在建

模范围内由于断层切割或原始沉积影响被分隔成

数个不连续的独立块体。简单体是指在建模范围

内连续分布的单个地质体 。体元是为了建模方便

对简单体的进一步划分 ,一个简单体由多个体元

组成。从面向对象的观点出发 ,简单体是同一类

体元的联合 ,复杂体是同一类简单体的联合 ,复合

体则是不同类型的简单体和复杂体的聚集。下面

再来讨论如何定义体元。

首先 ,确定用于定义体元的剖面(垂直剖面或

倾斜剖面)产状 ,然后在大地坐标系 NEL 中定义

一个局部右手坐标系 XYZ(图 1)。该坐标系的

XY 平面与计算机屏幕一致 ,与定义体元的剖面

一致或平行 , Z 坐标方向指向用户 ,坐标原点以能

在屏幕上方便地定义体元剖面边界线为原则由用

户自己设定。如图 1 所示 ,在局部坐标系 XYZ

中 ,一个不规则体元的几何边界由中剖面边界 、前

剖面边界(外法矢指向 Z)、后剖面边界(外法矢背

图 1　体元的定义

Fig.1　Definition of 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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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Z)和连接这三个边界的线段组成 。中剖面边

界位于 XY 坐标平面上 ,前后两个剖面边界平行

于中剖面边界 ,但离中剖面有一定距离 。中剖面

边界一般与有地质点控制的剖面一致 ,如勘探线

剖面 。前后剖面边界主要由地质人员解释和推断

确定 。

　　体元的基本几何要素可以分成点 、弧段 、特征

连接线 、体元剖面多边形和体元面 5种对象类 。

点进一步可以分成控制点 、内插点和结点 3

类。控制点是体元边界必须经过的点 ,这些点数

据一般是通过各种勘探手段和矿井生产得到的第

一手资料 ,它们一经入库 ,就不得随意改动。内插

点是为了提高体元边界的输出精度 ,在控制点之

间插入的一系列点。结点是用来确定体元边界弧

段起点和终点的点 ,结点可以是控制性点 ,也可以

是内插点。点的空间位置用三元组{X , Y , Z}表

示。

弧段是体元剖面边界上分隔相邻体元的线

段 ,它由起结点 、终结点和若干内点组成 。

特征连接线是由用户指定的连接相邻体元剖

面边界上特征点的线段。对于简单形态的体元 ,

不需要指定特征连接线;对于复杂形态的体元 ,需

要用户交互式指定个别必要的特征连接线。

剖面多边形包括体元中剖面边界多边形 、前

剖面边界多边形和后剖面边界多边形。每一个剖

面多边形由若干条弧段组成。

体元面是体元表面的一部分 ,可由特征连接

线和弧为约束生成的三角网数字表面模型

(DSM)来表示 。

体元面和体元剖面多边形等面的方向一般用

其外法矢方向作为正向。

大部分线类 、面类地质对象可由弧段或体元

面的集合来表达 ,钻孔迹线 、层理 、面理等特殊线

类和面类地质对象则可以另外设计数据模型予以

表达 。

综上所述 ,三维体元拓扑数据模型可以概括

为图 2。图 2中的箭头表示不同层次对象之间的

一对多或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3　三维体元拓扑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是数据模型的具体实现 ,在系统实

现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表达对象之间的拓扑信

息 ,上述三维体元拓扑数据模型中的对象之间可

以设计出如下 12 种拓扑关系:①地质模型_点 、

线 、面 、复合体关系;②复合体_复杂体 、简单体_地

质模型关系;③复杂体_简单体_复合体关系;④简

单体_体元_复合体 、复杂体关系;⑤体元_体元面 、

体元剖面多边形_简单体关系;⑥体元面_特征连

接线 、弧段_体元关系;⑦体元剖面多边形_弧段_

体元关系;⑧地质界面_体元面_地质模型关系;⑨

弧段_点(结点 、内点)_体元剖面多边形关系;10★

特征连接线_点_体元面关系;11★线_弧段_地质模

型关系;12★结点_弧段关系。

用面向对象的方法进行数据组织时 ,每一个

对象类使用一个相应的数据结构 ,无论多么复杂 ,

包含多少对象的嵌套关系 ,一个对象总是对应于

结构表中的一条记录。当然 ,对象的记录可能不

符合关系模型的范式要求 ,同一条记录中 ,一个属

性项可能有多个属性值(变长记录)或多个对象标

识 ,但目前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已能完全支持这一

数据模型[ 9] 。下面采用面向对象的方法对上述

拓扑关系进行数据结构设计(表 1 ～表 12)。

图 2　三维体元拓扑数据模型

Fig.2　3D Topo logical Data Model Based on Component

表 1　地质模型数据结构

Tab.1　Geological Model Data Structure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特征

地质模型标识 long

用户标识 char

包含对象数 unsigned

包含对象标识 long 变长

属性描述 char 变长

　　在上述数据结构中 ,每个空间对象有一个系

统给定的对象标识 ,并且约定对象标识包含了类

型标识 ,这样根据对象标识就可以直接判断该对

象属于什么几何类型 。表 1 ～ 表 12 中主要设计

了各类对象之间的相邻和包含关系 ,具体实现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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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复合体数据结构

Tab.2　Composite Volume Data Structure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特征

复合体标识 long

用户标识 char

所属地质模型 long

包含简单体 、复杂体数 unsigned

简单体 、复杂体标识 long 变长

表 3　复杂体数据结构

Tab.3　Complex Vo lume Data Structure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特征

复杂体标识 long

用户标识 char

所属复合体 long

包含简单体数 unsigned

包含简单体标识 long 变长

邻体数 unsigned

邻体标识 long 变长

属性描述 char 变长

表 4　简单体数据结构

Tab.4　Simple Volume Data Structure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特征

简单体标识 long

用户标识 char

所属复合体或复杂体 long

包含体元数 unsigned

包含体元标识 long 变长

邻接简单体数 unsigned

邻接简单体标识 long 变长

属性描述 char 变长

表 5　体元数据结构

Tab.5　Component Data Structure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特征

体元标识 long

用户标识 char

所属简单体 long

包含体元面数 unsigned

包含体元面标识 long 变长

包含体元多边形标识 long

体元中剖面位置 f loat

前剖面与中剖面距离 f loat

后剖面与中剖面距离 f loat

邻接体元数 unsigned

邻接体元标识 long 变长

局部坐标系参数 f loat

属性描述 char 变长

有些需要用户交互式指定 ,有些则可以通过对已

有关系的分析统计自动生成 ,如体元剖面多边形

邻接体元以及弧段邻接剖面多边形需要用户交互

式定义 ,而体元所邻接的体元以及体元面所邻接

的体元则可以根据体元剖面多边形邻接的体元和

弧段邻接的剖面多边形统计计算出来。有了这些

表 6　体元剖面多边形数据结构

Tab.6　Polygon Data Structure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域及其说明 字段特征

剖面多边
形标识

long

剖面多边
形性质

MP:体元中剖面边界;FP:体元前剖面边
界;BP:体元后剖面边界

用户标识 char

边界弧
段数

unsigned

边界弧段
标识

long 变长

正面邻接
体元标识

long 变长

负面邻接
体元标识

long 变长

表 7　体元面数据结构

Tab.7　Component Surface Data Structure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特征

体元面标识 long

用户标识 char

所属面 long

边界弧段数 unsigned

边界弧段标识 long 变长

特征连接线数 unsigned

特征连接线数标识 long 变长

正面邻接体元标识 long 变长

负面邻接体元标识 long 变长

指向DSM 指针 long

表 8　地质界面数据结构

Tab.8　Geological Surface Da ta Structure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域及其说明 字段特征

地质界面标识 long

地质界面性质 char
FS:断层面;DS:不整合面;
CS:整合面;OS:其他

用户标识 long

所属地质模型 long

包含体元面数 unsigned

包含体元面标识 long 变长

边界弧段数 unsigned

边界弧段标识 long 变长

指向 DSM 指针

属性描述 char 变长

表 9　特征连接线数据结构

Tab.9　Feature Links Data S tructure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特征

特征连接线标识 long

所属体元标识 long

起点标识 long

终点标识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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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弧段数据结构

Tab.10　Arc Da ta Structure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特征

弧段标识 long

用户标识 char

起结点标识 long

终结点标识 long

邻接剖面多边形数 unsigned

邻接剖面多边形标识 long 变长

内点标识 long 变长

表 11　线数据结构

Tab.11　Line Data S tructure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特征

线标识 long

用户标识 char

包含弧段数 unsigned

包含弧段标识 long 变长

所属地质模型 long

属性描述 char 变长

表 12　点数据结构

Tab.12　Point Data Structure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字段域及其说明 字段特征

点标识 long

点性质
PA:纯点状地质对象;PB:控制性结
点;PC:内插结点;PD 控制点;PE
内插点

用户标识 char

点坐标 Loc

结点关联弧段数 unsigned

结点关联弧段标识 long 变长

所属地质模型 long

属性描述 char 变长

拓扑关系 ,就可以直接利用SQ L语言查询研究对

象的几何和属性数据 ,如查询某一煤层 、断层 、角

度不整合面 、煤层底板等 。至于地质对象之间的

相交 、相离 、相等等关系 ,则需要设计相应的查询

函数 。

巷道 、采空区等人工对象也可以用这种数据

模型和数据结构进行表达。钻孔 、线理 、面理 、节

理面 、褶皱轴面等特殊线状和面状对象可以单独

设计数据结构 ,在此不予讨论 。

4　结　语

本文所提出的体元拓扑数据模型和数据结构

对三维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矿山[ 14 ,15] 理论与技

术的发展具有较大意义。该数据模型和数据结构

的特点是:①无论多么复杂的对象都可以由一个

结构表表示 ,使得理解这一模型非常容易和自然;

②顾及了三维地质对象间的拓扑关系 ,从而避免

了地质体几何边界的重复数字化和存储 ,有利于

地质对象的统计 、查询 、显示和分析;③体元的几

何特征有利于体积计算和空间对象的交切计算;

④体元三个剖面的定义有利于在二维剖面上进行

地质边界的交互解释以及在第三维上的扩展和交

互解释;⑤在任何位置和方位上定义体元剖面的

方法有利于不规则地质体的表达;⑥可以表达绝

大部分地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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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bject_oriented Three_dimensional Topological Data Model

Based on Component for Geology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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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key issue of 3D geology modeling is the 3D data model.The data models involved in

commercial systems as LYNX and Surpac mainly include 3D grid model ,w ire f rame model , volume

model ,TIN (t riangulated irregular netw orks)surface model and 2D grid surface model.

On the ba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ological objects and the basic requirements for con-

st ruct ing geological model through the computer , the authors develop a new object_o riented 3D

topologic data model based on component(volume element)for geology modeling.The geological

objects are divided into four object classes:point , line , surface and volume.The volume class is fur-

ther divided into four subclasses:composi te volume , complex volume , simple volume and compo-

nent.The component is the basic element of the division of geological volumes.It can be described

by f ive object classes of point , feature link , arc , section polygon and component surface.We define

tw elve kinds of topologic relations betw een all these object classes.The detailed data structures of

the object classes are also designed.

In summary , the advantages of the object_oriented 3D topologic data model based on compo-

nent for geology modeling are described as follows:

1)The data model can be understood easily for the structural description of geological ob-

jects.

2)The statistic analysis , the query , the visualization as well as the spatial analy sis of geologi-

cal objects can be conducted easily , and the common geometric boundary betw een geological ob-

jects need not to be digitized repeatedly.

3)The geometric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component lends itself to eff icient computation of

volumes , and volumes of intersect ion betw een components.

4)The def inition of the three sections of component is of great advantage in the 2D g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 and the abili ty to extend and modify the boundaries in the third dimension sat isf ies

the requirement for 3D g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5)The ability to define the component plane at any appropriate location and orientation is al-

so of great advantage in the modeling of irregular geological volumes.

6)Using the data model w e can model most of the geological objects.

Key words:geology modeling ;data model;data st ructure;3DGIS;digi tal 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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