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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管线管理的现状 , 阐述了管线数据的层次模型和组织方式 ,建立了地下管线的三维模型 , 提出

了分段渐次推算的模型计算方法 ,并介绍了基于 Visual C ++和OpengGL技术开发的三维管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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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国内多数管网信息系统是结合国内外

大型基础地理信息系统软件与可视化开发语言

(VB 、VC 、Delphi等)进行的集成式二次开发。目

前的系统除满足 GIS 基本功能外 ,还具有管线管

理的专业功能 ,如断面分析 、爆管分析等 ,但大多

数系统是 2维或 2.5维的 。管线在地下的分布纵

横交错 ,二维图形无法表现管线之间的空间关系。

有些管线上下起伏 ,与地面垂直的一段管线在平

面图上只能以一个点及相应注记来表示 ,视觉效

果不直观。因此 ,在国内外竞相研制三维数码城

市 、三维数字小区的氛围下 ,研究三维管线势在必

行。

尽管 MapInfo 和 Arc Info 提供了简单物体的

三维显示 ,但对现实世界的复杂三维关系不能详

细描述与分析 ,更没有提供面向三维管线的建模

工具 。中地公司的管线信息系统具有管线的真三

维图形显示漫游和局部简单查询 ,但缺乏对三维

管线的拓扑分析;北京灵图公司开发的 VRMap三

维GIS软件系列对三维管线管理也作了一定的研

究。但迄今为止 ,国内还没有文章详细阐述三维

管线建模与相关空间分析。国外学者 Bǜrger
[ 1]
与

Ermes
[ 2]
以 近 景 摄 影 测 量 (close-range

photogrammetry)技术与结构实体法(constructive

solid geometry ,CSG)重建三维管线模型。他们的研

究对于显示化学工厂等地上错综复杂的管线很有

效 ,但是难以重建地下管线 ,且没有涉及大范围的

管线管理。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城市 ,其地下管线

数量庞大 、种类繁多 ,建立合理而有效的三维管线

数据库是管线系统高效和稳定运行的保障。

管线大多位于地下 ,目前 ,地下管线多数以圆

形管线为主。因此 ,本文主要介绍地下圆形管线

的数据组织与三维可视化 。

1　管线数据组织

1.1　数据模型

目前 ,商用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模型主要采

用拓扑关系模型和空间实体模型。拓扑关系模型

主要采用 Polyvrt结构 ,记录的是链(弧段)信息 ,

不同的对象可以共用相同的结点 ,节省存储空间 ,

但是结构比较复杂 ,数据的编辑和维护比较困难。

而空间实体模型虽然会造成公共结点的重复存

储 ,但是其结构化的实体模型使得对某个对象的

更改不会影响到其他对象的定义 ,从而大大增强

了空间数据的可维护性。针对管线数据的特殊

性 ,结合上述两种模型的优点 ,作者提出一种管线

数据层次模型(见图 1)及相应的索引方式 ,既节

省了存储空间 ,又便于数据的编辑和维护。

图1中 ,将城市地下管线分为给水 、排水 、燃

气 、热力 、工业 、电力和电信管线 7大类
[ 3]
。各大

类还可以细分 ,如给水管线包括工业给水 、生活给

水和消防给水管线;排水管线包括污水和雨水管

线。管线的基本几何数据可归纳为管线端点 、结

合点 、变径点与附属设施特征点 ,此后统称为管点

 收稿日期:2003-03-12。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69833010);湖北省科技攻关资助项目(2001AA104A01)。

DOI :10.13203/j.whugis2003.03.005



图 1　管线数据层次模型

Fig.1　Layer Model of Pipeline Data

数据 。管线形状多为树枝状 、环状或辐射状 ,每一

条管线可以根据交叉点和变径点分解成若干条管

线段 ,交叉点处模拟现实情况 ,以三通 、四通 、阀门

或变径接头等附属设施相连接。管线段由相应管

点数据连接 ,组成一条不间断的管线段。因此 ,每

一条管线可以抽象为由管线段和附属设施组成。

1.2　数据结构

管线按其数据类型划分为不同的管网层 ,如给

水管网层 、排水管网层 、燃气管网层等 ,这种方法符

合实际情况 ,便于按各类管线的管理部门进行资料

收集 、建库和分层管理。每一类管线的数据存储类

型略有区别 ,但数据结构基本相同。管网层内的管

线可以细分 ,存储时以不同类型码和颜色表示。基

于管线数据层次模型 ,管线数据结构近似为树形结

构 ,如图 1。叶结点有所合并 ,有利于节省存储空

间。树中所有结点的数据以表或文件的形式存储 ,

同一结点的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分开存储。每种

管线的管点平面坐标 、埋深为空间数据 ,加上颜色 、

半径 ,它们是管线建模与三维显示的基本信息。管

材 、受控阀门 、建埋时间 、所属街道等为属性数据 ,

存储在关系数据库的若干属性表中 ,为查询 、检索

等操作提供详尽的数据库信息。两种数据通过一

个公共标识符链接起来 。若是大范围的管线数据 ,

图层可以划分为若干图幅进行存储与索引。属性

数据用目前流行的关系数据库SQL Server 来管理 ,

主要的空间数据文件结构如下。

　　管网层空间数据文件结构:

管网层标识符 包含的管线数目 包含的管线标识符

管线空间数据文件结构:

管线标识符 细分类型码 颜色 包含的管线段数目
包含的管线

段标识符

包含的附属

设施数目

包含的附属

设施标识符

管线段空间数据文件结构:

管线段标识符 包含的管点数目 包含的管点标识符序列(依次序存储) 管径

附属设施空间数据文件结构:

附属设施标识符 附属设施类型码 包含的管点标识符 颜色

管点空间数据文件结构:

管点标识符 特征点类型码 x y 地面高 管顶高 管底高

　　对这些数据文件的索引是多级索引 ,索引结

构同数据结构一致 ,是树形结构。限于篇幅 ,此处

以介绍索引某条管线为例 。从该条管线的空间数

据文件中获取包含的管线段标识符和附属设施标

识符 ,由这些标识符分别索引管线段空间数据文

件和附属设施空间数据文件 ,得到每条管线段和

附属设施包含的管点标识符 ,由这些管点标识符

索引管点空间数据文件 ,就可获得该条管线的基

本空间数据。这些基本数据是管线三维建模的起

算数据。

2　三维管线建模

在获得管线基本数据的基础上 ,对管点空间

数据文件进行处理 ,由地面高 、管顶高 、管底高可

以求得每个管点的绝对高程 z ,加上平面坐标(x ,

y),构成管线中心线的节点坐标。该坐标和管径

为管线的起算数据。

2.1　三维管线模型构造

2.1.1　管线的表面微分处理

在管线平面图中 ,管线对象一般以管线中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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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表示 ,一段管线在图上显示为一条直线;而在管线

三维透视图中 ,一段管线可以用圆柱面表示 ,圆柱面

的轴心即为管线中心线 ,圆柱面的截面半径为管线

在截面处的半径。为了构造管线三维图形 ,我们采

用将管线表面分段构造成众多四边形的办法来实

现 ,如图2所示。试验表明 ,管线表面等分越细 ,模

拟管线在直观上就越接近真实管线 ,但模型的计算

量增大 ,电脑显示速度会降低;反之 ,模拟管线比较

粗糙 ,电脑显示速度较快。当管线表面等分为 8个

四边形 ,显示真实性与显示速度能取得较好的平衡。

图 2　管线表面微分处理示意图

Fig.2　Partition of Pipe' s Surface

2.1.2　管线衔接处圆滑处理

在管线平面图中 ,一般以二维折线表示一条管

线段。在三维透视图中 ,圆柱面的首尾衔接构成虚

拟管线段。为使虚拟管线形象逼真 ,又不影响系统

运行速度 ,将管线衔接处圆滑过渡。其实现方式

为:将管线中心线的拐角以圆弧替代 ,弧线弧度等

于相邻线段的夹角弧度 ,圆弧所在圆的半径等于管

径。将圆滑处理后的管线中心线分段处理 ,如图 3

所示。拐角圆弧的细分程度由圆弧弧度大小决定。

图3中的数字表示管线中心线的分段节点编号。

图 3　管线衔接处圆滑处理示意图

Fig.3　The Map of Smoothness Handling of Pipeline

将每段管线以圆柱面模拟 ,拐弯处为斜圆柱

面 ,其计算方法在下节中详细介绍。将所有圆柱

面首尾相接 ,在三维场景中设置光照 ,则虚拟管线

在视觉上与真实管线非常接近 ,如图4所示。

2.1.3　管线段的连接

管线段的连接处一般为管线分叉或管径变化

部位 ,在现实情况中 ,由三通 、阀门 、变径接头等附

图 4　管线段虚拟显示

Fig.4　Simulation Display of Pipeline Section

属设施相连接 。因此在系统中 ,作者把它们抽象

建模 ,作为立体符号存储在数据库中 ,实现虚拟附

属设施 。显示时根据管线的空间走向 ,调整附属

设施角度 ,使它们与管线紧密结合 ,如图 5所示 。

图 5　管线段的连接

Fig.5　Connection of Pipeline Sections

2.2　管线模型计算

任意一条管线由众多四边形拼接组成 ,管线

的视觉效果好坏决定于四边形顶点是否共面 ,以

及四边形是否无缝连接。笔者提出一种简单有效

的分段推算模型计算方法 。该方法是先计算起始

节点处管线边缘的 8个顶点 ,然后依次推算其余

分段点处管线边缘的各个顶点 。

2.2.1　管线起始处各个顶点的计算

由管线中心线的两个起始节点的空间坐标 ,

能够确定管线中心线在空间的方向 。三维笛卡儿

坐标系 O-XYZ 称为固定坐标系 ,参考坐标系 o-

xyz定义为原点与起始节点相重合 , z 轴与管线中

心线的第一段相重合 , x 轴方向规定为与固定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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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系的某个轴平行 ,如图 6所示 。

图 6　管线边缘顶点坐标转换

Fig.6　Coordinate Conversion of Vertexes

on the Brim of Pipeline

参考坐标系经过旋转平移可以得到固定坐标

系。从空间解析几何可知 ,管线边缘任意顶点 a

在参考坐标系与固定坐标系中的坐标关系式为:

X =a1 x +a2y +a3z +x0

Y =b1 x +b2 y +b3z +y0

Z =c1 x +c2 y +c3 z +z 0

(1)

写成矩阵形式为:

X

Y

Z

=

a1 a2 a3

b1 b2 b3

c1 c2 c3

x

y

z

+

x0

y0

z 0

(2)

(x0 , y 0 , z 0)表示参考坐标系原点在固定坐标系中

的坐标;9个系数为两轴系间的方向余弦 ,即

a1 a2 a3

b1 b2 b3

c1 c2 c3

=

cosXx cosXy cosXz

cosYx cosYy cosYz

cosZx cosZy cosZz

(3)

式中 , cosXx 表示X 与 x 轴之间的方向余弦;cosXy

表示 X 与 y 轴之间的方向余弦 ,以此类推 。方向

余弦是相关两轴之间夹角的余弦 ,这些夹角在 0°

与180°之间 。管线起始点处边缘各个顶点在参考

坐标系中的坐标容易得到;轴系间的夹角已经确

定 ,运用初等函数的知识即可得到式(3)中的 9个

系数;平移量(x0 , y0 , z0)就是管线中心线起始点

的三维坐标 。将它们代入公式(1)中就可以得到

管线起始点处边缘各个顶点在固定坐标系中的坐

标 ,即真实的三维坐标。

2.2.2　推算管线中心线其余分段点处管线边缘

的顶点坐标

首先 ,由管线起算数据 ,通过一定的代数运

算 ,求解图 3中的圆弧中心 O1 、O2 、O3的空间坐

标。其次 ,分别求解管线中心线的分段节点 1至

节点 15的空间坐标 。然后 ,依次推算分段点处的

管线边缘顶点坐标。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直管 ,如

图3中的分段点 1-2 、6-7;另一种是弯管 ,如图 3

中的分段点 2-3 、7-8等 。对于直管 ,如图7(a),上

一分段点(如起始点 1)处管线边缘各个顶点坐标

(xi , yi , zi)如果已经得到 ,则推算下一分段点(如

分段点 2)处管线边缘各个顶点坐标(x , y , z),就

相当于已知矩形三个顶点 ,求第四个顶点 ,很容易

求得。对于弯管 ,如图 7(b),分段点 2处管线边

缘各个顶点坐标(xi , yi , zi)已经得到 ,那么 ,推算

分段点3处管线边缘各个顶点坐标(x , y , z),就

相当于已知等边梯形的三个顶点的空间坐标 ,则

第四个顶点的空间坐标也可以确定 。依次类推 ,

所有分段点处管线边缘的顶点坐标都可以得到 ,

然后将这些顶点构造成四边形 ,如图7(a)中的四

边形 abcd 。所有四边形的拼接即组成一条管线

段。该算法的优点是实现了管线线段的无缝连

接 ,管线不会出现扭曲;算法与图形显示技术分

离 ,任何能实现四边形绘制的图形编程语言都能

够运用该算法来显示虚拟管线 。

图 7　管线边缘顶点坐标的推算

Fig.7　Calculation of the Vertexes' Coordination

3　交互操作

3.1　编辑管线

由于每一条管线被分解成一个个单一管线段

来显示与存储 ,因此用户对管线的添加与删除等

编辑操作变得简单易行。添加管线时 ,用户只需

输入各个管线段的起止节点和中间节点的空间坐

标 、颜色和半径 ,系统就会自动建立并显示虚拟管

线 ,并且查找数据库 ,通过空间分析确定它们与现

存管线之间的拓扑关系 ,有连接关系的管线会按

照用户指定的管件或系统缺省的管件相匹配连接。

删除管线时 ,用户可以用鼠标选取并删除整个管线

段或通过输入起止节点删除管线段的一部分。

3.2　管线的查询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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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平面查询相似 ,管线的三维空间查询可以

实现从图形到属性的查询和从属性到图形的查

询 ,还可以实现对管线的分析 ,如纵横断面分析 、

爆管分析 、安全间距分析 。在某些查询与分析的

操作中 ,要用鼠标选取三维场景中的管线对象。

由于多数管线有分支管线段 ,下面介绍如何准确

地选取管线。

地下管线一般被地面与建筑物所覆盖 ,去掉

地面层与建筑物层后 ,鼠标便可以直接选中虚拟

地下管线的表面 ,将捕捉到的点的窗口坐标转换

为实际空间坐标 ,则可以确定某条管线段被选中。

通过搜索管线段空间数据文件 ,可以获得该条管

线段所在的管网层和管线段标识符 ,由管线段标

识符索引管线空间数据文件 ,得到管线段所在管

线的标识符 ,从而确定哪一条管线被选取 。这是

对空间数据文件的逆向索引过程。

4　试　验

采用上述管线数据组织与建模方法 , 运用

Visual C
++
和 OpenGL 开发工具 ,作者开发了三维

管线系统 ,如图 8所示。该系统主要对地下管线

进行三维重建和显示 ,对地上主要建筑物以简单

的模型与三维文字来表示。地面显示为半透明 ,

增加地下管线的可见度。用户可以控制鼠标和键

盘 ,在三维场景中任意漫游 ,也可以选择路径漫

游 ,并随时提供对管线对象和建筑物对象的查询

和分析 。系统管理员还可以作增加 、删除管线等

编辑操作 。

图 8　地下管线效果图

Fig.8　3D Pipeline Model

5　结　论

1)本文所建立的三维地下管线系统采用的

是层次数据模型和存储结构 ,既节省了存储空间 ,

又便于数据的编辑与维护 。

2)笔者提出的分段推算模型计算方法 ,与图

形显示技术无关 ,任何能实现四边形绘制的图形

编程语言都能够运用该算法来显示虚拟管线 。

3)附属设施多种多样 ,且大小规格各异 。因

此 ,建立虚拟附属设施立体符号库的工作很繁琐。

若针对每种设施仅设立统一的立体符号 ,则不能

体现附属设施的多样性 ,并且虚拟附属设施的逼

真度与精确度会影响系统的运行性能。这个问题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4)考虑到圆形管线的普遍性 ,本文主要对该

种管线的数据存储 、三维建模与可视化进行了研

究与实现 ,至于其他形状的管线三维可视化 ,有待

进一步研究 。对于地上管线 ,文中有关数据组织方

法和三维建模理论仍可适用 ,但对化学工厂车间内

等小范围的极其复杂的管线的三维显示有待改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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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t: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actuality of managing pipeline , proposes the data structure of 3D

pipeline object , which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3D spatial representation and interactive operation.

Then the paper illustrates how to build the 3D model of underground pipeline and the method of model

calculating.The interactive operation about 3D object and the solution to problems which are met during

the interactive operation are introduced.An experimental system prototype is developed based on C
++

and OpenGL , and several experimental results are illust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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