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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一种对于地形不规则三角网(TIN)建立层次细节(LOD)模型和实时动态显示的方法。按照给

定的条件通过重复执行顶点删除和局部三角化 , 对TIN 中的点和三角形数据结构进行调整 , 建立地形 TIN 的

连续 LOD模型。在显示的过程中 ,根据视点的远近从上述 LOD模型自适应地获取和显示所需三角形 ,实现地

形TIN的实时动态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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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维地形是虚拟自然环境中不可缺少的因

素。三维地形可视化在城市规划 、地形漫游 、军

事 、外交 、土地利用和管理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

用。由于三维地形通常与虚拟环境中物体的运动

直接有关 ,更由于它的数据量十分庞大 ,应用模型

的复杂程度往往超过当前图形工作站的实际处理

能力 ,为此 ,人们采用了各种方法 ,其中 ,层次细节

(level of detail , LOD)技术是控制场景复杂度和加

速图形绘制速度的一个十分有效的方法 。

不断发展的卫星遥感技术和数字摄影测量技

术为快速获取地表环境的描述信息提供了充足的

数据来源。当前 ,基于真实地形数据的地形生成

和显示技术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快速发展。总的

来讲 ,对于规则格网地形 ,可以采用四叉树或二叉

树等层次结构比较容易实现地形 LOD模型的动

态生成和显示
[ 1 , 2]
;而对 TIN结构 ,由于它本身数

据结构的复杂性 ,使得其动态 LOD地形模型建立

和实时连续显示比较困难 。

1　一些基本定义

定义 1　顶点的相关三角形组。对于三角网

中的任意一个顶点 vi ,所有与 vi 共享一个顶点的

三角形构成的集合 ,称为该顶点的相关三角形组。

定义 2　顶点的自由度。顶点 vi 的相关三角

形组中的三角形个数称为该点的自由度 。

定义 3　顶点的平均平面 。设顶点 vi 的相关

三角形组中的每一个三角形的法向量为 nk ,中心

为 xk ,面积为 ak ,那么由下式定义的法向量和中

心所构造的平面称为顶点的平均平面:

N =∑ nkak

∑ ak
, 　n = N

|N|
, 　x =∑ xkak

∑ ak

　　定义 4　三角形特征角。三角形三个内角中

最小的那个角 ,称之为该三角形的特征角。

2　算法设计

2.1　设计思想

LOD模型的建立 ,首先要面对模型简化的问

题。模型简化算法中最直观的方法是顶点删除简

化算法。顶点删除的过程实质上是根据对原模型

逼近精度的要求 ,相应地减少模型中三角形数目 ,

即用数量较少的大三角形来取代数量较多的小三

角形 ,从而可获得不同复杂层次的同一场景模型

的三角形网格描述 ,见图 1。

　　顶点删除简化算法主要用于建立离散的网格

LOD模型
[ 3]
。一般来讲 ,对于三角形网格 ,不同层

次模型的三角形之间不能进行层次描述 。即基于

TIN的 LOD模型的相邻层次三角形之间不是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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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对多的关系 ,即上一级模型中的某一个三角

形不是由下一级模型中的某几个三角形简单合并

而来的 ,见图 2(a)。这给建立连续的 LOD模型和

动态显示带来极大的困难 。

图 1　顶点删除形成下一级 LOD模型

Fig.1　Generating the Next Level by Deleting Vertices

图 2　不同层次三角形之间的关系

Fig.2　Relation of Triangles in Different Levels

　　从图 1可以看出 ,虽然不能用细节较高的几

个三角形取代细节较低的一个三角形 ,但可以用

细节较高的一组三角形取代细节较低的一组三角

形 ,见图2(b),当然前者比后者有更多数量的三

角形 。基于上述考虑 ,本文采用如下的设计方案。

对于一个 TIN格网 ,遍历所有的顶点 ,删除可

满足条件的顶点及其周围的三角形 ,修改该点和

它相邻点组的删除标志 ,然后对留下的星形多边

形进行局部三角化 。同时对顶点结构进行修改 ,

并在三角形链表中删除原始三角形组和增加新的

三角形组 ,得到下一级简化格网。这个过程可反

复进行 ,直到要求得到满足为止。这样就可以得

到了一个连续的 LOD模型 。

2.2　数据结构

TIN地形模型的数据存贮方式可以采用不同

的形式
[ 4]
,每一种存贮方式都必须包含顶点和三

角形。为了满足所采用算法的需要 ,本文对顶点

和三角形的数据结构进行了如下重新设计。

struct Vertex

{

　int vertexId;　　　  顶点标号

　Vector position;   坐标向量

　Vector normal;   法线向量

　int boundary;   边界标志

　int mark;   删除标志位

　floar error;   误差值

　int vertex[ 15] ;   相邻顶点组

　int tri_p[ 15] ;   起始相关三角形组

　int tri_s[ 15] ;   重新三角化后的相关

三角形组

};

struct Triangle

{

　int triangleId;   三角形标号

　int vertexId[ 3] ;   三角形顶点号

　int vertexNo;   三角形对应的删除顶

点号

　int showMark;   显示标志

}

基于这种数据结构 ,对于每一个顶点 ,可以得

到其位置坐标和法线向量 ,并可以判断点的属性

(内部点还是边界点)。同时 ,还可以直接获取该

顶点周围邻接的顶点和相关三角形组信息。对于

每一个三角形 ,可以知道它由哪三个顶点组成 ,以

及所对应的被删除顶点号(原始网格中的三角形

除外)。

2.3　简化算法

1)数据预处理 ,确定顶点的相邻多边形和计

算顶点的重要程度。在读入原始地形模型数据的

过程中 ,对读入的顶点数据和三角形 ,用新建的数

据结构重新进行构建 。随后确定每一个顶点的相

邻多边形并计算它们的重要程度。重要程度的计

算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法 ,这里采用了点到其平均

平面的距离的计算方法。计算公式为:d = n·(v

-x) 。d 越大 ,该点就越重要。

2)选择顶点 。对于一个顶点 ,如果它满足以

下 3个条件:①自由度小于给定的值;②重要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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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某个预先定义的值;③相邻点组中没有顶点被

删除 ,则该顶点可以被删除。

3)局部三角化。如果删除了一个顶点以及它

的相关三角形 ,那么还必须对留下的星形多边形

进行三角化 。本试验采用了文献[ 3] 的三角化方

法 ,算法步骤如下:①用单向循环链表保存多边形

顶点 ,并计算这个链表中每一个顶点的凸凹性。

②在循环链表中顺序取三个结点 P 、Q 、R ,如果

Q 为 凸点 ,并且由 P 、Q 、R 所构成的三角形PQR

不包含多边形上其他顶点 ,则计算■PQR 的特征

角。求出所有这样的三角形 ,从中选择特征角最

大的■PQR ,保存该三角形 ,并从链表中删去结点

Q 。③如果链表中不存在三个以上顶点 ,则转步

骤②。④由链表中的最后三个顶点构成一个三角

形。

2.4　动态显示

在预先进行的地形模型简化过程中 ,每简化

一次三角网 ,就会生成另外一级层次模型 。如果

把最原始的网格作为最低级 ,那么每一次简化就

生成更高一级的网格 ,同时 ,任何关于被删除的顶

点和三角形的增减信息 ,都通过点结构参数的修

改保存下来。这样 ,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按某种需

要恢复网格原始状态 。

地形的显示要满足人眼的视觉规律 ,即“近处

十分清楚 ,远处相对模糊” ,所以可选择视点到网

格点的距离作为标准 ,自适应地从已建立的 LOD

模型中选择顶点和三角形来进行显示。

　　对于最高级(也是最简化的)的三角形网格 ,

首先把所有三角形放入一个队列。它们也覆盖了

整个地形表达的范围 ,地形的绘制从它们开始 ,这

时对于每一个三角形无非有两种选择:①直接绘

制出来;②被一组更细节的三角形所取代 。在后

一种情况下 ,实际上是用一组三角形取代另一组

三角形 ,这会出现下列情况。

①如果所有同组的三角形不在同一个细节层

次 ,那么 ,这些三角形被从队列中移去进行绘制。

②所有同组的三角形在同一层次 ,判断该点

是否满足显示的标准。如果满足 ,这些三角形被

从队列中移去进行绘制 ,否则 ,这些三角形被细化

的三角形组所取代。本文采用的标准为:

f =d (C · l)

这里 , d 是视点到该顶点的距离;l 是细节层次;

C为给定的参数。

3　试验和结论

本文所有算法已在 PC机上用 C
++
和 OpenGL

得到了实现。图 3为某地区的视相关模型动态

LOD显示。试验的硬件配置为 PⅢ750 , 256M 内

存和 GeForce2 MX 显 示 卡。 软 件 环 境 为

Windows2000。原始试验数据大小为 10 000个点 ,

19 602个三角形 ,5级细节层次 。可以看出 ,在视

点区域模型绘制时具有较高的细节 ,而离视点较

远的地方具有较低的细节层次 ,实现了视相关模

型的动态 LOD绘制。

图 3　与视点相关的动态 LOD显示

Fig.3　A View-dependent Dynamic LOD Terrai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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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还利用一组地形 TIN数据进行了试验 ,

主要通过测试算法的简化效果和实时动态显示的

速度来检测算法的效果 。图 4给出了二组 LOD

模型光滑阴影图 ,每幅图给出了当时构网所用顶

点(V)及三角形数目(T)。

　　从图4中可以发现 ,本文所用算法可以在简

图 4　LOD模型的光滑阴影图

Fig.4　Gouraud Shaded LOD Terrain

化过程中保留原始地形模型的主要起伏特征 。

LOD模型实时动态显示的速度与原始地形数

据量大小以及简化层次的多少有关 。本算法试验

得出的结论是 ,要想达到每秒 10帧以上的连续显

示要求 ,原始数据量不要超过 10 000 个点 ,否则

必须对原始地形进行分块。至于简化层次 ,当简

化达到8级以上时 ,地形会有些失真 ,采用 5级细

节层次是最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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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new method is presented for constitution of series LOD model of TIN terrain and dyn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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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The method is divided into two steps.One is to setup the series LOD model of TIN terrain by

deleting vertices.On the basis of modification of data-structure , we record all information of points and

triangles along the simplification of TIN.The other is to dynamic display based on the distance between

viewpoint and viewer.

Key words:terrain model ;TIN;deleting vertices;level of detail(L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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