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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室内空间的楼层房间结构多边形剖分方法 , 讨论了数码城市中室内三维 CAFM 的数据管

理 、基本功能的实现和可见性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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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的数码城市应用主要包含数字高程模型

(DEM)以及道路 、河流 、建筑表面模型等地物。数

码城市下一步必然包含建筑物室内三维场景 ,并且

在室内三维场景中 ,不仅应具备三维可视化能力 ,

同时还应具备图形 、属性交互查询 、编辑 、统计 、更

新与分析等计算机辅助设施管理(computer-aided

facilities management , CAFM)功能。

对于布置大量细节物体的建筑场景 , CAFM

主要包括图形显示 、租借管理 、面积与移动管理 、

服务任务管理 、维护管理 、电缆管理 、清洁管理和

能量管理等空间与财产管理应用。CAFM 系统由

数据库及各种功能模块构成 。

当前的 CAFM商业软件虽能实现属性查询及

三维渲染 ,但不能实现三维场景下以房间为单位

的图形 、属性交互查询 ,并且在布置大量细节物体

的建筑场景中实时漫游效率难以满足交互帧率的

要求 。为此 ,本文提出了预先建立楼层房间结构

多边形图层并剖分建筑室内场景三维空间 ,以建

立具有建筑室内 3D GIS特征的 CAFM 方法 。

1　室内空间多边形剖分

将室内三维场景几何数据分为建筑结构与细

节物体两部分 。建筑结构包括建筑墙面 、地板 、屋

顶 、楼梯 、主梁等建筑结构部件 ,而细节物体包括

家具(或办公桌椅)、电器 、灯具 、厨具 、洁具 、电缆

以及其他物体 。建筑场景的建筑结构部分相对稳

定不变 ,并决定了房间结构 ,而细节物体部分则可

能产生移动 、增加 、删除等操作。

1.1　二维剖分方法

大型建筑通常由裙房 、顶层 、标准层三部分构

成 ,因此 ,可以根据三部分的二维平面设计图分别

进行二维空间剖分。而在建筑结构三维空间中 ,

三维模型是建筑楼层平面设计图在垂直方向上的

延伸。

根据建筑结构特征 ,讨论楼层平面的二维多

边形剖分方法。如图 1所示 ,剖分网格与房间一

致 ,每个网格为封闭的多边形 ,且与房间范围及大

小一致 ,其中过道也认为是特殊的房间 ,每个楼层

平面剖分为多边形网格集。

图 1　房间结构多边形图层(黑线)与

门窗线状图层(灰线)

Fig.1　A Room Polygon Layer and a Portal Linear

Layer Digitized Using a Floo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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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图层数字化

对于每个楼层 ,需要预先数字化采集两个图

层 ,即房间结构多边形图层与门窗线状图层。如

图 1所示 ,黑线代表房间墙面线段(过道可剖分为

若干房间),灰线代表门窗线段。结构图制作方法

为:在Arc Info 、Arcview GIS 或 Auto CAD等软件中

导入建筑平面设计图 dxf文件作为背景 ,数字化

采集房间结构 ,以房间或过道为多边形单元 ,生成

一多边形图层 。另外 ,数字化采集门窗 ,生成一线

状图层 。

在房间结构多边形图层中 ,建筑物楼层平面

被剖分成相互邻接的多边形集 ,每个多边形代表

一个房间或过道。在本算法中 ,封闭墙面围成的

过道作为一特殊房间 ,由于过道可能很长 ,拥有门

窗较多 ,为此 ,可将过道多边形剖分为若干个多边

形 ,剖分线段也当作新的门窗。

由于多边形按实际房间结构构建 ,因此 ,房间

多边形可为任意形状 ,不局限于长方形 、凸多边

形 ,也不限于与坐标轴对齐 。

1.3　建立房间-门窗关系

根据门窗线段与房间多边形的位置关系 ,计

算并建立门窗与房间的从属关系表 ,即确定每个

门窗属于哪些房间 ,以及每个房间包括哪些门窗 。

2　数据组织

对于布置细节物体的建筑室内场景 ,令细节

三维物体模型为点状地物 ,即以模型内的某一点

(如其中心点)代表该模型位置。对于每个细节物

体 ,根据其高程坐标确定所在楼层号 ,并根据其二

维平面坐标 ,计算并判断在楼层房间结构多边形

图层中的位置 ,即依次与楼层房间结构多边形图

层的多边形进行计算 ,判断该点是否在该多边形

内 ,以确定其所在房间号。如此 ,可建立房间-物

体关系表 ,即某房间包含哪些物体 ,并形成建筑物

※楼层※房间※细节物体的层次结构 ,如图 2所

示 。

图 2　建筑场景结构图

Fig.2　Structure of Building Scene

　　对于每个细节物体 ,可建立如下数据结构:细

节物体标识OID;细节物体编码;细节物体模型文

件名称;三维 BOX范围;所属建筑物 ID;所属楼层

ID;所属房间 ID。

室内3D GIS的相关数据流程如图 3所示。

图 3　数据组织 、管理与可视化流程图

Fig.3　Flowchart of Data Management and Visualization

3　功能应用

3.1　图形属性查询

当观察者漫游进入某房间时 ,根据观察点位

置高程坐标 ,确定所在楼层号 ,然后 ,可根据其二

维平面坐标 ,判断其位于楼层房间结构多边形图

层中哪一个多边形内 ,获得相应的房间号 ,如图 4

(a)所示。或者 ,观察者位于某一位置 ,鼠标交互

点击某一墙面或地面 ,获得与其交点的坐标 ,根据

其高度坐标确定所在楼层号 ,并根据其平面坐标

计算房间位于楼层房间结构多边形图层中哪一个

多边形内 ,获得对应的房间号。因此 ,可在三维场

景下交互查询房间属性 ,如图 4(b)所示。

同样 ,可选择楼层号及房间号 ,使观察者直接

到达该房间内 ,实现房间属性-图形的交互查询 。

3.2　物体移动与统计

在三维场景中 ,鼠标交互操作以将物体从一个

房间移动到另一个房间 ,同时 ,根据物体在新位置

的坐标 ,获得新的楼层号与房间号 ,并更新房间-物

体关系表 。也可通过鼠标交互操作查询并统计三

维场景中某房间包含的物体数目 、名称等属性 。

4　实时漫游

4.1　可见性计算

4.1.1　可见性计算

由于布置细节物体的建筑室内场景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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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属性查询

Fig.4　Attribute Query

性 ,导致漫游效率极低 ,难以达到流畅 、平滑的交

互漫游效果。然而 ,由于建筑物的特殊性 ,在室内

某个位置观察到的场景 ,因不透明墙面的遮断 ,仅

仅是整个场景的很小一部分 ,因此 ,应用可见性算

法提高漫游速度成为必然 。潜在可见集合

(potentially visible set of polygons ,PVS)计算在提高

建筑场景漫游效率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前述室内空间剖分及房间-门窗关系表与

门窗-房间关系表基础上 ,笔者研究实现了一种进

行房间-房间以及视点-物体 PVS 计算的新算法 。

该算法适用于任意结构布局的建筑物场景 ,具有

通用性 。首先 ,在实时漫游前预计算并建立房间-

房间 PVS ,即在每个房间通过其全部门窗所能看

到的所有房间集合 ,因此计算时间长短与漫游速

率无关;然后 ,在实时漫游过程时 ,进一步计算当

前视点的视点-物体 PVS ,即该视点处可见的所有

细节物体集合 ,并实时绘制建筑结构 ,以及视点-

物体PVS中包括的所有室内细节物体 ,而对于非

PVS中的细节物体 ,不予绘制。这样可使实时交

互漫游时实际需要绘制的多边形(三角形)数目大

大减少 ,有效提高了漫游效率。

4.1.2　可见性试验

试验区域为图 1对应的一个布置家具的三维

4层楼建筑模型 ,如图 5所示 ,每层超过 50 个房

间 ,近 80个房门 。整个建筑物场景共有 503个家

具模型 ,合计 2 095 739个三角形 。三维渲染引擎

平台为 Direct 3D。

如图 6所示 ,可以看出 ,当视角为 90°时 ,由于

无可见算法 ,漫游时需绘制视域范围内所有家具 ,

曲线帧率稳定在 0.88 ～ 12.85fps之间 ,效率极低 ,

漫游效果极差;运用视点-物体可见算法 ,漫游时

仅绘制当前视点的视点-物体 PVS 中所有家具模

型 ,曲线帧率在 18.62 ～ 64.30fps之间 ,漫游效率

较高 ,为无可见算法的数 10倍乃至近100倍。

图 5　楼层家具布置俯视图

Fig.5　A 3D Furnished Floor Layout

图 6　沿试验路径实时漫游绘制帧率曲线图

Fig.6　A Frame Rates Comparison of Rendering

Along a Test Walkthrough Path

4.2　碰撞检测

台式计算机硬件环境下的室内场景实时漫游

过程中 ,由于无虚拟现实沉浸感 ,因此细节物体的

碰撞检测可不予考虑 ,而仅需考虑建筑结构的碰

撞检测 ,即观察者在实时漫游过程中 ,当碰到墙体

或楼层地面时 ,将受到阻挡 。

通常 ,需依次计算当前前进步长线段与模型

所有多边形(三角形)相交情况 ,如一个三角形与

其相交 ,碰撞发生。本文利用楼层房间结构多边

形图层生成的建筑结构碰撞检测算法 ,可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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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碰撞检测效率。实时漫游时 ,根据楼层房间

结构多边形图层及门窗线状图层 ,首先判断观察

点位于哪个房间内 ,然后预先判断漫游下一步是

否与墙面线段相交 ,如相交 ,进一步判断是否与房

间的门窗相交;如无门窗相交 ,则碰撞 ,否则不发

生碰撞。因此 ,碰撞判断仅需在当前房间结构内

进行 ,不需在整个建筑结构内进行计算 ,可大大提

高效率 。

5　结　语

本文方法不仅可用于增强 CAFM 的 3D GIS

功能 ,而且可极大提高实时漫游效率 ,可广泛用于

数码城市 、CAFM 以及建筑装饰设计等布置细节

物体的建筑室内三维场景应用领域。

本方法不仅适用于简单的轴对齐或轴状建筑

模型 ,而且完全适用于复杂的非轴对齐或房间为

凹状结构的建筑模型 ,即可用于任意房间布局形

状的建筑物。此外 ,本方法采用楼层平面设计图

数字化房间多边形图层与门窗线状图层的方法 ,

可以直接应用 3DS MAX 、Multigen等业界优秀的

三维建模软件建立的三维建筑模型 ,而不限于作

者自行开发的三维建模编辑软件 ,因此可以充分

发挥这些商业软件的强大功能 ,使本方法更具有

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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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a preprocessing method for spatial partition of indoor scene , which may

implement an integration of graphical and attribute data with 3D GIS characteristics in a CAFM.

Furthermore, the visibility algorithm implemented on the basis of this method can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for interactive indoor walkthrou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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