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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利用航空影像对重建复杂房屋三维模型进行了研究 ,提出了拓扑链 、外拓扑和内拓扑的概念 , 分析

了复杂房屋的内拓扑和外拓扑的三维重建 ,构造了复杂房屋的三维拓扑数据模型。基于此模型设计了双向搜

索算法 ,用于自动构建复杂房屋的三维拓扑面 , 从而实现了复杂房屋的自动三维拓扑重建。实验证明 , 本文提

出的双向搜索算法是很稳健 、高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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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三维重建的数据源很多 ,常规可利用的

数据源有航空影像 、激光扫描 、现有 GIS 数据 、实

测数据等[ 1 , 2] 。利用航空立体影像重建城市三维

模型 , 是目前城市三维信息获取最主要的手段

之一。

1　复杂房屋三维拓扑描述

从三维重建的角度 ,本文将三维拓扑分为内

拓扑和外拓扑 ,内拓扑是三维实体的内部拓扑 ,在

三维重建中是最为关键的环节;外拓扑则指三维

实体间的拓扑 ,在三维重建过程中 ,外拓扑的重建

往往被忽视。

1.1　内拓扑

空间实体的拓扑关系与空间实体本身的维数

及拓扑结构有关 。在三维空间里 ,笔者定义点的

连通度(记为 Dn(P i))为点的球域与线目标的交

点个数(如图 1所示)。例如 ,如果 P i为线段的端

点 ,则有 Dn(P i)=1;如果 P i 为线段的内部点 ,则

有 Dn(P i)=2 。由于在点集拓扑理论中 ,边界点

和内部点有着不同的邻域概念 ,采用连通度拓扑

不变量来区分和定义目标的边界和内部就显得十

分重要。考虑到三维实体的特征点都是线-线(或

者面-面)的交点 ,所以本文引入结点的连通度和

饱和度的概念。结点的连通度定义为结点上特征

线的连通度之和 ,如图 1所示 ,长方体一个结点的

连通度为 3(从物理意义可理解为三个边界线段

的交点或三个面的交点)。引入结点的饱和度完

全是为了三维重建过程的需要 ,在建立一个房屋

的三维矢量模型时 ,总是依照点-线-面-体的建模

思路 ,当一个结点被确定在第一个面上时 ,其饱和

度从 0 变为 1(目前未饱和);当一个点的饱和度

等于其连通度时 ,称为达到饱和状态;当所有点都

达到饱和 ,表示模型建立完毕 。

图 1　三维点拓扑连通度

Fig.1　3D Topological Connection Deg ree of Points

基于连通度和饱和度概念 ,三维拓扑的最小

单元拓扑结点可用如下结构体来描述。
ty pedef struct {

　　int id;　　 　　　　　　/＊ ID 号＊/

　　int ConnectionNumber; /＊点的连通度＊/

　　int Satura tionNumber; /＊点的饱和度＊/

　　long double x; /＊ X 坐标分量＊/

　　long double y; /＊ Y 坐标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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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double z; /＊ Z 坐标分量＊/

}MyPoint3D

从三维数据获取的角度讲 ,人工地物的特征

点是可以连续获取的 ,这种连续采集在顺序关系

里隐式地保存了内拓扑关系 ,因此 ,本文又引入拓

扑链的概念 ,一个拓扑链定义为对应于数据采集

时能连续采集的最小单元 。一个拓扑链里的数据

成员间有一个默认的连接关系 ,即在该链内 ,每一

个点都跟它前面一点和后面一点有一个默认连接

关系 。

本文定义一个动态存储结构“点表”(Point-

Table)来存储结点的集合:
ty pedef CArray <MyPoint3D , MyPoint3D > Point-

Table;

由此 ,点表进一步定义三维拓扑链的结构为:
ty pedef struct {

　　int isBoundaryEdge;　/ ＊该链是否是边界＊/

　　PointTable pnttbl; / ＊结点信息＊/

　　int nNum; / ＊该链的点数＊/

　　int id; / ＊ ID 号＊/

　　int isClose; / ＊该链是否闭合 ＊/

}MyChain;

基于拓扑链的概念 ,可总结出三维房屋内拓

扑存在如下规律 。

1)每个结点的连通度至少为 3 ,如果某结点

位于内部环上 ,则其连通度至少为 4;

2)每条边的饱和度均为 2 ,即每条边都属于

两个相邻的面;

3)每两个相邻的边界顶点一定在同一个面

上。

三维实体内拓扑实质上就是一个三维实体内

部点-线段-环-体各拓扑层间的包含 、相邻 、共面关

系 ,如结点-结点间的相邻或不相邻 、线段-线段间

的相邻 、不相邻或者共面 、不共面关系等 。内拓扑

可在双向搜索算法中得到重建 。

1.2　复杂房屋外拓扑

外拓扑在这里泛指房屋间的拓扑关系 ,通常

有相离 、相交 、相切 、相落等。

当前的建模软件一般仅仅供浏览用 ,主要用

来满足城市导航 、旅游导航 、智能交通 、市政规划 、

宏观决策等的需要 ,还不完全具备量测功能 。当

三维重建的精度能满足产权的需要时 ,三维量测

将变成现实的需求 ,内拓扑与外拓扑间的关系也

将变得非常重要 。

　　在房屋重建阶段 ,复杂房屋通常首先被分成

几个简单房屋 ,然后根据 CSG 模型把这些简单房

屋组合成一个复杂房屋 ,因此也涉及到外部结点

变内部结点 、新外部点的生成 、新面的生成等 ,其

实质就是外拓扑和内拓扑间的相互转换 。

2　复杂房屋三维重建拓扑数据模型

重建的数据模型不同于仅仅描述三维实体的

数据模型 ,依赖于对原始数据的采集方式 ,笔者在

自行开发的数据采集和三维建模一体化平台

3Dmodeller上获取复杂房屋特征点(如图 2所示)。

图 2　三维立体影像重建实验平台

Fig.2　3D Reconstruction of Experimental

Platform Based on Stereo Image Pair

一个完整的复杂房屋数据可用如下结构来描

述。
ty pedef struct {

　　int TypeCode;　　　　/ ＊房屋类型码 ＊/

　　int n PntNum; / ＊特征点的个数＊/

　　int n ; / ＊拓扑链数目＊/

　　AllPoint allLayers; / ＊对应所有链 , 其中每

个链是一个 MyPointAr ray 类型的数据＊/

}MyInput;

每个房屋都有一个边界链 ,这一拓扑链由房

屋的边界特征点构成 ,内部特征点如果也能像边

界特征点一样连续采集 ,则称连续内部边拓扑链。

如果是一个孤立的内部点 ,则称为孤立内部点链。

依据本文后面提出的双向搜索算法 ,就可以求得

三维拓扑面信息 ,得到更高一层的拓扑信息(屋顶

结构),这些拓扑信息结合 DTM 和房屋边界链 ,

就可以构造出单个房屋的 3D矢量模型 。当要重

建一个区域的房屋时 ,就涉及到房屋外拓扑的处

理。整个复杂房屋三维拓扑数据模型的逻辑数据

结构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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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复杂房屋三维拓扑数据模型的逻辑数据结构

F ig.3　Logical Data Structure o f 3D Topolo gical

Da ta Model of Complicated Buildings

3　基于三维拓扑数据模型的双向搜
索算法

　　双向搜索算法的流程如图 4 所示 ,首先定义

一个结点数据结构来描述邻接表:
ty pedef struct {

　　MyPoint3D Point;　　　/＊头结点＊/

　　PointTable ＊ ptNode; /＊一个指向动态数组

的指针＊/

}NODE

NODE对应着房屋的一个特征点;ptNode 描述一

个指向跟当前结点有连接关系的所有点的集合。

则房屋重建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更新邻接

表 、完善房屋拓扑关系的过程。在图 4中 , signal1

表示正向搜索能否进行下去的状态量 ,如果 sig-

nal1=1 ,表示正向搜索不能正常进行;如果 sig-

nal1=0 ,表示正向搜索畅通。类似地 , signal2表

示反向搜索能否进行下去的状态量。 edglist 是一

个边组 , input代表一个房屋的数据结构 , list 代表

邻接表 ,begin描述正向搜索的开始 , end 描述反

向搜索的开始(对应着正向搜索的最后一个点)。

begin通常应该小于或等于 end ,否则 ,程序搜索

完毕 ,房屋模型成功建立 。在正向和反向搜索过

程中 ,函数 CreateFace 用来确定哪些点是共面的。

默认的初始边界边和默认的第一个内部点构成默

认基本面 ,并且由这三个顶点确定的法向量为默

认法向量 。房屋的其他顶点和这个默认的边界边

都可以求出一个临时法向量 ,当临时法向量跟默

认法向量间的夹角小于给定的阈值时 ,当前点视

为跟默认基本面共面 ,用类似的循环计算其他点 ,

可求得所有共面的顶点集合 ,然后通过查询邻接

图 4　双向搜索的拓扑算法

Fig.4　3D Topological Alg orithm with

Bi-directional Querying

表就可以得到共面的所有顶点间的连接关系 。通

常情况下 ,面创建好后 ,邻接表要及时更新。当所

有内部边都达到饱和时 ,程序搜索完毕 ,房屋内部

拓扑关系建立 。因此 ,复杂房屋的三维重建问题

可以看作一个如何构建边界顶点和内部顶点间拓

扑关系的拓扑重建问题。该算法的主要实现步骤

如下 。

1)根据本文实现的一体化平台采集的数据 ,

初始化邻接表 ,建立结点间默认的连接关系 。

2)根据当前的连接关系正向搜索 。

3)按照给定的法向量阈值寻找所有属于一

个面上的点 ,查找邻接表并判断所有共面的点能

否连接成封闭的面片。如果连接成功 ,则保存该

面 ,同时更新邻接表 ,进一步判断该面是否是最后

一个面。若是 ,则转到步骤 7);否则转向步骤 2),

进入循环重建下一个面。如果连接不成功 ,则保

存共面的点 ,同时修改搜索状态 ,判断反向搜索能

否进行 。若成功 ,则转向步骤 4);如果反向搜索

也不能正常进行 ,则转向步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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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当前的连接关系反向搜索 。

5)按照给定的法向量阈值寻找所有属于一

个面上的点 ,查找邻接表并判断所有共面的点能

否连接成封闭的面片 。连接成功 ,则保存该面 ,同

时更新邻接表 ,判断是否是最后一个面 。若是 ,则

转到步骤 7);否则转向步骤 4),进入循环重建下

一个面。如果连接不成功 ,则保存共面的点 ,同时

修改搜索状态 ,判断正向搜索能否进行 。若成功 ,

则转向步骤 2);如果正向搜索也不能正常进行 ,

则转向步骤 6)。

6)程序非正常结束 ,重建失败。

7)所有点都达到饱和状态 ,房屋内拓扑建立

完毕 ,三维模型生成 ,程序正常结束 。

如果双向搜索算法成功 ,就建立了所有面上

的点及点间的连接关系 ,按照这种关系实现三维

面的显示即可重建房屋的屋顶结构 ,同时基于边

界链上的每两个相邻的点都可以构成一面墙 ,依

据此特性重建房屋的所有墙面 ,就完成了一个房

屋的三维模型重建。

4　实验与分析

基于本文提出的拓扑模型和双向搜索算法 ,

笔者开发了复杂房屋三维重建的实验平台 ,并将

本文算法同经典概率松弛算法用于复杂房屋的三

维重建进行了比较。

在图 5中 ,笔者给出了两种算法用于实现同

一个复杂房屋三维重建的三维和二维矢量模型的

对比效果 。首先考虑用本文提出的数据获取策略

采用拓扑链来采集特征数据;为了同经典的概率

松弛算法对比 ,又按照内部点随机采集的常用方

法获取了图 5的复杂房屋特征数据 。从图 5(d)

可以看出 ,概率松弛算法对这类复杂房屋是无能

为力的 , 该算法的效果类似于三角网算法;从

图 5(b)也可以看出 ,松弛法没有表达出屋顶的真

实形状 ,仍然需要人工交互编辑来重构房屋的拓

扑关系 ,因此不能实现复杂房屋的自动三维重建。

但用本文提出的算法能实现复杂房屋的自动三维

拓扑重建(如图 5(c)、5(e)所示)。

图 5　含有多条内部边和多个内部点的复杂房屋的两种不同重建算法效果比较

Fig.5　Contrastive Algo rithm Results on Complicated Building with Multiple Interior Edges and Vertexes

　　笔者以一个小区为实验对象(如图 6所示)对

本文的算法作了验证。该小区共有房屋 276个 ,

其中复杂房屋 32个 。按照拓扑链的数据获取方

式 ,对复杂房屋进一步分类为:只有一个孤立内部

点链的房屋 19个;只有一条连续内部边链的房屋

4个;一条连续内部边链加上多个孤立内部点链

的房屋 1个;多条连续内部边链的房屋 1个;一条

内部环链 、多个孤立内部点链的房屋 1个;多个孤

立内部点链的房屋 6个 。实验结果表明 ,图 6中

绝大多数房屋都只需要正向搜索就能完成重建工

作 ,只有 2个房屋涉及到了反向搜索。

本文采用的基于三维拓扑数据模型的三维重

建策略 ,在数据采集时就引入拓扑链的概念 ,对结

构复杂的房屋能自动构建好各点-线-面间的拓扑

关系 ,自动化程度相当高;所有拓扑关系的建立不

依赖人工 ,可以直接从邻接表中自动建立。双向

图 6　从立体影像对重建房屋三维模型
Fig.6　3D Reconstruction of Buildings

from Stereo Image Pair

搜索的阈值可以调节 ,这种算法对测量误差的容

忍度较为灵活 。

5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个复杂房屋三维拓扑重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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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首先引入拓扑链的概念 ,实现对复杂房屋不同

层次几何描述和拓扑抽象基础上的拓扑分析 ,然

后在阐述内拓扑和外拓扑概念的基础上 ,构造了

复杂房屋的三维拓扑数据模型 。从航空立体影像

对获取房屋的特征点信息后 ,基于此模型对复杂

房屋进行了多层拓扑描述 ,并实现了基于拓扑的

双向搜索算法 ,用于重建复杂房屋的三维几何模

型和拓扑结构。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包括复杂

房屋自动重建 、自动提取的算法研究和三维曲面

的重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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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tries to research 3D reconst ruction of complicated building s based on stereo

aerial images.Three important concepts , topological chain , interior topology and ex terior topolo-

gy , are put forw ard.The reconstruction of interior topology and exterio r topology is analy zed ,

and the topological data model of complicated building s is developed.Based on this data model , a

bi-directional querying algori thm is designed to reconstruct surfaces of complicated buildings auto-

ma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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