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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ＣＤＴＩＮ中约束线的多态性，提出了利用虚点描述约束线交叉的情况，并用虚点影响域重构算法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ｏｍａｉｎｒｅ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ｆｏｒｖｉｒｔｕａｌｐｏｉｎｔ，ＩＤＲＶＰ）来解决ＣＤＴＩＮ约束线删除操作中的约束线交叉

问题，确保了ＣＤＴＩＮ的拓扑完备性，并对算法进行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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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剖分（ＤＴ）和约束Ｄｅｌａｕ

ｎａｙ三角剖分（ＣＤＴ）分别形成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

网（ＤＴＩＮ）和约束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ＣＤＴＩＮ），

是一种表面建模工具，在有限元剖分、ＧＩＳ、公路

ＣＡＤ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１～６］。

一般地，ＤＴＩＮ和ＣＤＴＩＮ的构建算法主要

用于向ＤＴＩＮ或者ＣＤＴＩＮ中插入点和约束线

的操作［７～９］。对于点的删除操作，文献［２，４，７，９

～１１］虽然有所涉及，但都是针对ＤＴＩＮ或者规

则三角剖分（ＲＴＩＮ）进行点删除的研究，没有论

及约束线的动态删除。笔者曾在ＤＴＩＮ点删除

算法———凸耳消元法（Ｅａ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ＥＥ）的基

础上，对其进行了改进，提出了一体化凸耳消元

法，并应用于ＣＤＴＩＮ中进行约束点与非约束点

的删除操作［１２］。

本文针对约束线构成的多态性，提出利用虚

点表示ＣＤＴＩＮ中任意两条约束线的交点，并用

虚点影响域重构算法来解决ＣＤＴＩＮ中约束线的

动态删除问题。

１　犆犇犜犐犖及其约束线的多态性

ＣＤＴＩＮ是考虑了约束条件的最接近ＤＴＩＮ

的三角剖分，是满足约束空圆属性［６］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

三角剖分［１３］。当ＣＤＴＩＮ内没有约束线存在时，

ＣＤＴＩＮ退化为ＤＴＩＮ。在ＣＤＴＩＮ中的约束线

段必须满足可视性。

在ＧＩＳ、计算几何等应用中，ＣＤＴＩＮ的约束

线可以是线段、折线或闭合多边形。也就是说，任

一约束线可以是由一条或者多条约束线段组成，

且约束线之间可以存在相交和自相交的情况。约

束线的这种多形状、互交叉的性质，称为约束线的

多态性。显然，约束线的多态性使得在ＣＤＴＩＮ

的构建过程中由于约束线的相交，导致原来的约

束空圆属性不再满足。为此，本文提出利用虚点

来描述约束线的交点。

２　虚点的插入

２．１　虚点

虚点是指当任意两条约束线段相交时，其交

点作为一个新点插入两条相交约束线段内，辅助

构建ＣＤＴＩＮ。在数据的属性上，虚点与约束线

的端点有所不同，它仅仅是一个插值点，是该约束

线的内点；当删除该约束线时，虚点也随之删除。

约束的折线和闭合多边形是由若干首尾相连

的约束线段组成的，当这些约束线段相交时，其交

点同样作为虚点插入约束线中，插入采用影响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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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算法。

２．２　影响域重构算法

影响域重构算法是文献［１４］提出的一种约束

线段插入的算法，由于该算法未考虑约束线的多

态性，不能解决约束线交叉的问题。笔者对其进

行了改进，实现了存在约束线交叉情况的约束线

插入操作。

设狆１、狆２是约束线段狆１狆２（狆１，狆２∈犞）的两

个结点，向ＣＤＴＩＮ中插入约束线段狆１狆２的步骤

如下。

１）约束线段狆１狆２插入ＣＤＴＩＮ中，搜索所有

被狆１狆２切割的三角形边犲犻。若犲犻为约束边，则对

该边作约束标记，其交点作为虚点插入到约束边

狆１狆２中。

２）删去被约束线狆１狆２切割的非约束的三角

形边犲犻，从而形成一个未经三角剖分的多边形，称

为约束线段狆１狆２的影响域。该影响域内包括与

狆１狆２交叉的几条约束线段。

３）约束线段狆１狆２以及与狆１狆２相交的约束线

犆犻（犻＝０，１，…，狀，为约束线的条数）将影响域分割

为（犞犝犻，犞犇犻）（犻＝１，…，狀＋１）几部分，分别对各部

分作约束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剖分，并保证狆１狆２及与

其交叉的约束线段的可视性，使得到的ＣＤＴＩＮ

满足约束空圆属性。

如图１所示，约束线段狆１狆２插入虚点狏１和狏２

后，约束线段狆３狆４、狆５狆６与狆１狆２相交，交点狏１、狏２

作为虚点插入狆１狆２，则狆１狆２由３条约束线段

狆１狏１、狏１狏２、狏２狆２组成（图１（ｂ））；搜索所有与狆１狆２

切割的三角形，构成狆１狆２的一个影响域多边形；

狆１狆２ 以及狆３狆４、狆５狆６将影响域分为６部分（犞犝犻，

犞犇犻）（犻＝３），分别对这６部分作三角剖分，并满足

约束线段狆１狏１、狏１狏２、狏２狆２以及狆３狏１、狏１狆４、狆５狏２、

狏２狆６的可视性和三角形的约束空圆属性（图

１（ｃ））。

图１　虚点的插入及三角剖分

Ｆｉｇ．１　Ｉｎｓｅｒｔ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ｏｆＶｉｒｔｕａｌＰｏｉｎｔ

　　对约束线影响域的三角剖分采用递归方法计

算［１４］。如图２所示，为保证剖分后必有一个三角

形的一条边是约束边狆１狆２，首先在影响多边形上

找到一个结点，如犞犝中找到一结点狆′０，与点狆１、

狆２构成一个新的三角形 犜（狆１，狆２，狆′０），使得

犜（狆１，狆２，狆′０）的外接圆内不包含犞犝中的其他

点，即满足约束空圆属性；插入犜（狆１，狆２，狆′０）

后，又可以得到两个子域犉犈（狆１，狆′１，…，狆′０）和

犉犝（狆′０，狆′犻，…，狆２），对犉犈、犉犝再作如上三角剖

分，如此递归，直到影响多边形被全部三角化。

３　约束线的删除

　　约束线删除算法是插入算法的逆运算。由于

引入了虚点，删除约束线时，不仅要求使重构后的

ＣＤＴＩＮ符合约束空圆属性，还要删除虚点，但保

留与被删除的约束线相交的约束线，从而保证

ＣＤＴＩＮ图的拓扑完备性。为此，本文将被删除

的约束线分为有虚点和无虚点两类进行分析。

图２　影响域的重构

Ｆｉｇ．２　Ｒｅ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ｏｍａｉｎ

当约束线上无虚点存在，即约束线不相交时，

利用约束点删除算法［１２］逐个地删除每个约束点，

最终删除约束线；当约束线上存在虚点时，则用

ＩＤＲＶＰ算法来解决。

３．１　犐犇犚犞犘算法

有虚点的约束线删除由于在虚点处存在两条

约束线，当删除其中一条时，另一条约束线必须保

留，而虚点被删除。如图３所示，删除约束线

狆１狆２时，约束线狆′１狆′２、狆′３狆′４不能被删除。

ＩＤＲＶＰ算法的基本原理为：搜索以虚点为顶

点的所有三角形的外边组成的多边形，称之为虚

点影响域，以保留的约束线为边界将虚点影响域

分为左右两部分，分别对左域和右域采用影响域

３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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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算法进行约束三角剖分，最后删除虚点。

以图３为例，设狆１狆２是将被删除的约束线，

狏１、狏２是约束边狆′１狆′２、狆′３狆′４与狆１狆２的交点，作为虚

点插入约束线狆１狆２中，则狆１狆２是由狆１狏１、狏１狏２、

狏２狆２三条约束线段组成。若删除狆１狆２，则狏１、狏２

两个虚点要同时被删除，但狆′１狆′２、狆′３狆′４仍然保留

约束线的可视性：① 采用约束点删除算法删除约

束点狆１、狆２，约束线段狆１狏１、狏２狆２同时被删除

（图３（ｂ））；② 搜索虚点狏１的影响域，狆′１狆′２将该影

响域分为左右两侧（图３（ｂ）），以狆′１狆′２为约束线，

利用影响域重构算法分别对两侧进行三角剖分，

并删除虚点狏１；③ 按同样的方法删除虚点狏２，从

而删除线段狏１狏２，得到删除约束线的 ＣＤＴＩＮ

（图３（ｃ））。

图３　有虚点的约束线删除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ＥｄｇｅｓＤｅｌｅｔｉｎｇｏｆＶｉｒｔｕａｌＰｏｉｎｔ

３．２　算法实现

以图４为例说明ＩＤＲＶＰ算法的步骤如下。

１）搜索约束线狆１狆２…狆５的各个线段犲犻，并将

每个结点狆犻（犻＝０，１，…，５）以及其他约束线与狆１

狆２…狆５的交点（即虚点）狆′犼（犼＝１，２，…，犿）标志为

删除的点，分别存入两个点链表中；

２）从结点链表中取出每个结点，用约束点删

除算法逐个删除结点狆犻（犻＝０，１，…，狀）；

３）从虚点链表中取出每个虚点，用虚点影响

域重构算法逐个删除虚点狆′犼（犼＝０，１，…，犿）。

图４　约束多边形的删除

Ｆｉｇ．４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Ｐｏｌｙｇｏｎ

４　应用举例

根据以上算法，笔者利用 ＶＣ＋＋６．０开发了

实验系统，并用实验数据对算法进行了检验。如

图５所示，利用不同形状的约束线，包括折线、三

角形、多边形、线段等，且约束线存在相交和自相

交，进行了ＣＤＴＩＮ动态构建的测试。验证了用

虚点表示约束线的相交，用影响域重构算法构建

具有多态性的ＣＤＴＩＮ的正确性。

图５　不同形状的约束线构建的ＣＤＴＩＮ

Ｆｉｇ．５　ＡＣＤＴＩ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Ｋｉｎｄｓ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Ｅｄｇｅｓ

另外，笔者将该算法应用于三维地形和地表

建筑模型的无缝集成过程中。三维地形用 ＴＩＮ

进行表达，利用约束多边形的插入算法将地表建

筑作为一种约束动态地加入地形表面，构成ＣＤ

ＴＩＮ，从而无缝地将建筑物和地形综合到一起。

同样也可以利用约束多边形的删除算法———

ＩＤＲＶＰ实现约束多边形的删除，从而按要求将建

筑物删除（图６）。

５　结　语

ＣＤＴＩＮ约束线的删除算法是ＣＤＴＩＮ动态

更新的重要内容。将该算法应用于三维 ＧＩＳ中

基于ＤＥＭ的城市建筑动态构建过程中，可以实

现在ＤＥＭ上任意添加和删除建筑物。这对于城

市规划、城市景观设计以及三维数字城市的表达

具有实际意义。

４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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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ＣＤＴＩＮ在三维建筑物和地形

模型综合中的应用

Ｆｉｇ．６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ＤＴＩＮｉｎ３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ｒｒａｉｎ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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