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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可见性预处理的地形模型视相关简化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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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可见性预处理的点删除简化算法。该算法针对海量地形数据，首先建立了高效的空

间索引系统，利用这一索引系统快速完成了视锥截取、背面剔除和隐藏面消除等可见性测试，再对预处理后的

网格模型依据顶点曲率大小进行点删除简化。实验表明，采用可见性预处理可大大提高绘制速度，并且绘制

帧速率基本独立于模型的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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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多年的研究，国内外已经提出了多种模

型简化方法［１～７］。在众多的简化算法中，累进网

格技术可以生成细节层次连续的网格简化模型，

而且较易考虑视相关准则，因此成为当前较流行

的模型简化方法。但该方法需要预先为整个场景

生成一棵简化操作顶点树，用于记录大量与简化

操作相关的正向和逆向信息，对于具有海量数据

的地形场景，这将耗费巨大的内存，且简化操作的

计算量受原始模型复杂度的影响较大。因此，本

文选择具有较高执行效率的顶点删除简化算法。

１　点删除简化算法的基本原理

顶点删除简化算法是一种几何去除算法，它

是在候选的顶点序列中，依据某种去除条件依次

取出误差代价最小的顶点，将其删除，然后对移去

顶点产生的空洞进行局部三角剖分。重复上述过

程，直到满足某些终止条件。关于去除条件的选

择，文献［１］采用了顶点到平均平面的距离，若该

距离小于阈值，则删除该顶点，通过调整距离阈值

的大小可以生成不同细节层次的简化网格，即

ＬＯＤ模型。

由于顶点曲率值能代表顶点几何位置的重要

性，本文采用了以顶点曲率作为去除条件的办法，

依据顶点曲率大小确定出顶点删除操作的优先

级。曲率的计算与顶点的法向锥半角θ有关。θ

值越大，说明顶点周围地形变化越大，顶点处曲率

越大；θ值越小，说明顶点周围地形越平坦，顶点

处曲率越小。为方便计算，实际计算值取为ｃｏｓθ。

如图１所示。

图１　顶点曲率计算

Ｆｉｇ．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Ｖｅｒｔｅｘ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删除顶点后的局部三角剖分可采用约束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剖分算法
［８］。可见，若原三角网满

足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准则，经过点删除后的简化网格依然

能保持这一特性。

经测试，上述方法对于复杂程度不高的单个

模型能起到较好的简化作用，但对于具有海量数

据的大规模地形场景漫游，若不加任何处理，直接

采用上述算法，由于简化准则中仅考虑了地形特

征（曲率），则不仅计算量大，而且简化效果也不理

想，难以满足实时绘制的需要。为此，本文提出了

先应用视相关准则进行可见性预处理，再对预处

理后的网格进行二次简化的方法。为了快速完成

预处理，笔者针对海量数据建立了高效的网格

点三角形的空间对象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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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空间对象索引

空间对象索引是依据空间对象所在的位置及

分布特征，按一定顺序编排的数据结构，该结构中

包含有空间对象的标识和定位该对象的内容信

息。而空间对象检索则是依据所设计的空间对象

索引在数据库中找出符合条件的一种数据操作。

空间对象检索方式很多，对地形模型的简化而言，

主要是空间位置信息的查找，如快速查找共享某

个顶点的三角形集合，包含给定点的三角形等。

为此，笔者建立了网格散点三角形的索引机制，

原理如下。

１）为地形点建立网格索引

设点集犞 中有犖 个离散点，对犞 进行多级

网格划分，使得叶子网格中的点不大于阈值

ｌｏｇ２犖，网格的宽度逐级减小，如图２所示。多级

自适应网格划分点集的优点在于：嵌套深度浅，耗

费空间小，点集划分速度快，时间复杂度为０

（犖），便于点及三角网的管理等。

本文采用多叉树的数据结构模拟多级自适应

网格，经过多级自适应网格划分点集后，数据点已

被离散到各个叶子网格中，并且由叶子网格将这

些数据点管理起来。每一叶子网格中记录了第一

个落入该网格中的数据点号，而其余落在该网格

的数据点通过点结构中的“ＮｅｘｔＰｔＮｏ”指针以链

表方式连接。

图２　多级网格自适应划分

Ｆｉｇ．２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Ｓｅｌｆ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Ｇｒｉｄｓ

２）为三角形建立点索引

在将地形点投入相应网格，建立网格索引的

同时，每个数据点通过点结构中的三角形指针分

别记录一个以该点为顶点的三角形，这些记录在

逐点删除的过程中，随着网形的变化会动态更新。

通过这一索引系统，可建立起网格散点三

角形之间的空间映射关系，如图３所示。借助这

种映射，可方便快捷地检索出给定点附近的顶点

集及三角形集合等拓扑信息，为快速完成可见性

预处理奠定了基础。

图３　网格散点三角形空间索引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ｃ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ＧｒｉｄＶｅｒｔｅｘ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３　算法描述

算法包括可见性预处理和基于曲率的点删除

简化两部分。

３．１　可见性预处理

可见性预处理是依据视锥准则、背面剔除准

则和屏幕投影误差准则，从原始网格模型中快速

搜索出当前的视相关网格和点集，从而大幅度减

少后续的简化计算量。

３．１．１　视锥截取

地形三维场景虽然具有较高的复杂度，但在

视点给定的情况下，人的视域范围是有限的，因

此，有必要先依据视见体的大小从原始点集中挑

选出与当前视点相关的结点，本文将其称为活动

结点，后续的计算及简化操作只针对活动结点进

行，这将显著减少模型简化的计算量。

视见体是一个由６个面组成的锥体，６个面

的方程可根据给定的视点坐标和视锥张角求出。

根据给定点与视见体的关系，可以将其划分为三

类：可见点、部分可见点和不可见点。

７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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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划分易知，需要参与后续简化计算

的点包括可见点和部分可见点，它们构成了活动

结点集合。精确计算出活动结点集，需要逐点判

断其与视见体的关系，计算量颇大。本文研究了

一种快速查找算法，无需遍历整个原始点集或三

角形集，可快速完成活动结点的查找操作。步骤

如下：① 将视见体投影到狓狔平面上得△犜；② 在

原始网格中找出△犜三边切割的所有三角形，并

将它们的属性赋为边界三角形；③ 利用网格散

点三角形的索引机制，快速定位包含△犜的重心

的三角形△犛；④ 以△犛为初始三角形，根据其记

录的邻接三角形信息迅速向外扩展，直到边界三

角形。如此，可查找出位于视见体内及其与视见

体边界相交的所有三角形集合，本文称之为活动

三角形集合，其中所有三角形的顶点构成了活动

结点集合犘。

３．１．２　背面剔除

活动三角形集合中的三角形相当一部分对于

观察者来说是不可见的，因为被其他的三角形面

遮挡住了，应以尽可能粗的分辨率显示。对于顶

点狏∈犘，若它关联的法向锥是背向的，则对顶点

狏进行删除。如图４所示，给出标准化点法向量

狀狏，法向锥半角θ，视点犲到狏的矢量
→
犲狏以及狀狏 与

→
犲狏的夹角α，如果

α＜９０－θｃｏｓα＞ｃｏｓ（９０－θ）ｃｏｓα＞ｓｉｎθ

成立，则法向锥是背离观察者的，该点应删除。式

中，ｃｏｓα＝狀狏·（
→
犲狏）｜

→
犲狏｜。

图４　背离面简化准则

Ｆｉｇ．４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ｏｆＣｕｌｌｆａｃｅ

３．１．３　屏幕投影误差

当三角形面离视点很远时，在屏幕内的投影

区域很小。为提高渲染效率，网格简化可以移去

相对于给定阈值τ在屏幕上足够小的三角形，这

样处理对视觉效果没有影响。可以利用结点狏的

包围球半径狉、法向锥半角θ和顶点标准法向量

狀狏 来计算影响域在屏幕上的可见区域，其中，狉

为与顶点狏关联的一系列边中的最大边长，如图

５所示，包围球投影到距视点为犱的视平面上的

投影面积限制在ｃｏｓ（α－θ）π狉
２犱２｜

→
犲狏｜

２ 范围内。

图５　屏幕投影误差准则

Ｆｉｇ．５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ｏｆＳｃｒｅｅｎｓｐａｃ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由该式计算投影面积要计算α的确切值，耗费时

间。为节省时间，通过ｃｏｓ（α－θ）≤ｃｏｓα＋ｓｉｎθ，对

于α≤９０°，α≥θ，则投影面积限制在式（１）范围内：

（ｃｏｓα＋ｓｉｎθ）π狉
２犱２狘

→
犲狏狘

２ （１）

对于α＜θ，令ｃｏｓα＋ｓｉｎθ＝１，若式（１）的计算值小

于给定的阈值τ时，则对应的结点狏可以删除。

３．２　基于曲率的简化网格的生成

对于经可见性预处理后的网格，本文采用了

基于曲率的局部删除顶点简化算法。步骤如下：

① 针对网格中的每一个顶点计算曲率；②根据曲

率大小对所有顶点从小到大排序，存储在一个顶

点队列中；③在顶点队列中，删除一个曲率最小的

顶点，并对删除后留下的“空洞”重新三角化；④对

该点的星形邻域上的各顶点重新计算曲率，并根

据新的计算结果调整其在顶点队列中的排序，以

保证误差值的递增排序；⑤返回步骤③，直到满足

给定的三角形数量。

４　应用

根据上述算法原理，用ＶＣ＋＋６．０和ＯｐｅｎＧＬ

开发了地形实时动态显示系统，用户可以在该系

统中通过改变视点、视线方向、视见体以及屏幕投

影误差来观察模型，系统还提供了记录观察路径

和按指定路径漫游的功能。图６为某实际地形漫

游时截取的画面，原始网格共有２２５４１６个三角

形，经本文算法简化后，在普通微机上可以实现交

互式的动态实时漫游。实验环境为Ｐ４２．６Ｇ微

机，２５６ＭＢ内存，ＧｅＦｏｒｃｅ１２８Ｍ 显示卡，８０Ｇ

硬盘，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操作系统。

　　表１列出了分别采用三种方法（不使用简化、

未加可见性预处理的点删除简化和加可见性预处

理的点删除简化）沿固定路径漫游后对绘制帧速

率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如果不对模型进行预

处理简化，而直接使用点删除简化算法，那么绘制

速度的提高是有限的。加上预处理简化后，绘制

速度大大提高了，完全可以满足实时绘制的需要，

并且绘制帧速率基本独立于场景的复杂度。

８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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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地形实时动态显示

Ｆｉｇ．６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ｏｆａ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ｏｆＴｅｒｒａｉｎＳｃｅｎｅ

表１　绘制帧速率

Ｔａｂ．１　Ｆｒａｍ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三角形

总数／个

漫游帧

数／帧

不使用简化

的帧速率

／帧·ｓ－１

未使用预处

理简化的帧

速率／帧·ｓ－１

使用预处理简

化的帧速率

／帧·ｓ－１

９７５０３ ６７２ ０．８３ ８．８１ ２２．４２

１８８０５９ ４２８ ０．３６ ５．６３ ２１．１４

８９２４１５ ３１３ ０．０８ ３．４１ ２１．１１

１７７４７３７ １６２ ０．０２ １．０３ ２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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