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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多层轮廓线三维重构问题，研究了真三维复杂轮廓线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引入参考基准面概

念，提出了一种顾及局部平展特性的真三维ＴＩＮ生成算法。该方法在递增生成表面过程中，利用了加权最小

三角化方法，动态建立参考基准面，将三角面片自身形态和局部邻接轮廓点的相对空间关系有机地结合起来，

避免了面片的遮掩重叠和自相交，使得重建表面和原始表面的拓扑差异最小。选取三维地震量测的多层反射

波剖面数据进行了实验，并对不同算法得到的实验结果进行了分析比较，得出实验结论：本文算法快速可靠，

重建出来的三维表面过渡光滑、自然，更接近实际的表面形态。该方法对于石油、地质勘探三维地质构造形态

辅助解译具有现实的应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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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复杂三维表面的优化算法是以优化准则为目

标进行处理的。目前，大致有以下两种处理方法：

① 全局优化方法，依照某种度量对目标进行全局

寻优，如利用有向图寻找最短路径的方法来确定

三角形的连接形式［１，２］；② 局部优化方法，选择轮

廓线上的两个顶点进行连接，然后依照某种局部

度量选择最优的两点进行连接［３］，逐步构造物体

表面。如果层与层间的距离特别小，对应问题可

以通过轮廓线的重合程度来解决。但当距离较大

而重合程度不能得到正确结果时，对应问题就成

为一个不确定性难题了［４］。为了得到不自交的三

维表面，提出了基于动态规划算法（ＢＰＬＩ）的最优

化三角剖分策略［５８］。该方法将不同层轮廓线投

影到狓狔平面上，将不同层轮廓线的相交和相似

部分提取出来分段匹配并剖分，然后采用基于动

态规划法求解其余部分的三角剖分。文献［９］提

出了一种基于角度均分取点并满足面片方向一致

和跨度最小条件的三角形连接方法。

在上述表面重构的方法中，轮廓线分别位于

不同的二维平面内，且平行于狓狔平面。轮廓线

的分割、匹配和分支处理便于投影到狓狔平面来

考虑。在实际应用中（如地球物理勘探三维数据

解译），对来自多层表面非平面轮廓线的三维

ＴＩＮ构建很困难。因为同一条轮廓线在深度方

向的位置波动幅度可能很大，如较大的凹陷和凸

起，相邻层间轮廓线的连接和对应关系也变得更

加复杂。即使将轮廓线投影到二维平面，同一条

轮廓线自身也往往会产生大量的重叠和交叉现

象。现有的经典方法难以进行对应和匹配，而且

得到的结果往往与实际情况的拓扑差异较大。与

上述各种基于多组二维平面轮廓线的三维重构方

法不同的是，本文研究了一种真三维复杂轮廓线

重构算法。本文方法是一种局部最优的方法，每

次从轮廓线上的两个候选顶点中选择并进行连

接；然后依照当前生成的三角形和候选轮廓线节

点建立局部参考基准面，度量选择最优的点构造

新三角形，逐步生成覆盖相邻轮廓线的表面。

１　顾及局部平展特性的真三维犜犐犖

生成算法

　　首先将数据经过预处理（包括重点剔除、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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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相交处理、是否闭合）；然后寻找初始连接边，在

递增生成表面过程中，利用加权最小三角化方法

和动态建立的参考基准面，依照三角面片自身形

态以及与局部邻接轮廓节点在轮廓线走向的相对

空间关系选取最优点构造新三角形，并同步更新

拓扑邻接关系。当完成两相邻轮廓的构网后释放

辅助拓扑邻接边界列表内存，然后继续进行下两

条邻接轮廓线的拼接。算法的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真三维ＴＩＮ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ｒｕｅ３ＤＴＩＮ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１．１　初始边连接

首先要找到一条连接（狕犽，狕犽－１）的初始边。

然后按照以下的步骤进行相邻剖面线间初始三角

形构造。

１）在狕犽－１中任意选择一个点犘作为初始连

接边的起点。

２）在狕犽 中找到与犘 点空间距离最近的一点

犙 作为初始连接边的终点。

３）分别以犘、犙的前驱节点犚 和犔 作为第三

顶点，得到两个三角形△犘犙犚 和△犘犙犔。犖 表

示三角形的法向量，如果犖犘犙犚×犖犘犙犔＞０，转到步

骤５）；如果犖犘犙犚×犖犘犙犔≤０，转到步骤４）。

４）以犙的前驱（或者后继）节点替换犙，转到

步骤３）。

５）选取△犘犙犚和△犘犙犔中的面积最小者作

为初始三角形，并将初始三角形三边的拓扑信息

保存到边界列表。

１．２　新顶点搜索

如图２所示，（狕犽，狕犽－１）是一对相邻轮廓线。

新顶点搜索的主要思想是，从（狕犽，狕犽－１）的初始三

角形开始，以三角形向前扩张的方式完成每对轮

廓线（狕犽，狕犽－１）的联网。假设△犙犼－２犘犻－１犙犼－１是当

前生成的三角形，犘犻－１的后继节点犘犻和犙犼－１的后

继节点犙犼将是新三角形的候选点，谁将入选一方

面取决于犘犻、犙犼相对于当前三角形△犙犼－２犘犻－１

犙犼－１的加权三角化值；另一方面取决于新三角形

和局部邻接面片间的相对空间关系。以候选点

犘犻为例，相对于邻接三角形加权三角化值为：

犠（犘犻）＝犽（犘犻－１，犙犼－１）狘犘犻－１犙犼－１狘
２
＋犽（犘犻－１，

犘犻）狘犘犻－１犘犻狘
２
＋犽（犙犼－１，犘犻）狘犙犼－１犘犻狘

２ （１）

犽（犘犻－１，犙犼－１）＝ （狘犘犻－１犙犼－２狘
２
＋狘犙犼－１犙犼－２狘

２
－

狘犘犻－１犙犼－１狘
２）／犃（犘犻－１犙犼－１犙犼－２）＋（狘犘犻－１犘犻狘

２

＋狘犙犼－１犘犻狘
２
－狘犘犻－１犙犼－１狘

２）／犃（犘犻－１犙犼－１犘犻）（２）

犽（犘犻－１，犘犻）＝犽（犙犼－１，犘犻）＝２×（狘犘犻－１犘犻狘
２
＋

狘犙犼－１犘犻狘
２
－狘犘犻－１犙犼－１狘

２）／犃（犘犻－１犙犼－１犘犻）（３）

式中，犠 为加权三角化值；犽为边长面积比系数；

犃为三角形的面积。

图２　新顶点选取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ＮｅｗＶｅｒｔｅｘ

基于局平特性的三角形顶点优选准则如下。

１）候选点犘犻、犙犼位于当前弦边参考基准面犚

的同侧（正向）。

设θ犻、θ犼分别是△犙犼－１犘犻－１犘犻和△犙犼－１犘犻－１犙犼

与当前三角形所夹二面角。如果｜θ犻－θ犼｜≤ε，检

验加权三角化值最大的候选点，取该候选点的犽

个后继节点，如果这犽个节点均在过△犙犼－１犘犻－１

犙犼两边犘犻犙犼和犙犼犙犼－１的两个参考基准面正向，则

加权三角化值最小的候选点优先。犽个节点中，

只要有一个节点在两参考基准面的负向，则加权

三角化值最大的候选点优先；反之，如果｜θ犻－θ犼｜

＞ε，｜θ－π｜绝对值小者优先。

２）候选点犘犻、犙犼位于当前弦边参考基准面犚

的异侧。

若犘犻、犙犼两点分别位于参考基准面犚 的异

侧，检查 犚 负侧的候选点相对于犚 的空间偏移

量。候选点到当前边犲的空间距离犱１，到自身的

两后继节点所在直线的距离为犱２，该候选点的后

继的后继节点到犲的距离为δ，λ为偏移量系数。

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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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参考基准面犚负侧的候选点空间偏移量满足

式（４），则参考基准面犚负侧的候选点优先选取。

犱１ ≤λδ

犱２ ≤λ犲，λ∈ （０，１
｛ ）

（４）

　　如果位于犚负侧的候选点不满足式（４），则

位于犚正向的候选点优先。假设犙犼在参考基准

面犚 的负向，则犘犻优先，并将犘犻的后继节点犘犻＋１

作为当前候选点。

３）候选点犘犻、犙犼位于当前弦边参考基准面犚

的同侧（负向）。

比较两候选点的加权三角化值，值小者优先

选取。

１．３　新三角面片构造

三角面片的三个顶点按照存储顺序依次为

狏０、狏１、狏２，与法向的关系符合右手定则。为保持

法向的一致性，当前边犲的起点作为新三角形的

第二顶点狏１，当前边犲的终点作为新三角形的第

一顶点狏０，符合三角形优选准则的候选节点作为

第三顶点狏２。根据选取的第三顶点狏２和新三角

形的对应边，同步更新当前三角形的邻接拓扑关

系，然后新构造的三角形即成为当前三角形。如

图３所示，如果犘犻入选，首先绑定当前三角形和

新三角形犘犻－１犙犼－１边的邻接拓扑关系，并在对应

的临时边界列表中保存新三角形△犙犼－１犘犻－１犘犻边

犘犻－１犘犻的拓扑信息，然后将新三角形△犙犼－１犘犻－１

犘犻作为当前三角形，犘犻犙犼－１作为当前边，算法转入

下一次递归过程。同理，如果犙犼入选，新三角面

片的构造及其拓扑关系的更新过程类似。

２　实验结果及分析

取三维地震量测所得的反射波数据，由水平

方向的犡、犢 和深度方向的犣 构成。由于同一条

轮廓线上的点并非来自一个平面，波峰波谷点犣

值差异较大并在三维空间中呈锯齿状分布。在微

机平台上利用ＶＣ＋＋语言实现了本文的多层复杂

轮廓线的三维ＴＩＮ算法，其中每层取点１８９个，

这样共有１８９×２×２＝７５６个小三角形面片。其

中参数取值ε＝π／６，犽＝３～５，λ＝０．２。图３（ａ）为

所用剖面线图，图３（ｂ）、图３（ｃ）为采用传统算法

的重构结果，图３（ｄ）、图３（ｅ）为采用本文提出的

优选准则的重构结果。通过实验结果对比，本文

算法能够合理地匹配连接相邻轮廓线的弦线段，

三角网格的形状和尺寸也较好。即使在数据密集

的区域，无交互折叠的面片，重建表面的视觉效果

也与实际情况吻合。

图３　实验结果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复杂轮廓线的真三维 ＴＩＮ

表面重构算法，分析了轮廓线的空间分布特征和

形状特点，根据当前三角形和后继节点动态生成

参照基准面，考虑了局部邻域轮廓线的相对空间

关系。重建出来的三维表面过渡更光滑、自然，更

接近实际的表面形态。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重

建的三维表面细部清楚，能够逼真描述相邻轮廓

线之间的表面形态。本算法在石油、地质勘探领

域具有现实的应用意义，并可推广到其他学科领

域。该方法应用于三维地震量测的多层剖面数据

构网，为油气勘探工作者提供了便捷的三维地质

构造形态解译手段。下一步将考虑具有分支结构

的轮廓线的三维重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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