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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借鉴游戏中的方法，提出了基于ＣｅｌｌＰｏｒｔａｌ的室内模型管理与调度策略，从而实现了数码城市ＧＩＳ室

内、外场景的一体调度策略和场景管理。试验证明，该方法不会增加数据生产中的工作量，适应数码城市ＧＩＳ

深入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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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码城市ＧＩＳ以三维形式显示数据，包括三

维城市模型（３Ｄ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ｓ）以及真实地表表

达［１］。地表（ＤＥＭ和ＤＯＭ）都是栅格数据，而三

维城市模型主要是指城市地区地形表面以上和以

下一定范围内的空间地物，其中大多数对象都是

人造物体，例如建筑物、街道、道路、桥梁、管线等。

在诸多三维城市模型中，建筑物已成为三维城市

模型中重要的要素。近年来，对建筑物三维结构

的需求明显增长，而建筑物区别于其他地物的最

显著的特征是可以包含室内模型。只有结合各种

建筑物室内场景应用的数码城市才可称得上是一

个完整的应用体系，这样的应用也才更富生命力，

从室外进入室内是数码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必

然［２］。然而，目前大部分三维ＧＩＳ软件虽能较好

地管理和调度ＤＥＭ和ＤＯＭ，而对于三维城市模

型特别是室内场景却无能为力。研究室内场景的

管理与调度方法也正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

１　场景管理

三维场景的实时漫游要求程序在运行时能达

到３０ｆｐｓ（ｆｒａｍｅｓｐｅｒｓｅｃｏｎｄ）以上的帧率，因此，

面对大量的三维面片数据，必然要采用一定的策

略对其进行管理，三维场景管理就是为解决这一

目的而产生的。然而，ＧＩＳ中强调地物类、地物的

概念，并需要进行属性查询并扩展分析功能，而游

戏和仿真更侧重于可视化效果，对数据组织并无

特殊要求。因此，数码城市ＧＩＳ中的场景管理更

为复杂，但是局部还是可以从其他方面借鉴，其中

就包括场景管理。

目前，基于数据分页的动态装载策略已经能

比较好地解决 ＤＥＭ、ＤＯＭ 以及室外模型的调

度。但这种方法在对三维城市室内模型数据调度

的时候，则碰到了一定的困难。如果不考虑犣方

向上的调度，在一个数据页内，数据量会相当大，

极有可能也是“海量”的。

显然，室内场景有别于室外，其具体表现在：

一个视景体内可能有很多房间，而每个房间内有

大量精细的物体，通常情况下，用户真正能看到的

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因此，需要进行视域裁切。

但在数码城市ＧＩＳ中，视域裁切算法必须同实际

的数据生产相结合，否则会加大数据生产的工作

量，这是其和游戏的根本区别。因为游戏虽然也

涉及到数据生产，但其场景较少，一旦建立，就基

本上不用改动，而且游戏数据的建立者通常是专

业人员，而数码城市中的数据生产却是经常的，面

对的用户群往往是非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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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基于犆犲犾犾犘狅狉狋犪犾的室内模型管理

与调度方法

　　本文借鉴大量３Ｄ引擎中的技术，笔者引入

了Ｃｅｌｌ和Ｐｏｒｔａｌ
［３］的概念，提出了一种基于ＢＳＰ

树和Ｐｏｒｔａｌ的方法。其主要思想是：一个Ｃｅｌｌ（也

有人称之为Ｒｏｏｍ、Ｒｅｇｉｏｎ、Ｓｅｃｔｏｒ等）就是一个

相对封闭的空间，比如一个房间，Ｃｅｌｌ和Ｃｅｌｌ之

间通过Ｐｏｒｔａｌ（如门窗）相连接。因此，如果视点

处于一个Ｃｅｌｌ当中，就只能看见这个Ｃｅｌｌ中的物

体。如果你能够看到其他Ｃｅｌｌ中的物体，那么你

一定是通过Ｐｏｒｔａｌ看到的。显然，室内场景可以

描述为通过Ｐｏｒｔａｌ连接到一起的Ｃｅｌｌ，其中一个

Ｃｅｌｌ是多边形的凸集。ＣｅｌｌＰｏｒｔａｌ技术的优势在

Ｑｕａｋｅ等游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Ｐｏｒｔａｌ技术的基本思想是当你从视点的位置

绘制视图体中的场景的时候，如果碰到Ｐｏｒｔａｌ多

边形，那么Ｐｏｒｔａｌ将裁减视图体。图１是一个视

图体被裁减的过程。图１中，视点位置是犞，最初

的视图体是犉１。当犉１ 碰到Ｐｏｒｔａｌ多边形犘１，它

被裁减为犉２，碰到犘３ 则被裁减为犉３ 和犉４，碰到

犘４ 被犘４ 裁减为犉５ 和犉６
［４］。

图１　基于Ｐｏｒｔａｌ的视图体裁减

Ｆｉｇ．１　ＶｉｅｗＦｒｕｓｔｕｍＣｌｉｐｐ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ｏｒｔａｌ

ＢＳＰ树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就开始应用于游

戏领域。最早使用这个技术的游戏就是Ｄｏｏｍ。

此后，它被广泛应用于３Ｄ可视化引擎中，如目前

比较著名的开源引擎ｏｇｒｅ等。

单独的ＢＳＰ树并非表达场景的合适的数据

结构，如果用来搜索，ＢＳＰ是比较好的，但如果用

来渲染，则ＢＳＰ树并不适合于大的场景
［３］，这是

因为，ＢＳＰ树的渲染需要判断场景中的所有多边

形。但是 ＢＳＰ树结构能够提供一种自动建立

Ｐｏｒｔａｌ的方法。

总体思想是每个Ｐｏｒｔａｌ必须和分类多边形定

义的平面一致。在每个平面上建立一个Ｐｏｒｔａｌ多

边形，Ｐｏｒｔａｌ多边形初始化为一个四边形，并且其

大小超过了它所在节点的包围盒。然后，沿每个通

道多边形下推到这个节点的子树。当一个通道多

边形通过其子树的一个节点时，则利用节点分类的

多边形定义的平面来剪切它，如果这个节点是一个

叶节点，它也会被节点内的多边形剪切。如果一个

多边形被裁减，那么两个结果部分从树的顶部传下

来。当一个通道多边形不需要任何裁减，那么它被

传到当前访问节点的子树。这意味着，如果它在平

面的正面，它将被传到右子树，如果在反面将被传

到左子树。但是如果它和分类多边形定义的平面

一致，那么将会同时传到这两个子树［４］。

以图２中的房间为例，按照上述的思路，具体

实现方法如下。

１）在分类多边形上建立初始Ｐｏｒｔａｌ。在分

类多边形 犆犇 上建立初始 Ｐｏｒｔａｌ：犘１、犘２（如

图３）。其他分类多边形也类似。

２）用ＢＳＰ树中的所有分类多边形对所有Ｐｏｒ

ｔａｌ进行切分，产生一系列新的Ｐｏｒｔａｌ。如图３，此

ＢＳＰ树种的分类多边形有犇犈、犇犆、犐犑、犐犎。Ｐｏｒｔａｌ

多边形犘１、犘２ 被分类多边形犇犈、犐犎 切分为３个

新的Ｐｏｒｔａｌ多边形犘１、犇，犇、犘３ 和犘３、犘２。

３）将这三个Ｐｏｒｔａｌ从树的顶端传下来，并将

Ｐｏｒｔａｌ分配到叶节点。其中Ｐｏｒｔａｌ多边形犘１、犇

在分类多边形犇犈 的后面，被传送到左子树。

Ｐｏｒｔａｌ多边形犘１、犇 与分类多边形犇犆 一致，则

被同时传送到两个子树。其他的两个Ｐｏｒｔａｌ类

推。最终这三个Ｐｏｒｔａｌ多边形被传送到叶节点。

形成的结构如图４所示，其中叶节点中的斜体部

分表示添加到叶节点的Ｐｏｒｔａｌ多边形。

４）根据两个基本原则去除冗余的 Ｐｏｒｔａｌ。

可以看到，只有Ｐｏｒｔａｌ多边形犘１、犇 在两个叶节

点中同时存在，因此，只有它被保留下来。然后将

Ｐｏｒｔａｌ与其相连的两个叶节点中的多边形进行裁

切，仅保留在叶节点中的所有多边形前面的部分。

在Ｐｏｒｔａｌ多边形犘１、犇与其后叶节点中的多边形

犅犆进行裁切的时候，仅剩下犘１犆。这样犘１犆作

为一个Ｐｏｒｔａｌ就建立起来了。

图５（ａ）是场景的线框图表示，图５（ｂ）表示的

矩形区域就是场景中的Ｐｏｒｔａｌ多边形。

２．１　视场裁减

基于ＣｅｌｌＰｏｒｔａｌ的场景布置好之后，就需要

按照前面所述的方法对不可见的节点进行剔除。

其基本步骤如下。

１）判断当前视点所在的叶节点，并将此节点

设置为可见。

２）循环当前节点的所有Ｐｏｒｔａｌ，将它们与视

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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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在分类多边形犆犇

上建立初始Ｐｏｒｔａｌ

Ｆｉｇ．２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ｏｒｔａｌ

ｏｎＤｉｖｉｄｅｄＰｏｌｙｇｏｎ犆犇

　　　

图３　分类多边形犇犈、犐犎 切

分Ｐｏｒｔａｌ多边形犘１、犘２

Ｆｉｇ．３　ＣｌｉｐｐｉｎｇＰｏｒｔａｌＰｏｌｙｇｏｎ犘１、

犘２Ｂ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Ｐｏｌｙｇｏｎ犇犈、犐犎

　　　

图４　将Ｐｏｒｔａｌ分配到叶

节点后的结构图

Ｆｉｇ．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Ａｆｔｅｒ

ＡｓｓｉｇｎｉｎｇＰｏｒｔａｌｓＴｏＬｅａｆＮｏｄｅｓ

图５　基于ＣｅｌｌＰｏｒｔａｌ组织的场景示例

Ｆｉｇ．５　Ｓｃｅｎ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ＢｙＣｅｌｌＰｏｒｔａｌ

图体的平面（除了近裁切面）进行裁切。如果一个

Ｐｏｒｔａｌ不在这些片面的前面也不和这些平面裁

切，那么这个Ｐｏｒｔａｌ在视图体的外面。如果一个

Ｐｏｒｔａｌ裁切之后在所有这些面的前面，那么它在

视图体内。

３）对裁切后的Ｐｏｒｔａｌ进行类似的递归调用。

首先，将这个Ｐｏｒｔａｌ的后叶节点设置为可见。通

过这个Ｐｏｒｔａｌ将产生一个新的视图体。对这个

叶节点中的Ｐｏｒｔａｌ返回步骤２）。

４）递归结束以后，所有可见的叶节点将被设

置为可见。这样，只需要绘制这些叶节点即可。

５）经过裁减后的这些视图体将可以用于室

外场景的裁减，实现室内外一体化漫游。

２．２　犆犲犾犾犘狅狉狋犪犾算法优化

上面是自动建立Ｐｏｒｔａｌ的方法。然而，建立

一棵ＢＳＰ树是非常耗时的，ＢＳＰ树的深度过大也

通常被认为是其缺陷。并且房间内如果有很多的

东西，如楼梯等，那么有可能会产生大量的Ｐｏｒ

ｔａｌ，这并不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式。本文采用以

下两种优化方案。

１）建立ＢＳＰ树，在选择分类多边形时采用

面积优先原则。在通常情况下，面积大的多边形

往往极有可能是墙面、地板等，选取这种多边形作

为分类多边形将更接近于实际情况。

２）在数码城市中，树木、街灯以及其他精细

ＣＡＤ模型通常可以用具有特殊属性的三维点对

象来表示。目前，ＣＡＤ与ＧＩＳ集成主要有虚拟模

型库、简单格式转换、中心数据库三种方式［５］。

对可以用点对象来表示的物体，如桌椅、家电

等，其中的三角形面片不参与ＢＳＰ树的建立，而只在

Ｃｅｌｌ和Ｐｏｒｔａｌ建立完成之后，判断其外接矩形框是

否在某个或某几个Ｃｅｌｌ内。当然，这种方法有可能

会造成重绘，在绘制的时候需要处理。通常点状地

物表示的都是一些非常精细的模型，面片数相当多。

通过这样的优化之后，算法执行时间大大降低。

２．３　犆犲犾犾犘狅狉狋犪犾中的数据预处理

在三维引擎中，为了实现高效率，预处理是一

种普遍而有用的方法。所谓预处理，就是在程序

之外尽可能地把所有固定的数据处理好，并且为

程序中优化的算法奠定基石。

这就需要存储ＣｅｌｌＰｏｒｔａｌ结构，然后通过读取

文件快速恢复，这也是一种预处理的方法。因为当

数据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创建ＣｅｌｌＰｏｒｔａｌ结构

也是一个非常耗时的过程，其中包括ＢＳＰ树的存

储与恢复、ＣｅｌｌＰｏｒｔａｌ结构的存储与恢复。其思路

比较简单，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再赘述。

２．４　基于犆犲犾犾犘狅狉狋犪犾方法的调度

当对数据根据上述原则进行重新组织以后，

就采取基于Ｐｏｒｔａｌ的视场裁切手段，还是不够

的。如一个非常大的室内场景，由很多 Ｃｅｌｌ构

成，这些Ｃｅｌｌ没有必要完全同时放在内存中。这

类似于室外场景的动态装载，只不过其基本单元

不太相同。

根据视点的位置在内存缓冲区中调入不同的

Ｃｅｌｌ。类似于ＤＥＭ的动态装载，所不同的是内存

缓冲区中的数据大小并非一定。

如图６所示，当视点在Ｃｅｌｌ１ 时，可以看到的

Ｃｅｌｌ是 Ｃｅｌｌ１、Ｃｅｌｌ２、Ｃｅｌｌ３、Ｃｅｌｌ４。当视点到达

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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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ｌｌ２ 时，可以看到的 Ｃｅｌｌ是 Ｃｅｌｌ２、Ｃｅｌｌ３、Ｃｅｌｌ４、

Ｃｅｌｌ５、Ｃｅｌｌ６。这个时候就需要卸载掉Ｃｅｌｌ１ 中的

数据，加载Ｃｅｌｌ５、Ｃｅｌｌ６ 中的数据。

３　试验分析

本文以贵阳电力大厦及其周边区域为例

（图７所示），其结构相当复杂。在配置为 ＣＰＵ

Ｐ２．４、内存５１２、显卡 ＡＴＩ９７００６４Ｍ 的机器上，

以穿越大厦的一条漫游路径为例，如果不采用任

何调度策略，其显示帧率在２０ｆｐｓ以下；采用八

叉树结构，则其显示帧率极不稳定；而采用Ｃｅｌｌ

Ｐｏｒｔａｌ技术后的帧率可以稳定在５０ｆｐｓ左右。其

帧率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如图８所示。其中的面片

数（点状地物出外）为４４３１个，建立ＢＳＰ和Ｐｏｒ

ｔａｌ的时间长达１ｈ３６ｍｉｎ；而采用预处理的方法，

只需要８ｓ即可恢复ＣｅｌｌＰｏｒｔａｌ结构。在穿越房

间的过程中，可见的Ｃｅｌｌ数目大致在１～５个之

间，这就保证了显示效率。而采用八叉树的结构，

在刚刚进入房间的时候对速度并没有多大改善，

因为一个视图体内的点状地物非常多，而只在穿

越的过程中，才慢慢有所改善。

图６　根据视点以Ｃｅｌｌ

为单位来调度

Ｆｉｇ．６　Ｄａｔａ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ｂｙＣｅｌｌ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图７　贵阳电力大厦

及其线框图表示

Ｆｉｇ．７　Ｇｕｉｙａ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Ｂｕｉｄｉｎｇ

ａｎｄＩｔｓＬｉｎｅＦｒａｍｅＧｒａｐｈ

　 　

图８　不同策略下的

漫游帧率曲线

Ｆｉｇ．８　ＲｏａｍＦｒａｍｅＣｕｒｖｅｓ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ａｃｔｉｃｓ

４　结　语

本文在总结目前的一些数据调度和场景管理

方法的基础上，从目前游戏领域用得比较多的方

法中，得出了一种基于ＣｅｌｌＰｏｒｔａｌ结构的调度和

场景管理方法。由于这种结构可以通过算法自动

建立，不会加大数据生产中的工作量。通过试验

验证，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

还需要不断优化，以使得这种空间分割方式能更

接近于实际情况或者分割的次数更少。以楼梯为

例，如果将其中的面片参与ＢＳＰ树的建立，则会

产生大量的Ｃｅｌｌ和Ｐｏｒｔａｌ，会导致漫游效率的急

剧下降，而将其作为点状地物则不会出现这种情

况，因此，需要对地物进行合理的设计和组织。

在室内场景调度和组织方法完善之后，需要

有更好的室内场景的生产工艺，因为室内场景的

生产与室外模型的生产还有很大差距。因此，需

要提供对于室内模型的有效生产手段，提供更加

灵活的工具，如 ＵＣＳ（Ｕｓｅｒ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建模以及模型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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