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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空间数据综合分析的目的，从空间认知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以四面体为基本体元，表面ＴＩＮ隐含

的集成模型构想。在对点、线、面、体元之间拓扑关系精心设计的基础上，采用面向对象的思想构建了对象管

理器，对空间微观数据及其相互间的复杂关系进行集成组织管理，有效地使空间对象（四面）体模型与表面

（ＴＩＮ）模型在数据层面上得到有机整合，实现了两者之间的无缝结合。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对上述集成模型的

构建，并实现了对模型的拣选、切割等操作，实例验证了该模型的正确性、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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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三维空间数据模型作为三维地理空

间对象进行有效表达、显示、查询、分析的关键，已

经成为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的热点［１］。目前，基

于不同的领域已经发展了多种空间数据模型，一

般可以分为三维表面模型、体模型［２５］以及两者的

混合模型［６９］。这些模型在表达空间对象时，或重

在外表的描述展现，或重在内部的表达分析，各有

侧重，即便是混合模型，也没有从根本上抓住空间

对象的本质特征。从空间认知的角度出发，任何

对象都是以“体”的形态存在，特别是对于“基于对

象”的认知模式中，对象的“表面”或者说“边界”是

“体”的一部分，和“体”密不可分，在对象的描述

中，“面”与“体”也应该实现“无缝统一”。

１　对象管理器及数据的组织与管理

本文以四面体为基本体元，对点、线、面片、体

元的拓扑关系进行精心设计，依照面向对象的思

想建立对象管理器，对空间模型中庞大的拓扑数

据及其关系进行统一的组织管理，并对重要功能

以及操作进行封装，建立四面体集成模型。根据

用户需要，可以通过对象管理器的操作得到相应

的表面模型或者体模型，从而进行相关的分析操

作，使表面模型与体模型在数据层面上得到统一，

达成“面”与“体”的无缝结合，便于与地理模型的

集成综合分析。

１．１　对象管理器

这里的对象管理器是指能够对空间底层的微

观数据对象及其关系进行统一组织管理，并具备

一定操作、行为的容器组件。用公式表达为：

犕 ＝犉（犇，犚，犗）

式中，犇代表构建空间实体的基本微观数据对象，

包括几何数据与属性数据，其中几何数据主要包

括具备拓扑关系的点、线、面（三角形面片、四边形

面片等）、体元（四面体、（类）三棱柱体、六面体

等），而属性数据则是附着在几何对象上的属性信

息数据；犚代表空间数据对象之间的拓扑关系、属

性关联等空间关系；犗代表对空间数据的基本操

作以及空间关系的自动维护行为。对象管理器通

过对底层微观数据对象的统一组织、管理、维护，

在其自身内部形成一个独立的具备完整空间关系

的数据体系，并提供了必要的操作接口，为空间数

据模型的构建与分析提供有力的支持，使其从微

观数据的细节操作与维护中解脱出来。

１．２　空间拓扑对象及其关系的建立

在构造对象管理器之前，应该首先确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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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对象的拓扑关系。文中对于拓扑节点、拓扑

边、拓扑面片（三角面片、四边形面片等）以及拓扑

体元（四面体、三棱柱体、六面体、金字塔体等）这

些微观几何对象采用层层构建、层层关联的方式，

即拓扑节点构建拓扑边，拓扑边构建拓扑面片，拓

扑面片构建拓扑体元，最后通过拓扑体元的聚

（组）合完成对空间实体对象的建模。这些拓扑几

何对象中包含３个重要的基本关系信息：① 创建

自身的下一级拓扑对象信息；② 自身所创建的上

一级拓扑对象信息；③ 自身所关联的属性对象信

息。在体元中，还保留着该体元所属空间实体对

象的信息。这样，点、线、面、体元之间的拓扑关系

以及属性关联便可以清晰地表现了。

１．３　空间对象拓扑构建中的索引机制

借鉴字符串的比较方法，对两个拓扑节点

（ｎｏｄｅ１，ｎｏｄｅ２）的三维坐标点（狓，狔，狕）进行逐个

比较。首先比较狓的坐标值，狓值大的对应节点

大；狓坐标相同的情况下，狔坐标值大的对应节点

大；狓、狔坐标值都相同时，节点的大小就取决于狕

坐标值的大小。按照这种方法对节点集所进行的

排序结果遵循惟一性原则，即坐标不同的节点得

到的排序结果也不同，而且比较的结果具备传递

性。有了这种比较准则，节点可以采用平衡二叉

树进行组织存储。

１．４　空间拓扑对象的组织管理

为了对不同的数据对象进行高效的组织管

理，在实际操作中，设计内外两层对象管理器的组

织构架。内层结构中的管理器也叫二级对象管理

器，采用恰当的数据组织结构直接对特定的空间

对象进行组织管理（如针对节点的对象管理器

等）。而外层对象管理器主要在宏观上对这些二

级管理器进行整体的协调、组织，使其相互配合，

从而构建空间数据的完整（拓扑）体系，同时实现

一些数据的综合操作，并加以封装，构建一体化的

组件对象，对外保留调用接口。根据空间对象的

分类，二级对象管理器可以分为两大类：几何数据

对象的管理器与属性数据对象的管理器。文中根

据空间拓扑对象在构建中的索引机理，在节点管

理器中采用平衡二叉树组织节点数据，以配合空

间节点数据的快速匹配；其他的空间几何对象管

理器则采用链表结构；属性对象管理器以属性数

据的ＩＤ为关键字，采用树状结构组织，便于空间

对象属性的快速查询。

对象管理器作为一个内存数据组织与管理的

部件，在外存中有着对应的数据组织映射格式。

这样设计一方面便于管理器对空间数据的存储、

读取等操作；另一方面，在超大数据量时，可以采

用“内存映射，以外存替代内存”的方式进行数据

组织管理，但是对速度以及效率提出了很大的挑

战。在大数据量时，也可以按照“空间规则分块”

的索引思想，将大数据量分属于若干个“分块”中，

根据当前数据的使用情况进行拣选载入内存，但

这种方法将增加数据组织的复杂度。在超大数据

量的情况下，数据的有效组织与调度是一个瓶颈

问题，其具体设计操作是下一步将要解决的关键

问题。

通过文件中数据对象的描述可以看出，管理

器对每一种空间几何对象的顶点坐标都进行了独

立的存储，这就意味着对于整个数据体系而言，一

个点坐标同时在节点对象、边对象、面片对象以及

四面体对象中进行了重复存储表达。直观上看，

造成了数据的大量冗余，并且容易出现数据的二

义性。但是这种设计却能够给基于顶点的运算带

来极大的方便，可以大大提高三维模型的分析运

算效率。

２　基于对象管理器的四面体集成模

型构建及其操作

２．１　四面体集成模型的构建

在三维空间模型中，对象管理器作为一个重

要组件，担任着“空间数据仓库”的角色，为三维空

间模型提供数据来源，承担着对模型中所有空间

微观数据及其关系进行统一组织、存储、管理、维

护的职能，并保留数据操作的统一接口。建模时，

通过对象管理器的过滤、筛选得到空间模型所需

要的数据。在空间四面体集成模型中，四面体作

为基本充填体元，按照一定的组织结构存储在对

象管理器中，提取这些四面体对象的指针，组建空

间对象的体模型；在构建表面模型时，对象管理器

遍历拓扑面片列表，如果与该面片拓扑关联的两个

体元中有一个为空，则该三角面片必为外界面片，

提取这些边界面片对象的指针，组建空间对象的表

面模型。可以看出，表面ＴＩＮ模型以及四面体模

型的数据在对象管理器中得到统一的组织管理，

实现了表面模型与体模型的内在统一，从而实现

了真正意义上的“面”与“体”的无缝结合。集成

模型的整体结构如图１所示，图中，非四面体的

体元以及非三角面的面片作为辅助数据对象存

在。

２．２　复合对象模型中单一实体的拣选与建模

复合对象的空间模型（如多地层空间模型）往

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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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集成模型的组织结构（忽略二级对象管理器）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Ｍｏｄｅｌ

往需要针对其中的某单一实体对象（如某一特定

地层）进行考察，这就需要对复合模型进行单一实

体对象的拣选建模。在对单一实体建立体模型

时，首先确定该单一体对象的ＩＤ，这里设为ｏｂｊ＿

ＩＤ，然后，对象管理器遍历体元列表，将字段

ｂｅｌｏｎｇＴｏ的值等于ｏｂｊ＿ＩＤ的体元指针组织起来，

构建该单一实体的体模型；在建立表面模型时，对

象管理器遍历三角面片列表，如果与该三角面相

拓扑关联的两个四面体中，有且只有一个属于当

前单一实体，则该三角面必为该单一体的边界面，

将这些边界三角面片的指针组织起来，构建该单

一体的表面模型。采用这种方法也可以实现两个

单一体公共表面ＴＩＮ的拣选、复合地层的揭层显

示等一系列操作。

２．３　空间模型的切割

在地学应用中，对空间模型进行平面切割是

比较常用的分析和操作。在四面体集成模型中，

对象管理器作为主要构件，是所有空间数据对象

的承载容器，所以切割的主要操作都封装在对象

管理器中。对象管理器通过判别，首先将所有的

四面体对象按照与切割面的位置关系进行分组，

将被切割到的四面体沿切割面进行分解，并按照

一定的方式在切割面的两侧分别进行四面体重

组，最后得到以切割面为分界的两部分数据对象。

在此基础上，构建两个对象管理器分别对这两部

分数据对象进行组织管理，完善各自的空间数据

拓扑体系，从而建立两个分离的空间对象模型，完

成对四面体集成模型的切割。

根据平面与四面体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

图２所示的４种情况会产生确切的切割重组。可

以得知，四面体经过平面切割后，可以分解成四面

体、金字塔体、类三棱柱体（类棱台体），为了重新

组建对象的四面体模型，需要将非四面体对象再

次分解为若干四面体的组合。对金字塔体采取下

列的分解方法：将金字塔底端的四边形沿两条对

角线分解为４个三角面，它们分别与金字塔体的

顶点构成４个四面体。对于类三棱柱体，首先将

其周边的每个四边形按照上述方法分解为４个三

角面，再加上 上、下两个三角面，共１４个三角面，

分别与三棱柱内部确定的一点（文中采用上下两

个三角面的内心的连线中点）构建１４个四面体

对象。

图２　四面体平面切割关系及其分解方式

Ｆｉｇ．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ａＴｅｔｒａｗｉｔｈＰｌａｎｅ

　　按照上面的切割以及重组方法，在对象管理器

中的实现步骤如下：① 对象管理器遍历节点，计算

每一个节点相对于平面的位置，并记录在节点对象

的ｃｕｔＦｌａｇ字段中。② 遍历拓扑边，根据拓扑边所

关联的节点的ｃｕｔＦｌａｇ字段来判断拓扑边相对于平

面的位置。如果拓扑边的两个节点处于平面的两

侧，则该边必然被平面切割，计算出该边与平面的

交点，存储在字段ｃｕｔＶｐｎｔ中，并将所有与该边相

关联的四面体的ｃｕｔＦｌａｇ字段设置为被切割状态。

③ 遍历四面体列表，根据设置的标记将其分为三

组：处于平面法线正方向的四面体、处于平面法线

负方向的四面体、被平面切割的四面体。方法如

下：遍历四面体列表，如果四面体的ｃｕｔＦｌａｇ被设置

为切割状态，则该四面体归为第二组；如果没有，则

该四面体必然在平面的两侧，其相对于平面的位置

与其任一个不在平面上的顶点相对于平面的位置

一致，据此将该四面体归为相应的第一组或者第

二组。④ 遍历被切割的四面体列表，进行逐个处

理，首先根据该四面体与平面相切割的棱的个数

来判断属于哪一种切割，然后进行分解、重组。根

据与平面的位置关系，将分解得到的小四面体加

入到相应的第一组或者第二组中。⑤ 重新构造

４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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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独立的对象管理器，分别承载第一组和第二

组中的四面体数据，完善各自的空间体系，进而实

现两个独立的三维空间对象模型的建立。

３　应用实例

本文针对实际地层的ＤＥＭ 数据，在建立类

三棱柱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剖分操作，然后按照上

述方法，基于对象管理器建立四面体集成模型，并

进行了相关的操作分析。整个过程在 ＶＣ＋＋

２００３．ＮＥＴ自主开发的三维系统下进行实现，结

果采用ＯｐｅｎＧＬ驱动展现，模型及其部分操作效

果如图３～图６所示。

图３　单一地

层四面体模

型效果图

Ｆｉｇ．３　ＴＥＮＭｏｄｅｌ

ｏｆＳｔｒａｔｕｍ

　　

图４　单一地层闭

合表面ＴＩＮ

模型效果图

Ｆｉｇ．４　Ｃｌｏｓ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Ｉ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ｔｒａｔｕｍ

　　

图５　地层四面体模型平面切

割后效果图（左边为四面体模型，

右边为闭合表面ＴＩＮ模型）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ａＳｔｒａｔｕｍ’ｓ

ＴＥＮＭｏｄｅｌＣｕｔ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Ｐｌａｎｅ

　　

图６　复合地层四面体

模型的部分层体

获取（揭层显示）

Ｆｉｇ．６　ＰａｒｔＳｔｒａｔａＡｃｑｕｉ

ｒ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Ｓｔｒａｔａ’ｓＴＥＮＭｏｄｅｌ

４　结　语

本文应用实例验证了本文模型的构想以及基

于对象管理器进行集成组织管理空间数据的可行

性、正确性与有效性。这种组件式数据集成管理

方式使模型从微观数据的复杂操作中解脱出来，

为大规模空间模型的建立以及完善的数据分析奠

定了基础。以四面体为基本体元对虚拟地理环境

中的复杂空间对象进行建模，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特别在对边界明确、形态比较复杂，并且需要将表

面（ＴＩＮ）与内部数据统一描述分析的空间对象进

行建模时，更能凸显其优越性，但是数据量也会随

之膨胀。在实际操作中，应该根据所要描述的对

象，结合所要进行的分析操作等来选择模型。在

对边界不明确的空间“域”对象描述时，采用规则

六面体格网作为基本体元可能更合适。而在对层

状地质体的表达分析中，特别是一些地质构造简

单的区域，采用（类）三棱柱等为基本体元进行建

模，可以在较少数据量的情况下进行比较好的表

达。在构造处（如断层、褶皱等）采用四面体为基

本体元，则可以发挥其格网小巧灵活、插值等分析

操作便捷的优势，并且可以和构造的表面ＴＩＮ数

据无缝集成，达到更好的表达、分析效果。采用对

象管理器的思想方法，对其数据的组织稍加改变

与延伸，就可以对六面体模型、三棱柱模型甚至三

棱柱与四面体混合模型的数据进行集成组织管

理，完成各种模型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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