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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利用逐点插入法建立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基础上，为快速搜索插入点所落入的三角形，引入了一种

改进的空间栅格索引机制，并充分利用三角形的邻接关系进行三角形检索。提出了一种由三角形出发内插规

则格网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的方法。试验表明，所提出的构建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和内插格网ＤＥＭ 算法的效

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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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生成算法基本成

熟，主要有分治算法［１，２］、逐点插入法［３６］和三角网

生长法［７］。分治算法时间效率高，但占用内存大，

数据预处理及优化工作量大；逐点插入法实现简

单，占用 内存小，但 效 率 较 低。大 多 数 建 立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传统算法效率不高，一些改进

的算法［７１１］仍不能满足现实需要。本文在逐点插

入法的基础上，对影响算法效率的关键环节加以

改进，使算法更具实用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从三

角形出发由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 三角网内插规则格网

ＤＥＭ，打破了传统的从格网点出发检索其所落入

的三角形的观念，避免了大量的三角形检索操作。

１　地形三维建模方法

在地形三维建模中，常用数据源为等高线或

离散高程点，建模思路一般是由等高线或离散点

构建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然后由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

内插格网ＤＥＭ，以便进行地形分析。本文主要研

究如何以离散高程点为数据源进行地形建模。

１．１　利用逐点插入法构建犇犲犾犪狌狀犪狔三角网

① 找出全体离散点的最大外接矩形，将其剖

分为两个大三角形作为初始化数据。② 逐个插

点，查找外接圆包含插入点狆狀 的三角形并将其删

除，如图１所示，只保留外边界，构成一个插入多

边形；将狆狀 与插入多边形顶点逐个连接，得到新

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③ 重复该过程，直至所有

点都被插入。如果插入点在三角形某边上，连接

该点与所在边的左右三角形相对的两顶点，形成

新三角形，维护点、线和三角形之间的拓扑关系。

图１　插点引起三角形格网的变化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ｙ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

１．２　内插规则格网犇犈犕

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内插规则格网ＤＥＭ，

常规的方法为：首先确定格网 ＤＥＭ 点落在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哪个三角形内，然后根据该三

角形顶点的高程，线性内插出落在三角形内的

ＤＥＭ格网点的高程
［１２］。

２　构建犇犲犾犪狌狀犪狔三角网算法的改

进

　　构建Ｄｅｌａｕｎａｙ网过程中，最耗时的是确定待

插点落入的三角形，如果每次插点都从三角形链

表头开始判断，构网速度很慢。因此，本文采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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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改进的空间栅格索引机制判断插入点所落入的

三角形。

２．１　三角形空间栅格索引的动态构建

２．１．１　空间栅格索引

空间栅格索引的基本思想是将图幅纵横分成

若干个均等的格子，每个格子作为一个桶，将落在

该格子内的三角形对象放入该格子对应的桶中，

其基本数据结构由桶的列表以及各桶对应的三角

形单链表组成，如图２所示。

图２　三角形的空间栅格索引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ａｓｔｅｒＩｎｄｅｘｏｆ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第一行元素代表格子序号，第一列元素代表

三角形序号，内部元素犛犻犼（除第一行和第一列元

素之外）代表第犻个桶是否包含第犼个三角形，

“１”为包含，“０”为不包含。搜索同一列值为“１”的

元素，即可找出有哪些三角形落在该格子内；搜索

同一行值为“１”的元素，即可找出该三角形经过哪

些格子。

２．１．２　索引构建方法

引入空间栅格索引的目的是加快构网速度，

因此，提高动态构建三角形空间栅格索引的速度

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建立三角形空间栅格索引

的本质就是确定每个三角形所包含的格子（包括

三边经过的格子），过程如下所示。

１）确定三角形的外接矩形，根据坐标判断该

外接矩形包含的格子，有如图３所示的３种情况。

图３　三角形的外接矩形所包含的格子

Ｆｉｇ．３　Ｇｒｉｄ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ｂｙ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ｏｆ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２）去除外接矩形内三角面犃犅犆未经过的格

子。在外接矩形包含的格子中，由最上行开始从

左往右逐行扫描，由每条扫描线狔坐标（递增１）

与三角形三边直线方程可求出扫描线与三角形各

边交点的狓坐标。设格子间距为犠，外接矩形最

小横坐标为狓犾，最大横坐标为狓狉，扫描到第犻行时

与三角形第一个交点横坐标为狓狊，第二个交点横

坐标为狓犫，令

犿＝ｉｎｔ
狘狓狊－狓犾狘（ ）犠

，狀＝ｉｎｔ
狘狓狉－狓犫狘（ ）犠

（１）

在外接矩形包含的格子中，从扫描线所在行的左边

开始去掉犿个格子，右边开始去掉狀个格子。重

复该过程，剩下的就是三角形包含的格子，如图４所

示阴影部分。由此，建立了三角形的空间栅格索引。

该过程中无需每插入一个点就重新建立所有

三角形的索引，只需删去被插入点破坏和增加由

于插入点所新增的三角形的空间栅格索引即可。

２．２　三角形的快速检索

建立索引后，可得出各格子包含的三角形，根

据插入点所在格子快速确定其可能落入的三角

形，缩小了三角形的检索范围。而判断一个点是

否在一个三角形内，仅需判断该点是否位于三角

形组成边的同一侧即可。

对于一个格子内包含多个三角形的情况，如

果将该格子内三角形逐一取出判断，速度仍然较

慢，可充分利用三角形的邻接关系加快搜索速度。

三角形的检索遵循从粗到细的原则，即首先

找到外接矩形包含插入点的三角形，插入点一定

落在该三角形或其邻接三角形内。

如图５所示，设插入点犘落在格子犛犻犼内，犛犻犼

包含狉个三角形，犜＝｛狋犽，狋＝１，２，…，狉｝，判断犘

点落入犜 中哪个三角形的思路为：

图４　三角形所包含的格网

Ｆｉｇ．４　Ｇｒｉｄ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ｂｙ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

　
图５　三角形检索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按照犽递增的顺序找到第一个外接矩形

包含犘 点的三角形，记为狋狇（１≤狇≤狉），狋狇的外接

矩形记为犚狇。

２）判断犘点是否落入狋狇，若是，搜索结束；否

则，找出狋狇中最靠近犘 的边记为犲狇，以犲狇为公共

边、与狋狇相邻的三角形记为狋狆（１≤狆≤狉）（狋狆可通

过犲狇的节点结构体得到），则犘 点落入狋狆或其邻

接三角形内，检索路径从狋狇到狋狆。

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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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判断犘点是否落入狋狆，若是，搜索结束；否

则，转步骤４）。根据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的性质可

知，在除了犲狇的狋狆的另外两条边中，必有一条与

犚狇相交，记该边为犲狆，另一条边为犲′狆，以犲狆为公共

边、与狋狆相邻的三角形记为狋′狇，以犲′狆为公共边、与

狋狆相邻的三角形记为狋′狆。因犲狆与犚狇相交，所以狋′

狇与犚狇的交集非空；另外，狋′狆与犚狇的交集为空，而犘

点落在犚狇内，所以检索路径从狋狆到狋′狇。

４）把狋′狇作为当前三角形，重复步骤３）和４），

直到找到犘点所落入的三角形为止。

对于图３（ｂ）或图３（ｃ）的情况，上述思路同样

适用，只需把步骤２）中的某些边的外接矩形退缩

成一条线段即可。

３　内插规则格网犇犈犕算法的改进

常规内插格网ＤＥＭ方法的缺点是对于每个

格网点都要检索其所落入的三角形，如果三角形数

量较多、内插间隔较小，即使利用空间栅格索引，检

索速度仍然无法令人满意，如何快速找到格网点所

落入的三角形是影响内插效率的关键因素。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采用的方法为：① 内插

间隔较大时，采用§２．２节中的方法进行三角形

的快速检索；② 内插间隔较小时，从三角网出发

进行内插，遍历三角形链表，得到每个三角形的外

接矩形区域可能包含的所有格网点，逐一判断此

类格网点是否落在该三角形之内，可避免大量三

角形检索操作，取而代之的是简单快速的点与三

角形关系的判断。

方法②的执行效率依赖于三角形的个数和内

插格网的个数，时间复杂度为：

犜＝ （狘犙狋狘＋狘犙犵狘） （２）

式中，｜犙狋｜、｜犙犵｜分别为三角形的个数和内插格

网的个数。

４　试验与结果分析

为检验本文算法的正确性及效率，算法已用

ＶｉｓｕａｌＣ＋＋６．０ 编程实现，微机环境为 ＰⅣ

１．０Ｇ，２５６Ｍ内存。表１为８个地形数据运行所

需的时间，离散点稀疏时内插格网取较大间隔，离

散点密集时内插格网取较小间隔。以多组高程点

为试验数据，分别采用文献［１０］、文献［１１］以及本

文算法构建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对比结果见表２。

表１　不同数据区域的测试结果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ａｔａ

区域序号 离散点个数 三角形个数
构三角网耗

时／ｍｓ

区域范围／

（ｍ×ｍ）

格网间隔／

（ｍ×ｍ）

格网个数／

（行×列）
内插耗时／ｍｓ

１ ５６９ １０９６ ２８ ２３２９．２×２９９２．５ ２０×２０ １１６×１４９ ４８

２ １０１７ １９８０ ５８ ５３９４．６×６０９７．７ １０×１０ ５３９×６０９ ２８２

３ ４０６７ ８０７７ ２２５ １４０５９．９×１２７０２．２ １０×１０ １４０５×１２７０ １４０６

４ １０３８９ ２０７１０ ５５３ １４０５９．９×１３４５１．３ １０×１０ １４０５×１３４５ ２３１６

５ １７１６５ ３４２４９ ６２７ １４０５９．９×１３４５１．３ ５×５ ２８１１×２６９０ ４７６２

６ ２２８９２ ４５６５１ １０４６ １８３２７．５×１０６１１．６ ５×５ ３６６５×２１２２ ５１７１

７ ６７３４２ １３４５６０ ２９９２ １３３３５．６×２８７６２．２ ５×５ ２６６７×５７５２ １４３８６

８ １９１４６５ ３８２９２４ １５７０３ ６２５２３．４×６７１９３．５ ５×５ １２５０５×１３４３９ ６２７５０

表２　不同构建犇犲犾犪狌狀犪狔三角网算法的效率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离散点

个数

文献［１０］算法

耗时／ｍｓ

文献［１１］算法

耗时／ｍｓ

本文算法耗

时／ｍｓ

１７１６５ ３１６４ ３９３４ ６２７

２２８９２ ５１６２ ５７５３ １０４６

６７３４２ １５７２４ １５６８２ ２９９２

１９１４６５ ８８２１５ ８９３１８ １５７０３

　　由表１可以看出，构建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耗

时随离散点个数的增加而增加，几乎呈线性增长

趋势，并且增长幅度较小；内插格网ＤＥＭ的时间

复杂度表现为一次性，执行效率较高。

从表２可以看出，本文算法在构网效率上有

了明显的提高，执行效率相对于文献［１０］和文献

［１１］的算法提高了将近５倍。图６是本文算法的

部分构网结果。

在构建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算法中，本文并未考

图６　本文算法所构造的三角网

Ｆｉｇ．６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ＮｅｔｓＢｕｉｌｔｂ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６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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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地形特征线的问题，但在实际应用中，地表模型

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山脊线、山谷线、断裂线等，

也就是部分离散点之间常常存在着某种制约关

系。因此，可以在构建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过程中加

入限制条件，即新生成的三角形不能跨越地性线。

在此基础上，本文的改进方法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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