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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相交水平剖面和垂直剖面间空间不一致性的概念，并对空间不一致性进行了分类，提出了基于

交叉线的相交剖面间空间不一致性的检测方法，给出了其实现步骤。实际算例验证了本文方法的可行性和正

确性。

关键词：空间不一致性；矿山三维模型；勘探剖面；剖面交叉线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作为“数字矿山”核心组成部分的矿山三维模

型与可视化技术是现代矿山信息化研究的热点和

重点，它能够为矿山勘探、设计、开发和生产以及

合理、有效地开发利用资源、保护和治理矿山环境

提供有效的服务［１，２］。当前，矿山三维的研究内

容主要集中在数据模型及可视化方面［３１０］。针对

不同的矿山类型和具体应用，人们相继提出了矿

山三维建模方法［１１１５］。由于在矿山勘探和生产过

程中，勘探剖面是经常使用的图形数据，也是矿山

生产中的重要成果图件，因此，将勘探剖面用于矿

山三维建模，可以真实、直观地反映地质体的整体

轮廓和内部结构，是快速构建矿山三维模型的常

用方法之一［２，１５］。在利用勘探剖面快速构建矿山

三维模型的过程中，原始的勘探剖面均以二维坐

标系的形式存储和显示，将二维坐标系下的勘探

剖面转换为三维坐标系的勘探剖面，是构建矿山

三维模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由于人为因素

和系统误差的影响，相交剖面间经常出现空间不

一致的现象，影响了基于剖面快速构建矿山三维

模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所以检测相互交叉

的水平剖面和垂直剖面间的空间不一致性具有重

要的实践意义。本文在研究相交水平剖面和垂直

剖面间空间不一致性概念及其分类的基础上，提

出了基于交叉线的相交剖面间空间不一致性的检

测方法。

１　相交剖面间空间不一致性

目前，所有正在开发利用的矿山中，大多数矿

山开发的时间较为久远，这些矿山的勘探成果主

要是技术人员依靠地质知识，充分利用钻孔编录

数据手工绘制而成的。在实际地质勘探中，由于

钻孔的布设较为稀疏，很难准确控制地下地质体

的产状，地质体的连接和圈定主要依靠地质知识

推断进行。不同技术人员在背景知识和理解上都

存在一定的差异，因而在二维平面上绘制的水平

和垂直勘探剖面与地质体真实的三维几何形态存

在偏差，甚至错误。在没有计算机协助的条件下，

矿山勘探剖面难以进行三维空间数据的准确核

对，也就造成不同剖面上同一地质体的空间图形

存在空间上的不一致现象，这也是相交剖面间的

空间不一致性产生的主要原因。

其次，由于大量矿山勘探成果剖面是以图纸

形式保存的，图纸的形变和损毁是剖面数据矢量

化误差的主要来源，剖面矢量操作中也会引入新

的系统误差和人为误差（甚至错误），矢量化后的

二维剖面数据向三维剖面数据转换时，又会产生

转换误差。这些误差（甚至错误）的存在也是三维

坐标系下勘探剖面间空间不一致性产生的另一个

主要原因。总之，原始勘探剖面图本身的误差（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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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错误）以及转换误差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在三维

坐标系中，相互交叉的水平剖面和垂直剖面间的

空间不一致现象客观存在。

图１中，水平剖面犘１和垂直剖面犘２相交于

直线犔，则（犘１，犘２）称为相交剖面对，简称剖面

对。地质实体犲在犘１上的断面为图形犛１，在犘２

上的断面为图形犛２，则（犛１，犛２）称为相交剖面实

体对，简称实体对。设犛１与犔相交于犃犺和犅犺，犛２

与犔相交于犃狏和犅狏，则（犃犺，犃狏）和（犅犺，犅狏）称

为（犛１，犛２）的两个交点对。理论上，犛１、犛２与犔的

交点应满足犃犺＝犃狏和犅犺＝犅狏，即图１中的犃和

犅 点。而实际上，由于误差或错误的影响，导致交

点对存在偏差或缺失（即犃犺≠犃狏和犅犺≠犅狏）或者

部分点缺失。进而，水平剖面和垂直剖面间的空

间不一致现象表现为相交的水平剖面和垂直剖面

在交叉线上，同一实体的对应交点不相等或缺失。

图１　相交的水平剖面和垂直剖面间的关系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ａｎ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根据同一实体在交叉线上交点的对应关系，

将相交的水平剖面和垂直剖面间的空间不一致性

分为三种类型，即缺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

制图错误，剖面上实体断面多边形没有封闭，造成

断面与交叉线的交点缺失（见图２（ａ））；另一种是

由于其中一个剖面上实体断面多边形缺失，造成

断面与交叉线的交点缺失（见图２（ｂ））、偏离（见

图２（ｃ））、交点数目不相等（见图２（ｄ））。

图２　空间不一致性的各种情形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对于缺失类型空间不一致性的第一种情况，

主要是由于制图时图斑没有封闭引起的，在不一

致性检查前，可以通过ＧＩＳ软件的图斑闭合检查

功能完成图斑的闭合拓扑构建，将此不一致性转

换为后两种情况。缺失类型中的第二种情况可以

通过检查与两相交剖面交叉线相交的地质体数

目、对应断面多边形的地质编号是否一致，以实现

此类不一致性的检测功能。为此，本文主要探讨

相交剖面间空间不一致性的后两种类型。

２　相交剖面间空间不一致性检测

由于空间不一致性的检测过程与所采用的空

间数据模型密切相关，同时，考虑到本文仅研究相

交的水平与垂直剖面间矿体的空间不一致性，因

此，在水平和垂直勘探剖面的数据模型中省略了

矿体的其他非空间属性信息，并且地层等非矿体

实体也未包括。这样，水平剖面就由钻孔（点状目

标）、勘探线（线状目标）和矿体（面状目标）三部分

组成，垂直剖面由钻孔（点状目标）、地性线（线状

目标）、钻孔曲线（线状目标）和矿体（面状目标）四

部分组成。水平剖面和垂直剖面中相同矿体的编

号相同，对应的钻孔编号也相同。

将水平剖面集和垂直剖面集分别记为犎和犞，

剖面记为犘，犘中的矿体记为犲，所有矿体组成矿体

集犈。用Ｄｉｓｔ（Ｐｏｉｎｔ１，Ｐｏｉｎｔ２）表示两点间的几何距

离，若给定距离阈值ε（ε＞０），当 Ｄｉｓｔ（Ｐｏｉｎｔ１，

Ｐｏｉｎｔ２）≤ε时，表示Ｐｏｉｎｔ１和Ｐｏｉｎｔ２相等，即没有偏

离，否则两点间发生了偏离。函数ＣａｌＮｕｍ（Ｌｉｎｅ，

犲）表示直线Ｌｉｎｅ和实体犲的交点数目的计算函数，

则剖面间的不一致性检测过程如下。

１）从所有犎和犞中检测并生成相交剖面对

集合犘ｃｏｕｐｌｅ＝｛（犘犻，犘犼）：犘犻（犎 ∧ 犘犼犞 ∧ 犘犻

∩犘犼≠｝，其中，犻、犼为正整数，且犻≠犼。

２）（犘犻，犘犼）∈犘ｃｏｕｐｌｅ求解交叉线，构成集合

犔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犔犻犼：犔犻犼＝犘犻∩犘犼｝。

３）犔犻犼∈犔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计算与犔犻犼相交的水平断面

实体集犈犺犻犼＝｛犲犽：犔犻犼∩犲犽≠ ∧犲犽∈犘犻｝和垂直

断面实体集犈狏犻犼＝｛犲犽：犔犻犼∩犲犽≠ ∧犲犽∈犘犼｝。

４）根据实体编码判断犈犺犻犼和犈
狏
犻犼中实体的对

应关系，编码相同的实体构成实体对，所有同一实

体对构成集合犈ｃｏｕｐｌｅ＝｛（犲犻，犲犼）：犲犻．编号＝犲犼．编

号∧犲犻∈犈
犺
犻犼∧犲犼∈犈

狏
犻犼｝。

５）计算实体集犈′＝｛犲犽：（犲犽＝犲犻∨犲犽＝犲犼）

∧（犲犻，犲犼）∈犈ｃｏｕｐｌｅ｝，即犈ｃｏｕｐｌｅ中的所有实体构成

犈′。

６）计算缺失不一致的实体集犈ｍｉｓｓ＝｛犲犽：犲犽

∈犈∧犲犽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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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计算交点数目不等的不一致实体对集

犈ｕｎｅｑｕａｌ＝｛（犲犻，犲犼）：ＣａｌＮｕｍ（犔犻犼，犲犻）≠ＣａｌＮｕｍ

（犔犻犼，犲犼）∧（犲犻，犲犼）∈犈ｃｏｕｐｌｅ｝。

８）计算交点数目相等的实体对集犈ｕｎ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犲犻，犲犼）：ＣａｌＮｕｍ（犔犻犼，犲犻）＝ＣａｌＮｕｍ（犔犻犼，犲犼）∧

（犲犻，犲犼）∈犈ｃｏｕｐｌｅ｝。

９）（犲犻，犲犼）∈犈ｕｎｍａｔｃｈｉｎｇ，计 算 交 点 对 集

Ｐｏｉｎｔ犻犼＝ＰｏｉｎｔＣｏｕｐｌｅ（犲犻，犲犼，犔犻犼）＝｛（犲犻，犲犼）→

（狆犽犺，狆犽狏）｝，其中，函数ＰｏｉｎｔＣｏｕｐｌｅ返回犲犻、犲犼与

犔犻犼的交点对集合，狆犽犺和狆犽狏分别表示犲犻、犲犼的水平

断面、垂直断面与犔犻犼的第犽个对应交点，（犲犻，犲犼）

→（狆犽犺，狆犽狏）表示（犲犻，犲犼）的第犽个交点对。

１０）计算偏离的不一致性实体对集犈ｄｅｖｉａｔｅｄ＝

｛（犲犻，犲犼）：Ｄｉｓｔ（（犲犻，犲犼）→（狆犽犺，狆犽狏））＞ε｝，即

检查至少存在一个交点对偏离的实体对，并组成

偏离不一致性实体对集合。

上述检测中，步骤８）～１０）是检测偏离不一

致性实体对集合的步骤，其中同一实体交点对的

匹配是检测过程的关键步骤。

通常，ＧＩＳ软件将多边形表示为一系列点串，

即实体犲犻＝｛狆１，狆２，…，狆狀｝，进而也可以将犲犻表示

为一系列的线段集，即犲犻＝｛犾１２，犾２３，…，犾狀１｝，其中

犾犿狀表示点狆犿和狆狀组成的线段。图３中，线犔是

剖面交叉线，多边形是实体断面，断面与犔相交

于点犌 和犎。不妨假设犲犻、犲犼分别为实体犲在水

平和垂直剖面上的断面，则函数ＰｏｉｎｔＣｏｕｐｌｅ（犲犻，

犲犼，犔犻犼）的计算过程如下：① 在水平剖面犘犺中，计

算断面犲犻与交叉线犔 的所有交点。② 依据线犔

的某个方向，将所有交点组成有序交点集合

Ｐｏｉｎｔ犺＝｛狆犻１，狆犻２，…，狆犻犽｝，图３中，Ｐｏｉｎｔ犺＝｛犌，

犎｝。③ 在垂直剖面 犘狏中，计算有序交点集

Ｐｏｉｎｔ狏＝｛狆犼１，狆犼２，…，狆犼犽｝。④ 如果｜Ｐｏｉｎｔ犺｜≠

｜Ｐｏｉｎｔ狏｜，表明两断面的交点数目不等，则直接退

出，否则转⑤。⑤ 从Ｐｏｉｎｔ犺和Ｐｏｉｎｔ狏中依次取出

一个交叉点，组成交点对集合Ｐｏｉｎｔ犻犼＝｛（狆犻１，狆犼１），

（狆犻２，狆犼２），…，（狆犻犽，狆犼犽）｝。

图３　交点对计算过程

Ｆｉｇ．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ｓ

从上述检测过程中可以看出，缺失不一致性

和交点数目不一致性的检查较为简单。当交点数

目相等时，检查交点对的偏离不一致性较为复杂，

首先涉及到同一实体的水平断面、垂直断面与交

叉线交点对的匹配，然后需检查是否存在交点对

偏离的实体，最后需将所有存在交点对偏离的实

体组成偏离不一致实体集。

３　实　验

为了验证本文研究的相交剖面间空间不一致

性检测方法的可行性，选取湖南省某金属矿山

１９７６年绘制的勘探剖面作为实验数据，包括一个

４００ｍ标高的水平剖面 犎（图４（ａ））和一个垂直

剖面犞（图４（ｂ））。图４（ｂ）中，４００ｍ线为两剖面

的交叉线，Ⅰ、Ⅱ、Ⅲ、Ⅳ、Ⅴ为矿体编号，犃～犐为

矿体与交叉线的交点。为了区分，在水平剖面和

垂直剖面中分别使用下标犺和狏标注。

实验数据中，（犎，犞）为相交剖面对，实体对

有（Ⅰ犺，Ⅰ狏）、（Ⅱ犺，Ⅱ狏）、（Ⅲ犺，Ⅲ狏）、（Ⅳ犺，Ⅳ狏）

和（Ⅴ犺，Ⅴ狏），交点对有（犃犺，犃狏）、（犅犺，犅狏）、

（犆犺，犆狏）、（犇犺，犇狏）、（犈犺，犈狏）、（犉犺，犉狏）、（犌犺，

犌狏）、（犎犺，犎狏）、（犐犺，犐狏）。实验剖面经过二维坐

标系向三维坐标系转换后，各交点的坐标值及交

点对的空间距离的计算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交点坐标值及交点对距离的计算结果／ｍ

Ｔａｂ．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３Ｄｉｍ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ａｎｄ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ｐａｉ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ｍ

名称 剖面犎 上的坐标 剖面犞 上的坐标 交点对的距离

交点犃 （７５１６９．８１，６０４９８６．９３，４００．００） （７５１７０．２４，６０４９８８．５２，４００．００） １．６４７

交点犅 （７５１７２．０９，６０４９８８．８９，４００．００） （７５１７７．１２，６０４９７９．１１，４００．００） １０．９９７

交点犆 （７５１８７．３２，６０４９９０．０２，４００．００） （７５１９０．４３，６０４９９２．９９，４００．００） ４．３００

交点犇 （７５３１６．０９，６０５０３２．７１，４００．００） （７５３１９．０１，６０５０３７．２２，４００．００） ５．３７３

交点犈 （７５３２４．７６，６０５０３２．８９，４００．００） （７５３２７．０３，６０５０３８．００，４００．００） ５．５９２

交点犉 （７５３３１．０７，６０５０３７．６７，４００．００） （７５３３３．５２，６０５０３７．９７，４００．００） ２．４６８

交点犌 （７５３３７．２９，６０５０３７．４３，４００．００） （７５３３９．０２，６０５０３７．６９，４００．００） １．７４９

交点犎 （７５３４２．２９，６０５０３７．４３，４００．００） （７５３４５．６０，６０５０３９．０１，４００．００） ３．６６８

交点犐 （７５３４６．６６，６０５０３９．８３，４００．００） （７５３５１．０７，６０５０４３．３６，４００．００） ５．６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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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矿山水平、垂直剖面图

Ｆｉｇ．４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ａｎ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ａＭｉｎｅ

　　为了判断交点对之间是否存在偏离，选取距

离偏离阈值ε＝５，这样，空间不一致的交点对有

（犅犺，犅狏）、（犇犺，犇狏）、（犈犺，犈狏）和（犐犺，犐狏）。本实

验数据在剖面矢量化操作过程中已对剖面进行了

拓扑重构和错误修复，所以实验中没有缺失不一

致性和交点数目不一致，仅出现交点对偏离不一

致的问题。由于选取的数据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手

工绘制的勘探剖面图，制图过程中的人为误差（错

误）是空间不一致性产生的主要原因，图纸形变和

矢量操作中的误差也是本次实验空间不一致性产

生的另一个原因。

实际算例的计算过程与结果证明，本文所研

究的相交剖面间空间不一致性的检测方法能够正

确识别出交点对偏离空间不一致性的问题，从而

证明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正确性。

本文仅研究了剖面间空间不一致性的检测方

法，对于如何改正检测出的空间不一致问题，需要

进一步研究。此外，在矿山生产设计中，实体间的

空间关系也是矿山三维建模的重要依据，所以剖

面间实体空间关系的不一致性也是进一步研究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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