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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面向对象的思想，在语义分离的基础上，从微观几何要素的角度对三维矢量模型的构建及其操作

进行了分析，提出并实现了具有四层结构的三维矢量构模及其数据集成组织框架。基于该框架，能够以参数

配置的形式快速形成一系列语义无关且具备强大操作行为能力的三维矢量模型组件（库）。在应用中，以模型

组件＋语义特性的方式进行地学建模，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三维ＧＩＳ以及ＶＧＥ系统对各种地学对象及现象进

行多样化表达模拟分析的需求。通过对某地区复合地质体的建模操作，验证了该集成框架及其所构建模型组

件的正确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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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三维空间数据模型作为三维ＧＩＳ研

究的核心问题［１］，已经成为虚拟现实、ＶＧＥ等相

关领域研究的热点。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

外学者基于不同的领域提出并发展了多种空间数

据模型［２７］，但这些三维数据模型的研究及其数据

的组织管理等往往根据特定的应用需求环境而设

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且相互独立，无法进行

数据层面的共享，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模型进行基

于数据层面的有效集成统一，使之能够相互协调，

共同完成对空间地学对象、现象及其机理过程全

方位的灵活表达分析，更好地满足三维ＧＩＳ以及

ＶＧＥ系统平台中对于模型的多样化需求。目前，

矢量模型构建及其数据组织方面的研究依然具有

较强的针对性与局限性，没有实现较为广泛意义

上的数据及其功能方法等方面的集成共享。本文

针对常用的三维矢量模型及其可能的应用操作进

行了分析，将模型与语义特性分离，从矢量数据的

角度出发，研究并提出了相对统一的三维矢量构

模及其数据集成组织方法，实现了微观几何数据

对象及其功能操作在三维矢量构模中不同层次的

集成与共享，并以组件的形式为各种矢量模型的

快速构建提供支持，为三维ＧＩＳ以及 ＶＧＥ系统

的成功搭建奠定基础。

１　三维矢量空间数据模型的集成组

织框架与构模

　　在现实应用中，对模型的分析操作多种多样，

但从几何要素对象的角度可以归纳为基于几何位

置坐标的操作和基于拓扑的操作。据此，三维矢

量模型及其几何要素对象的构建可以分为两个对

应的层面：顶点构建和拓扑构建。各种几何要素

对象以各种拓扑、非拓扑方式构建，并通过特定有

效的数据组织结构相互协调在一起，构成了能够

在宏观层次上对现实世界进行表达、分析和操作

的三维矢量模型。

本文采用面向对象的思想，将模型对象与其

语义属性相分离，设计构建了三维矢量数据集成

构模框架，从微观几何要素对象入手，将各种三维

矢量模型的数据组织构建过程以及功能操作等进

行抽象，逻辑分割到四个层次（核心计算层、拓扑

构建层、对象组织层以及模型组装层）中，以组件

配置的方式实现（如图１所示），为三维矢量模型

的构建及其数据组织提供了相对统一的模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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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不同三维矢量模型在数据层面的集成。最终

基于该框架能够形成一系列语义无关且具备强大

操作功能的三维矢量模型组件（库），为各种地学

对象及现象的多样化建模表达分析提供支持。

图１　集成构模框架的内部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１．１　核心计算层

核心计算层主要完成各种微观几何要素对象

基于顶点的构建，实现基于顶点的各种三维图形

学算法。它是整个集成组织框架的基础，最具“独

立性”，在该层定义的基本几何对象及其行为操作

与具体的模型以及应用环境无关，有着最大的“自

由度”，可以全部作为框架的功能组件为所有基于

此框架构建的模型组件所共享。基于此，本文开

发了基本几何对象组件库（Ｂａｓｉｃ＿ＧＣＬ），对常用

的基本微观几何对象及其运算操作进行了实现。

目前，该组件库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基本几何

对象类，主要实现能够直接参与模型构建的各种

基本微观几何对象及其相关的算法操作；二是辅

助运算类，构建了能够用于辅助完成各种操作算

法的类。在设计时，充分考虑到组件对象的可扩

充性及可继承性，无论在基本几何对象的种类上，

还是在各种算法实现上，都可以根据需要在此基

础上进行继承、扩展，以进一步完善与增强核心计

算层的框架功能。

１．２　拓扑构建层

根据应用需求，拓扑构建层完成对各种拓扑

几何要素对象的设计与构建，实现各种相关的拓

扑操作功能，形成具备拓扑行为能力的几何要素

对象库。这里创建的拓扑几何对象继承于核心计

算层中所对应的基本几何对象，以承接原对象的

各种几何算法，也可以认为拓扑几何对象是基本

几何对象在功能上的一种延伸，能够为模型基于

拓扑的分析操作提供支持。

在实现时，每一种不同的拓扑方式都会产生

一组拓扑几何对象系列，不同拓扑方式下的几何

对象构建也不同。为了能够满足更广泛的模型及

其操作需求，本文基于常用的拓扑方式完成了相

关拓扑几何要素对象系列组件的构建。图２所示

是基于点线面体拓扑方式的拓扑几何要素对象

组件的数据结构。

图２　拓扑几何要素对象的数据结构

Ｆｉｇ．２　Ｄａｔ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１．３　对象组织层

在该层中，根据应用需求对已经建立的几何

要素对象配置恰当的数据结构进行有效的组织，

建立高效的索引机制，实现相关操作，形成功能组

件，为模型的构建提供支持。

微观几何要素对象的组织是直接关系到所构

建模型对象能否进行有效分析操作的关键因素，

最具灵活性，需要根据具体的操作应用需求来设

定。基于此，本文设计了可配置数据结构的对象

管理器，分别对每一种微观几何数据对象进行针

对性的组织管理。用公式表达为：

ＯＭ＝犉（犇，犛，犃） （１）

其中，犇为所要组织的微观几何要素数据对象，这

里主要指用于构建矢量模型的微观几何对象：节

点、边（线）以及各种面片与体元；犛为当前对象

管理器中所配置的数据结构；犃为对象管理器所

具备的各种自我操作、自我维护的行为。

在对象管理器中，真正对数据进行组织的是

所配置的数据结构。在实现时，充分吸取ＳＴＬ

（标准模板库）中“容器”的概念形式［８］，将不同的

数据组织结构进行包装，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充，

形成能够适用于几何数据对象组织管理以及操作

的“部件”，提供相对统一的操作接口，便于对象管

理器根据需要灵活配置，实现对当前数据对象的

高效组织管理，满足多样化的操作需求，使得开发

者能够从微观数据组织的细节操作与维护中解脱

出来。

每一种参与模型构建的几何要素对象都有其

相对应的对象管理器（如节点对象管理器、边对象

管理器等），即在当前模型体系中，所有同类几何

对象都在同一个对象管理器中进行组织，并且必

须惟一存在，以确保数据管理以及操作的有效性。

这样，每一个对象管理器都是一系列当前几何要

素对象的有效组合整体，并且相对独立，成为创建

具体模型的重要部件。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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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模型组装层

本层是四层集成组织框架中的最高层，也是

形成模型组件的一层。在该层中，根据构建的具

体模型设计模型管理器，对当前模型中所包含的

微观几何要素对象所对应的管理器（如采用点

线面体拓扑方式构建的四面体模型中包含节

点、拓扑边、拓扑三角面片以及拓扑四面体体元四

种微观几何对象）进行“装配”，维护这些对象管理

器之间的数据联系，使其相互配合形成模型组件，

并实现其各种语义无关的操作功能行为。其结构

可以表示为：

ＭＭ＝犉（ＯＭｓ，犃） （２）

其中，ＯＭｓ为当前模型所包含的微观几何对象管

理器系列；犃为语义无关的模型操作行为。

上述四个层次的递进操作过程也就是语义无

关的三维矢量模型组件逐步构建完成的过程。可

见，每个框架层次都有其特定的功能任务，实现

时，在每个层次中将“可重（共）用”部分进行提炼，

据此形成一系列相对独立的功能组件，以框架组

件（库）的形式实现最大共享，在不同层次上为各

种三维矢量模型及其功能操作的实现提供强大支

持。在实际应用时，可以根据具体需求对其进行

灵活的 “配置”。

１．５　集成框架分析

在该集成框架中，拓扑构建方式是其内在的

体系分支线，每一种拓扑方式都会形成一组完整

的模型组件体系。以地质领域常用的三维矢量模

型构建为例，采用点线面体的拓扑方式，其实现

过程如图３所示，在四个层次中，分别构建了对应

的对象组件（基本几何对象组件→拓扑几何对象

组件→对象管理器组件→模型（管理器）组件），也

可以直接采用该框架中已经积累的组件，以加快

构建过程。而对于非拓扑模型，可以认为是拓扑

（模型）的简单形式，即该模型仅由一种微观几何

对象组成（如非拓扑四面体模型仅由基本四面体

元一种几何元素组成），构建时，可以绕过拓扑构

建层，直接由核心计算层进入对象组织层配置数

据结构，继而在模型组装层形成非拓扑模型的组

件体系。这样，非拓扑模型组件构建的数据实现

经历了框架中的３个层次：基本几何对象组件→

对象管理器组件→模型（管理器）组件。可见，通

过对不同框架层次及其组件的选择、配置，能够对

各种拓扑、非拓扑的三维矢量模型以相对统一的

模式进行快速构建，形成语义无关且具备强大操

作功能的多系列模型组件（库），支持多样化的地

学建模。

图３　基于集成框架的模型组件在各个层次的数据实现

Ｆｉｇ．３　Ｄａｔａ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基于该集成框架构建的模型组件是语义无关

的，所以在不同层次的构建中预留了加载语义属

性的结构，使模型组件能够与实际应用环境及具

体地学对象以及现象的语义属性进行无缝结合，

以模型组件＋语义特性的方式进行具体地学对象

构建（如图４所示，这里语义特性的加载根据需要

可有多个层次：模型组件整体的语义特性加载、模

型组件中微观体元对象的语义特性加载、三维面

片语义特性的加载以及三维边、节点对象语义特

性的加载）。同一个模型组件，给其“披上”不同的

“语义外衣”，修改相关组件参数，可以实现对不同

地学对象及现象的表达分析，而同一个地学对象

也可以选择不同的模型组件进行更全面的表达分

析。因此，基于该框架形成的三维矢量模型组件

库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三维ＧＩＳ以及ＶＧＥ系

统对各种地学对象及现象进行多样化表达模拟分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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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需求，为其成功搭建奠定基础。

图４　基于模型组件（库）的建模方法

Ｆｉｇ．４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２　应用实例

本文采用 ＶＣ＋＋．ｎｅｔ２００５自主开发了三维

ＧＩＳ系统平台，基于目前常用的拓扑体系初步实

现了该集成框架的搭建。基于此，对某地区地质

体进行验证性模型构建及其分析操作，初始数据

为４层ＤＥＭ 数据，每层由１４２２个三角面片组

成，构成３层语义特征不同的复合地质体。

２．１　基于集成框架的模型组件构建

首先根据应用需要，确定采用基于点线面体

的拓扑方式，以四面体为基本单元对当前复合地质

体进行建模。然后确定当前四面体模型组件中所

涉及的微观几何元素（节点、边、三角面片以及四面

体体元），获取能够满足拓扑要求的拓扑几何对象

组件。根据需要设计节点管理器，配置八叉树＋二

叉树的嵌套结构，以快速完成基于顶点坐标的快速

查询［９］。对拓扑边对象管理器以及拓扑三角面片

管理器，配置以ＩＤ为关键字的二叉树结构；对于四

面体体元对象管理器，配置二叉树与八叉树双重复

合结构，其中二叉树结构中以体元ＩＤ为关键字真

实存储体元系列，以快速完成基于ＩＤ的体元查询，

而八叉树作为辅助结构存储体元对象的ＩＤ，以快

速完成基于空间位置的基本体元检索。最后构建

模型管理器，对四种对象管理器进行统配，完成拓

扑四面体模型组件的逻辑构建（如图５所示），并在

此基础上实现了该拓扑四面体模型组件的平面剖

切、添加线约束等语义无关的功能操作。

图５　基于集成框架构建的拓扑四面体模型组件内部结构

Ｆｉｇ．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ＥＮＭｏｄｅ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２．２　四面体模型组件对地质体的建模操作

为了对该地质体对象建模，首先，四面体模型

组件需要与其实际数据以及语义属性进行三个层

次的连接：具体数据连接、地质单层体的语义连接

以及地质体整体的语义连接。然后完成对该复合

地质体的拓扑四面体模型构建，其中产生四面体

单元１６９８４个，三角面片３５５９１个，拓扑棱（边）

２３１３５个，拓扑节点４５２９个。可以得出，三角面

个数＋节点个数－四面体个数－边的个数＝１，满

足几何图形中的ＥｕｌｅｒＰｏｉｎｃａｒｅ定理，即 犖三角形

＋犖顶点－犖四面体－犖边＝１。也就是说，构建的四

面体拓扑体系中，拓扑微观几何对象的个数是正

确的，并且通过验证，每个对象之间的拓扑关联也

是正确的，从而确保所构建拓扑模型的正确性。

在此基础上，利用在模型组件中实现的算法结合

地质体对象的特定语义属性完成对当前模型的分

析操作等功能。

３　结　语

本文在将三维矢量模型进行语义分离的基础

上，提出了以拓扑构建方式为内在依据的三维矢

量构模及其数据集成组织框架，以分层递进的方

式为三维矢量模型的构建及其数据组织提供了相

对统一的模式，有效地实现了三维矢量模型在数

据层面的集成，并且基于该框架能够快速形成一

系列语义无关且具备强大功能行为的三维矢量模

型组件，以模型组件＋语义特性的方式灵活应用

于地学空间对象及现象的表达分析操作。同时，

该框架的每一个层次都能够根据具体的需要进行

扩充与继承。随着应用的深入，该框架能够积累

丰富的多层次、多功能粒度的组件，继而形成种类

齐全且功能强大的三维矢量模型组件库，更好地

满足三维 ＧＩＳ系统平台对模型及其操作的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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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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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基于ＧＰＳ精密单点定位的时间传递精度分析 　　　　　　　　　　　　　张小红，等

 长距离动态ＧＰＳ数据处理方法与汶川地震引起的动态地壳形变特征分析 熊永良，等

 配置法在卫星轨道积分中的应用 李征航，等

 三维四参数模型实现地图到ＣＧＣＳ２０００的转换 成英燕，等

 摄影测量中病态问题的条件数指标分析 张永军，等

 基于激光三角法的快速车辙检测方法 李清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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